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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Fast, Search Fast

--OVID科研在线整体解决方案
   JBI数据库使用



Wolters Kluwer Health 威科集团医学部
Focused on clinicians from learning to practice to improve access, quality and cost 
effectiveness of healthcare

Physicians   | Nurses  |  Pharmacists  |  Allied health 

 提供医学、护理学教
育材料和在线学习工
具

 为医学从业者提供
治疗方案参考

 提供高质量的医学信
息和精准的检索平台

Professional & Education Medical Research Clinical Solutions

Learning Research Care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UpToDate, Medi-Span,
ProVation Medical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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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na Briggs Institut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Resources

——JBI循证医学资源



The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 Leader in EBP Information

 国际非盈利机构，知名的循证医学研究机构

 从事医疗信息的研究与开发

 开展国际间的合作

 目前已有70个分支机构分布于全世界各地

 推动与支持循证医学

 提高医疗的整体效果



JBI循证实践的方法——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

提高医
疗水平

查找：发
现研究或

实证

实证评估

实证应用
于具体实
践工作

评估时间
变化和病
人预期效

果

从创立或展开一
个科研问题开始



JBI循证实践资源 – only on Ovid

提高医疗水平

查找: 发现
研究或实

证

实证评估

实证应用
于具体实
践工作

评估时间
变化和病
人预期效

果

发现实证

实证评估

实践应用

结果评估
•Systematic Reviews
•Evidence Summaries 

•Systematic Review Protocols
•Technical Reports

•JBI Rapid
•JBI Journal Club

•JBI SUMARI
•JBI TAP

•Best Practice Information Sheets
•Recommended Practices

•JBI Manual Builder
•JBI Consumer Pamphlet Builder

•JBI CAN-Implement 
•JBI PACES

•JBI POOL/COOL



JBI在医疗机构的应用

医疗人员 科研人员

–实证评估

–实践应用

–实践变化评估和病人预
期效果

–科研开题

–实证评估

–实践应用

–实践变化评估和病人预
期效果

实践应
用

 发现
实证

实证
评估

结果
评估

实证
评估

实践
应用

结果评
估



JBI在学术机构的应用

教员 学生 
• 教学

–疾病和条件

–最新诊断方法和排除条件

–治疗方法

–循证医学的重要性

• 科研

• 学习

–疾病和条件

–最新诊断方法和排除条件

–治疗方法

• 实证评估

• 实践应用

发现
实证

实证
评估

实证
评估

实践应
用

结果
评估



Ovid平台上的JBI循证医学库

• JBI循证医学库涵盖内容广泛，包括7个资源类型超过3000条记录: 

– Systematic Reviews (and Protocols)
– Best Practice Information Sheets  (and Technical Reports)
– Evidence-Based Recommended Practices 
– Evidence Summaries
– Consumer Information Sheets
– Recommended Practice

• 划分为16个学科…

•   Aged Care
•   Burns Care
•   Cancer Care
•   Chronic Disease
•   Diagnostic Imaging
•   Emergency & Trauma
•   General Medicine
•   Paediatrics

•   Health Management & Assessment
•   Infection Control
•   Mental Health
•   Midwifery Care
•   Rehabilitation
•   Surgical Services
•   Wound Healing and Management
•   Tropical and Infectious Disease



Systematic Reviews

Systematic Reviews

• 文献的分析

– 提出一个问题

– 创建收录原则

– 创建广泛搜索实证的策略

– 评估每篇文章的质量

– 抽取文章中的精华

– 综述各篇文章中的要点

Systematic Review Protocols

• 文献背景信息和进行系统化综
述的计划



Evidence Summaries

• 综述医疗保健疗法或过
程的精炼要点、简短摘
要

• 基于系统化的文献检索
和权威实证医疗数据库



Best Practice Information Sheets

Best Practice Information Sheets

– 基于系统化评述的结果和推荐

– 从大量文献中抽取出来的关键
议题和建议的获取方式或途径

Technical Reports

– 获取并综述出最佳实践信息的
过程和相关资料等信息



Evidence-Based Recommended Practices

•描述临床课题最佳实践的治疗或
过程:

