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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一个 Ovid 页面

• 使用浏览器打开 Ovid 平台 URL 链接

• 使用网页上的快速链接，或者

• 使用 Athens 或 Shibboleth 访问

选择要检索的资源

在选择检索资源框，直接点击资源名称选择一个资源，或点击资源名称前的复

选框选择多个资源，或点击群组(Group) 选择多个资源，然后点击确认按钮。

你可以通过添加群组(Add Group)将不同资源聚合在一个组别，勾选群组然后点

击删除群组(Delete Group)按钮可删除已创建的群组。

注: 选择多个资源同时检索可能会屏蔽单个资源的部分特征，例如映射工具。

选择     图标查看资源的字段指南。

要改变所选资源，选择变更按钮，会显示选择资源框，你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

新的资源，或群组(Group) 进行检索

主检索页面

选择检索资源后，进入检索页面。你可以点击主导航栏中的检索(Search)标签

随时切换回检索页。选择期刊(Journals) 或图书(Books)标签浏览期刊或图书。

选择多媒体(Multimedia)标签浏览或快速检索多媒体资源。我的工作区 My 
Workspace 包含我的课题(My Projects)，我的检索与定题通告(Searches & 
Alerts)和我的期刊目录订阅服务(My eTocs)。 链接(Links)提供其他资源平台的

超链接。OvidMD, EBP工具只有在用户订购该产品时才显示在主导航栏。

移动应用(Mobile)提供 Ovid 平台

移动端程序 OvidToday 的下载安

装和激活指南。

选择一个检索模式，详情如下：

基本检索(Basic Search)
基本检索(Basic Search)使用自然语言检索。输入一个完整的主题或问题，然后

点击搜索(Search)。 选择包含相关词汇(Include Related Terms)使用同义词、

单复数、拼写变体来扩展检索范围。选择包括多媒体(Include Multimedia)将多

媒体信息包含在检索结果之中。 添加限制(Limits)或过滤(Filter By)条件对检索

进行筛选。在过滤方式(Filter By)中选择相关度(Relevance)——5 Star only，然

后将排序依据(Sort By) 从SCORE变更为 Year of Publication (降序) 可以查看

最新的相关度为5星的检索结果

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使用高级检索检索常用字段，组合检索词，使用布尔运算符或命令行检

索。输入单个主题词或短语，然后点击搜索(Search)。主题词自动匹配

(Map Term to Subject Heading) 会从资源所含主题词表中推荐专用术语应

用于检索。关键词(Keyword (.mp.)) 检索包含题名(Title)、摘要

(Abstract)、主题词(Subject Headings) (或全文(Full Text)) 以及其他字段

等进行检索。高级检索可以进行作者(Author)、文章题名(Title), 期刊名称

(Journal Name)或图书名称(Book Name)检索。

检索模式选择



常用字段检索(Find Citation)
常用字段检索(Find Citation) 可以搜索文章题名、期刊名称、作者、卷、期、

页码、出版年、出版商、唯一标识符或DOI的任意组合。

多字段检索(Multi-Field Search)
使用多字段检索(Multi-Field Search)在所有字段或多个特定字段进行搜索，可
以组合使用与(AND)、或(OR)、非(NOT)布尔运算符进行组合。点击新增字段
(Add New Row)来增加更多的检索框。作者搜索会自动使用*截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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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工具(Search Tools)
检索工具(Search Tools)检索主题词表(叙词表)。打开下拉菜单，选择检索项，

输入单词或词组，然后点击搜索(Search)。检索工具选项根据所选数据库不同

会有相应的变化。检索选项包括：

• 主题匹配(Map Term): 匹配所选数据库主题词表(叙词表)中的标准主题词。

• 树型图(Tree) 或 叙词表 (Thesaurus): 将输入检索词在主题词表或叙词表中

进行定位显示。

• 轮排索引(Permuted Index): 可以输入单个词汇，检索包含该词汇的所有多

词术语，以及 同义“see”和相关“see related”词汇。

其他检索选项提供有关副主题、主题词说明信息、主题分类等信息的检索，根

据所选数据库的不同而有相应变化。

字段检索(Search Fields)
输入单词或词组，选择一个或多个字段，点击搜索(Search)，或者选择浏览

索引(Display Indexes)查看所有被索引的词汇。清除选择(Clear Selected) 
取消所有已经选择的字段。点击字段名查看字段定义说明。



检索历史(Search History)
检索历史(Search History)记录显示检索、检索结果和检索类型。点击复选

框，然后选择运算符与(AND) 或者或(OR)进行组合检索，或者直接在检索

框中输入检索历史编号和运算符(例如：1 AND 2)。
使用复选框和删除(Remove Selected)按钮删除所选的检索历史。使用动

作(Action)——结果显示(Display Results)显示对应检索结果，点击更多

(More)对检索式及检索结果进行保存(Save)、编辑(Edit)、创建自动提醒

(Create Auto-Alert)等操作。点击批注(Annotation)，添加你对此检索历史

的注释信息。

检索结果(Results)

