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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

♦ PubMed概况

♦ PubMed数据范围

♦ PubMed主页及检索机制

♦ PubMed检索方法

♦ 检索结果的处理

♦ PubMed的个性化服务



一、PubMed概况
♦ PubMed一词源自“Public”和“Medline”两个英语单词，
顾名思义，意味着面向公众的、免费的医药信息检索服务。

（NCBI)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NLM下设的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
心NCBI建立的以Web方式向用户提供服务的生物医
学文献检索系统，使用NCBI的Entrez检索平台，1997
年6月开始向全球开放。

♦特色：收录广、内容全、检索途径多、
体系完备等特点，是目前世界上查找医
学文献利用率最高的网上免费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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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ubMed的数据范围

(1950-1965)



学科范围：

基础生命科学 临床生命科学

生物科学 解剖学

组织学 化学与药物

心理学 社会医学

农业 医技设备学

医技工业学 医学信息学

使用词表：MeSH（医学主题词表）



MEDLINE数据库简介

•Medline是PubMed的核心內容

•收录范围：来源于美国和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
区、50种语言的7395种权威生物医学及相关学科
期刊，内容涉及生物医学各个领域；90%以上原
文为英语，70%记录有文摘(1975年以前的文献无
英文摘要)，5%免费全文。目前记录已达约2300万
条，约60万篇/年 。

•回溯时间：1966年至今。

•记录中有[indexed for MEDLIEN]标记



PREMEDLINE

一种由正在加工处理中的文献记录组成的数

据库，这些新记录还未被或正在标引，暂时存放
在PreMEDLINE数据库中。每天更新，经过标引

（增加主题词、文献类型、数据库存取号等字段）
以后转入Medline，一旦记录被转入到Medline数

据库，就被从原数据库中删除。检索时采用自由

词检索。记录中有[PubMed-in process]

的标记。



出版商提供的书目信息
(Record supplied by publisher)

出版商直接向PubMed提供的非Medline

收录的电子刊物，记录标有[Record as 

supplied by publishers]标记。
如：Science或Nature中的地质学文献等。



标记不同，出自分库亦不同



PubMed简介

获取生物医学权威期刊最多

 世界上70多个国家的7395种权威期刊

多种检索方法，多条检索途径

时效性极强(每周更新)

回溯年代久远（1950年至今）

利用MeSH作为转换词表，标引质量高

部分文献可以免费获取全文

检全率、检准率高



•PubMed主页进入途径：
http://www.pubmed.com 

http://www.pubmed.gov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 

http://www.ncbi.nlm.nih.gov/sites/entrez



PubMed检索机制

• 自动转换匹配功能(Automatic Term Mapping)

对于输入的检索词，PubMed先按一定的词表顺
序进行对照匹配和转换，再进行检索。词表匹配转
换顺序是：主题词注释表(MeSH Translation Table)、
期刊注释表(Journal Translation Table)、常用词语表
(Phrase list)、作者索引表(Author Index)。如果在以
上4个表中都找不到相匹配的词，PubMed将把短语
分开，以单词为单位，分别重复以上的过程，
检索时各个词之间是AND逻辑关
系。如果仍找不到相匹配的词，
则用单个词在所有字段查找，各
个词之间也是AND逻辑关系。



MeSH Translation Table

主题词注释表

Journals Translation Table

期刊注释表

Common Phrase List

常用词组表

Author Index

作者索引表



• Automatic Term Mapping：词汇自动转换

1、MeSH Translation table主题词注释表

Vitamin c 转换为:

“ascorbic acid”[MeSH Terms] OR “ascorbic”[All 
Fields] AND “acid”[All Fields]) OR "ascorbic 
acid"[All Fields] OR "vitamin c"[All Fields]

• 想要查验检索词的转换情况，并进行调整和保存
检索策略，可看右下角的“search details”按钮

PubMed检索机制



AUTOMATIC TERM MAPPING：词汇自动转换



• Automatic Term Mapping：词汇自动转换

2、Journals Translation table期刊注释表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转换为

“N Engl J Med”[Journal]

3、Phrase List常用词语表

“Cold compresses ” 在前两个表中均未找到，
便在短语列表中找到这个词

PubMed检索机制



• 短语检索(Phrase Searching)

• 也可称为强迫词组检索，即，如果要将短语
作为一个词组进行检索，可用双引号“ ”将
其引起来。如：“drug therapy”作为词组进

行检索的词，系统不进行自动转换匹配，也
不进行MeSH词的扩检。

PubMed检索机制



PubMed的检索途径和方法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主题检索

期刊检索

专用检索

临床咨询



检索运算符

1、逻辑运算符：OR、AND、NOT

运算顺序：OR<AND<NOT，可用（）改变检索词的
处理顺序。
逻辑与（AND）——检出记录中同时
含有检索词A和检索词B.