–设备列表

–推荐的实践

–职业保健和安全措施

–实证综述



Consumer Information Sheets

• 实证信息

• 简单、易读

• 指导病人、客户和居民



访问方式









Ovid登录方式

http://ovidsp.ovid.com/autologin.cgi

访问所有订购资源



JBI登录方式

http://access.ovid.com/demo/lp/jbi/jbi_wheel_sc.htm

仅访问JBI数据库





检索技巧



选择一个或多个数据库



点击  了解数据库内容



 Ovid 的检索页面，将多种检索模式、限制条件、

检索历史，以及结果管理工具整合在一个界面

点击“变更”，
更改所选数据库



OvidSP 平台提供多种检索模式

• 基本检索用于查找某个科研课题或问题

• 利用高级检索进行互动式的主题检索

• 多字段检索组合字段检索和主题检索，生成复杂的检索
策略

• 常用字段检索通过常用引文字段定位某个或几篇文献

• 检索工具用于浏览主题词的书型结构

• 浏览或检索单个、多个或所有字段，则运用字段检索



基本检索
基本检索是自然语言检索，输入一个完整的检
索问题或话题，找到最近几年发表的相关文献。

Heart disease prevention





高级检索： 关键词检索

heart* OR cardiac OR cardiology OR cardiological OR cardiopathy



# --替代1个字符

$ or * --替代0-n个字符

？ --替代0或1个字符

关键词检索，运用截词符



组合检索

 AND – 包含两个或多个主题
 OR – 包含其中一个主题
 NOT – 去掉一个主题 (1 not 2, rice not oryza) 
 ADJ# - 检索词之间相距一定数目的单词 – (rice adj6 straw)



筛选功能



限制条件 Limits



检索工具

树形图(Tree)：数据库中内嵌的概念词库；
轮排索引 （Permuted Index)：按照词库索引检索

输入的词汇；
主题词说明 (Scope Note)：检索词汇的概念说

明；
扩展检索 (Explode)：对检索词进行扩展检索；



树型图



轮排索引



常用字段检索

Find Citation 可
一步检索一组字
段，如按作者名
与文章题名，或
按期刊名/卷号/
期号/页码组合检

索。利用少量的
信息通过 Find 
Citation 来定位

某个特定的文献。



字段检索



资源查看和输出



打印、电子邮件、输出





JBI Database

Skin care



JBI Database

heart disease and blood pressure



   个性化功能





创建个人账户



我的工作区





加进我的课题

• 以下项目可被加入到我的课题或文件夹:
– Ovid Results （Ovid检索結果）

– Ovid Universal Search results （ Ovid Universal检索結果）

– Saved Searches （储存的检索历史）

– Journal Articles – PDF or HTML （期刊文章全文– PDF or 
HTML ）

– Images （图像）

– Text Snippets （文本剪贴）

– User-created Citations （客戶自己生成的题录）

– Book Chapter （电子书章节）

– Journal Issue List result （期刊目录結果）

– Auto-Alert results （储存定题通告）

– Uploaded files （上传文件）





期刊订阅



我的检索与定题通告









OvidSP 3.0工具栏

• 该工具栏使得用户可以将外部资源保存到我的课题



OvidSP 3.0工具栏

– 点击 “x” 将收起工具栏

– OvidSP将检测版本，并当新版本可安装时提醒用户

–  工具栏在所有网站均为可用，除了在OvidSP时（不可用）



   JBI Tools



Joanna Briggs Institute 实证工具

这些工具帮助完成医学循证的各个步骤



登录JBI Tools  



Accessing the JBI Tools via Ovid 



人员权限设置-注册 个人账号



OvidSP平台上的JBI工具

用户使用个人账户即可使用这些工具



JBI实证评估工具

JBI Journal Club

• 创建自己的期刊群

• 及时获知最新的研究进展

JBI RAPid （Rapid Appraisal Protocol Internet Database)

• 用于教学和提升实证研究和应用的关键评估能力

• 基于实证类型和研究方式，该工具为用户提供评估文章可靠性
的问题清单

实证
评估



JBI Systematic Review & Research Tools

JBI SUMARI  (System for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the 
Assessment and Review of Information)

 对文献进行系统评述的工具

 5个组成模块:

– JBI-CReMS – 综合评述管理系统

– JBI-QARI – 定性评估和评述工具 

– JBI-MAStARI – 元统计分析、评估和评述的工具

– JBI-ACTUARI – 性价比、收益和技术评估的分析和评述工
具 

– JBI-NOTARI – 叙事、建议和文字评估和评述工具

实证
评估



JBI TAP Thematic Analysis Program

•利用录入说明性文字、给数据分类和建立主题来分析小型定性
数据集合(例如文件、声明、访谈等):