使用检索结果左侧的一系列工具查看检索信息、过滤你的检索，包括检索信
息 (Search Information)、 过滤方式(Filter By) 和我的课题 (My Projects)。
你可以通过右上角的选项(Option)配置显示要使用的工具，或者使用鼠标拖
动工具至你想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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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词符和通配符(Truncation and Wildcards)
在高级检索或者多字段检索中，使用截词符或者通配符查找单词的拼写变体。

• *或 $: 在单词末尾或内部使用，无限制检索单词的后缀变化。例
如：computer*可以检索computer、computers等。在后面添加数字
可以限制后缀字符的数量，例如：  computer*7。

• #: 在单词内部或末尾使用，仅代替一个字符, 例如 wom#n
• ?:  在单词内部或末尾使用，代替0或1个字符, 例如 robot? 或 flavo?r

注意：运算符、截词符、通配符无法在基本检索模式中使用。

限制(Limits)
限制(Limits) 将已选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根据所选条件再次进行筛选。限制

(Limits)在主检索页面(Main Search Page)，具体限制选项可以收缩或扩展

打开。点击更多限制(Additional Limits) 查看所有的限制选项。 您可以定

制常用限制中的选项，选择编辑常用限制(Edit Limits)，然后选择限制选

项左侧的勾选框，并选择客制化限制(Customize Limit)。定制后的限制选

项将保存在我的账户

(My Account)，登录

后显示。

运算符

4个运算符可以用来对词汇进行组合搜索：

• 或(OR)包含任一所选词汇的结果，例如Australia or New Zealand；2 or
3。

• 与(AND)包含同时出现所选词汇的结果，例如rock and roll；1 and
adult.sh； 4 and 5。

• 非(NOT)移除包含所选词汇的结果，例如spiders not insects； 1 not 2。
• adjX 选择两个单词相距少于等于所指定X个单词间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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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id图书(Books@Ovid)检索结果包含书目信息和View in Book Reader链
接，用来查看和下载图书全文。

• Ovid期刊(Journals@Ovid)检索结果包含PDF全文链接(如果全文可以访

问)。
• 多媒体检索结果包含题名、持续时间、媒体类型、下载链接等。

• 查询相似文献(Find Similar)链接帮助查找类似的文章，查询引用文献(Find 
Citing Articles)链接(如果可用)查找引用了该篇文章的文献。 

多媒体(Multimedia)
选择查看方式(View by)中的多媒体(Multimedia)或者查看多媒体结果(View 
Multimedia results)查看检索获得的多媒体结果。

打印、发送电子邮件、输出和我的课题

打印(Print)、电子邮件(Email)、输出(Export)、我的课题(My Projects)、查

看选择(Keep Selected)在每个结果页面的顶部。使用检索结果前的复选框选择

单篇文献，或者使用所有(All) 选择所有检索结果。

查看选择(Keep Selected)：只查看你选择确认的文献

打印(Print)
• 选择显示字段(Select Fields to Display)：选择预设的字段或者进行

个性化定制。
• 选择输出格式(Select Citation Style)：选择需要的引文格式 (APA, 

MLA, Chicago, Ovid Citation, etc.)进行打印。

• 包含(Include)：选择检索历史Search History包含检索策略， 选择
选择批注(Annotations)包含注释信息。 

包含收件人电子邮件，如果发送多个人，以逗号分隔。添加邮件主题
(Subject)和内文 (Message)。选择输出的字段、格式和链接等。

输出(Export)
• 输出至微软 Word 文件
• 输出 PDF 格式文件
• 输出.txt 格式文件
• 输出至 Citavi/EndNote®/ProCite®/Reference Manager® 等文献

管理工具
• 输出 Excel Sheet 格式文件
• 输出 RefWorks 在线管理工具
• 输出 RIS format 用于Reference Manager & EndNote Web
• 输出 BRS/Tagged, Reprint/Medlars 等旧的文献管理格式
• Delimited 或 XML 格式用于数据库输入格式 

我的工作区(My Workspace)和我的课题(My Projects)
我的工作区(My Workspace)是个性化定制服务，用户登录我的账户(My 
Account)后可以使用。包含我的课题(My Projects)、我的检索与定题通告(My 
Searches & Alerts)和我的期刊目录订阅服务(My eTocs)三个功能。

我的课题(My Projects)是一个科研区域，你能够创建不同的课题目录，并将检

索历史、文字、检索结果 、全文、引文、图形、视频等多种类型资源保存在对

应的课题目录中。你可以在我的课题(My Project)中上传最多50M的文献资源。

我的课题(My Projects) 提供同样的三个输出选项 (打印、电子邮件 或 输出)，
使用移除(Remove)来删除已保存的项目。

更多信息：查询数据库字段指南（点击己选资源链接），以获取更多有关

资 源的信息。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在线帮助，随时查看使用指南。

每页的底部是语言选项的链接。

要了解更多有关Ovid产品的信息，请参见 http://www.ovid.com；更多有

关培训材料和文件的信息，请参见 http://access.ovid.com/training/

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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