逻辑或（OR）——检出记录中含有
检索词A或检索词B或同时含有检索

词A和B的文献。

逻辑非（NOT） --在含检索词A的记

录中，去掉含检索词B的记录。

A         B

A          B

A               B



检索运算符

2、截词符：*

eg: infect*，可检出infection、infectious 、 infective 、
infectivity 、 infector等文献。截词功能只限于单词，对
词组无效。

3、利用字段标识符进行限定检索：
检索式格式：检索词A[字段标识B]，检索在字段中含
有检索词A的文献。如： hepatitis[TI]，smith [AU] 。

4、强制检索符“”，将短语做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行检

索。如：“OXYGEN FREE RADICALS ”

5、设有停用字：A, is , are, it, they 等
注意： [  ]和“”必须为英文或中文半角。



PUBMED检索字段标识
字段名称 字段标积 字段含义

Affiliation [AD] 第一著者单位、地址

All Fields [ALL] 所有字段

Author [AU] 著者

CorporateAuthor [CN] 团体著者

First Author Name [1AU] 第一著者

Full Author Name [FAU] 著者全名

ISBN [ISBN] ISBN

Issue [IP] 期刊期号

Journal [TA] 期刊名称（含全称、缩写、ISSN号）

Language [LA] 语种

Last Author [LASTAU] 排名最后的著者

MeSH Major Topic [MAJR] 主要MeSH主题词，用*表示

MeSH Subheadings [SH] MeSH副主题词

MeSH Terms [MH] MeSH主题词

Other Term [OT] 款目词（非MeSH主题词）

Pagination [PG] 文献起止页码

Personal Name as Subject [PS] 作为文献主题的人名

Pharmacological Action [PA] 药理作用概念

Place of Publication [PL] 期刊出版国别

Publication Date [DP] 出版日期

Publication Type [PT] 文献类型

Subset [SB] 数据子集

Text Words [TW] 文本词，来自TI、AB、MH、SH、PT等字段

Title [TI] 题名

Title/Abstract [TIAB] 题名/摘要

UID [PMID] PubMed文献唯一识别码

Volume [VI] 期刊卷号



外部链接

外部链接

PubMed主页：



http://www.pubmed.com     http://www.pubmed.gov

PubMed主页：

高级检索

使用帮助

文献匹配

主题检索

特定主题咨询

临床咨询

期刊检索

检索提问区



明确你所要检索
的关键概念及词
语，即关键字

考虑到关键字的
类似说法，即有
可能出现的同义
词

通过限定等，精
炼你的检索范围

通过布尔
（BOOLEAN）
运算来提高你的
效率

多向有经验的人
求教

PubMed



关键词、词(词组)或短语：

输入任意关键词：liver cancer、Lung cancer；

带有双引号“”作为短语检索：“cancer therapy”；

带有连接号“-”作为一个词组检索：interleukin-6。

限制检索字段：如liver cancer[ti]

作者：Smith J 格式：姓+名首字母缩写(不用标点)

在检索框内键入作者姓名Smith j，系统会自动在作者

字段内进行检索。仅知道作者姓，则必须加上字段标

识，如： Smith[au] 2002年以后的文献若文中有作者

全称可用全称检索。

Pubmed基本检索



作者姓名检索按照
姓(全写)+名(缩写)，
之间不用标点

Smith 

J

精确检索避免Pub

Med自动词汇转换，
实现精确查找

“Smith J”[au]



期刊刊名

可用期刊全称：GENE THERAPY[TA]

可用期刊标准缩写形式或简称：

JAMA[TA] ，mol boil cell

可用期刊ISSN(国际标准出版物代码)：

1059-1524。

Pubmed基本检索



期刊刊名

如果期刊全名中包括括弧或方括号，输入时应予

以取消：如J Hand Surg[Am],检索时应转换成：J hand

Surg Am

语种为中文的期刊直接用汉语拼音：如中南大学

学报医学版：Zhong Nan Da Xue Xue Bao Yi Xue Ban

Pubmed基本检索

注：如果一个期刊名恰好是主题词或关键词，
如：cancer， science，cell等，PubMed会首先将这些
词转换成MeSH词表中的主题词进行检索。因此，需

要将检索请求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在杂志名后面加
[TA]。如："cell"[ta]



复杂表达式：liver cancer AND therapy

带有摘要文献的检索：liver cancer AND has abstract

截词检索：扩大检索范围，提高查全率。

bacter*，可检出bacter，bacteria， bacteriophage ，

bacterium等最多600个单词。

Pubmed基本检索



字段限制检索
采用字段限制方式进行检索，其规则是：
检索词1[字段标识] 逻辑运算符检索词2[字段标识]

如：查找作者为Tesson s在2016年发表的标题中含有
aids的文献.