– 辨识和抽取相关数据或信息

– 创建相应的分类或主题

– 按目录或主题进行数据重组，并显示数据

实证
评估

JBI Systematic Review & Research Tools



JBI Point of Care & Research Tools

JBI Pamphlet Builder

 用于制作患者资讯手册，允许用
户定制患者资讯，添加单位标识
和具体的说明或注释

JBI CAN-Implement

 帮助定位各种指南资源，然后通
过分析和整合现存的临床实践指
南，修改成适合当地使用的指南。
继而可考量其对实际医疗效果的
影响。

JBI Manual Builder

 制作个性化医疗实践手册。可从上百种循证医学实践推荐资
中挑选内容，进行个性化定制，并添加单位名称和Logo，可
以生成HTML或PDF格式，需要时可以印刷或上传。

实践
应用



Quality Improvement Tools

JBI PACES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linical Evidence System)

• 帮助进行临床审查，并改进相应工作。可生成审查 报告、循证
实践报告和改进意见

JBI POOL(Patient Outcomes Online)/COOL (Client Outcomes 
Online)

• 简单易用的收集和存储病人（住院和门诊病人）相关数据的工
具，帮助检查预期进展，生成部分领域的图表等。

实践应用

结果
评估



JBI Manual Builder Implement 
the 

evidence



JBI Manual Builder Implement 
the 

evidence



JBI Manual Builder Implement 
the 

evidence



JBI Manual Builder Implement 
the 

evidence



JBI Manual Builder Implement 
the 

evidence



JBI Pamphlet Builder



JBI Journal Club

An online system to facilitate clinically-
based journal clubs in your units and 
departments



JBI Journal Club



The JBI Systematic Review Suite

SUMARI:
System for the unified 
management of the 
assessment 
and review of 
information



JBI SUMARI



PACES
Evaluate 
practice 
changes 

and patient 
outcomes







PACES use case

National University Hospital (NUH) of Singapore

Fall prevention:

Hand hygiene adherence among healthcare providers working in radiation therapy center: A qua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Chai, Chuen; Fun RN, ONC; Chow, Ying; Leng RN, ONC;  BHSN, PGDipHE

PACEsetterS. 9(3):29-34, July/September 2012.
DOI: 10.1097/01.JBI.0000419756.96961.15

Hand 
Hygiene



Ovid平台上的多媒体资源



灵活使用 

支持自然语言检
索、多媒体标题
检索；基本检索
可以快速获取结
果

高级检索、字段检索仍然可
以使用



轻松访问

在文字检索和多
媒体结果之间自
由转换

快速便捷访问多
媒体资源



多种筛选方式

你想看最新的多媒体资源？
或你想指定某一种资源类
型？ 

多媒体时长——你只有
午饭时间可以看视频？
或你只有5分钟快速浏
览？ 你想看视频还是图片？

或是都想了解一下？

你想了解某一科系的信
息？

通过筛选功能快速有效
获取相关结果



浏览“Browse”多媒体资源

如果你想浏览多
媒体资源

同时可以快速
访问全文信息

查看某一具体学科
的信息



视频播放

将多媒体资源下载
到你的计算机，或
添加到个人账户。

觉得有用？再看看
该篇文章中的其他
多媒体资源



90

如果你已接入所属单
位的公共无线网, 点
击“Let’s Get 
Started” 图标，进行
访问。

如果你通常使用账号和密码登录数据库，或者无
法接入你单位的公共无线网，点击“Login using 
your OvidSP ID and Password” 的链接。

*如果你不知道你单位访问Ovid数据库的账号和密码，
请联系你单位的图书馆员。

安装Ovid Today的方法:

进入iTunes App Store，然后搜索“OvidToday”

或者

直接访问下面的 URL: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ovid-today/id894892882?ls=1&mt=8

或者

扫描二维码（如右图）:

然后点击 “获取” 和“‘安
装”



JBI on OvidSP Resource Center 
http://access.ovid.com/training/jbi 

OvidSP Resource Center
http://resourcecenter.ovid.com/site/resources/index_ovidsp.jsp 

如需要更多详细内容



问题?

非常感谢!
李宁
Ovid培训经理
Ning.li@wolterskluwer.com
support@ovid.com

培训反馈

https://www.surveymonkey.com/s/Ovideval_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