检索式： aids[ti] and Tesson s[au] and 2016[dp] 

Pubmed基本检索



举例：肝癌的治疗



题录格式内容



PubMed的检索途径和方法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主题检索

期刊检索

专用检索

临床咨询



Pubmed高级检索





等同于：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and liu yh



检索事半功倍

ClipboardHistoryFilter Details



Filter：在这里可以进行以下设定

•将搜索范围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域。

• 将搜索范围设定在特定的年龄组、性别组、人或动

物学范围
•将搜索限定在某一语种出版的或某一特定的文章类

型,如综述

• 设定只搜索包含摘要的文献。

注意：限制了出版物类型、年龄、人或动物、性别中

的任何一项，检索将只在Medline中进行检索

（因为这些特征限制只有Medline中才有）。







• 看到最近100次的查询结果。

• 如果两次查询内容相同，PubMed会将头一次的去除。

• 当点击 Clear History可以将History中的所有内容清除

History



• Clipboard

• 剪贴板可以帮助你保存或查看在一个或多个查询中选择的条目。

• 可以打印、保存、订购剪贴板中的内容。

• 条目复选框选中，单击“send to clipboard”就可以将其加入剪贴板中。

• 剪贴板中最大的储存数是500条。

• 剪贴板中的内容在8小时内没有任何操作，将会自动消失。



Details：

在提问框中键入的检索

词被PubMed自动地转换

成了哪些词，使用了怎

样的检索规则和检索语

法。



对检索策略进行编辑

Result区显示检索结果的记录
总数，点击这个数字，可回到
检索结果显示屏

Translation区显示检索词转换
的详细情况

Database区显示检索的数据库

User Query 区显示用户键入的
检索词或检索式

Stopword Ignored区显示忽略
的词汇



PubMed的检索途径和方法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主题检索

期刊检索

专用检索

临床咨询



MeSH是医学主题词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的缩略词，是用规范化的医学术语来描述生

物医学概念，其中论述文献中心的主题词称

主要主题词，论述主题某一方面的内容的词

称为副主题词。

PubMed主题词检索



进入途径：



MeSH Database：

例：病毒唑(Ribavirin)治疗麻疹(Measles)的

文献

•两个概念：病毒唑(Ribavirin)

麻疹(Measles)

• 对病毒唑来说是利用其治疗疾病，故其应组配副
主题词“治疗应用（therapeutic use）”

• 对麻疹来说是利用药物来治疗，故其应组配副主
题词“药物疗法（drug therapy）”

• 逻辑关系：AND



•检索流程
第一步：检索病毒唑的治疗应用



.

副主题词：对一个主题词的多个
方面进行修饰限定的词，又称限
定词。目前有83个副主题词，但
并非每个主题词都能和83个副主
题词组配
★不选择副主题词时，默认相当
于选择全部副主题词★





主题词等级排列，检索
时可以将包含其下位词
的文献都检索出来。
一个主题词可以同时处
在不同类目下。



检索病毒唑的治疗应用





同样的方法检索麻疹的药物治疗后，进行逻辑组配



“病毒唑治疗麻疹”的文献



Pubmed主题词检索的功能

理解词义和收入词表的时间

限定副主题词，提高查准率。

加权检索，提高查准率。

了解树形结构,扩展检索，提高查全率

了解同义词，提高查全率。



检索方法综合运用举例
——在PubMed中检索研究中国助产士的文献

助产士

中国（的）

关键词

China

Chinese

midwife

midwives

accoucheur

nurse 
midwifery分 析



作者机构（Affiliation）是中国的有关助产士的文献；

语种（Language）是中文的有关助产士的文献。

内容是研究中国助产士的文献；

检索途径

高级
检索

主题词
检索

分 析

主题词

China

Taiwan

Nurse 
midwives

高级检索举例
——在PubMed中检索研究中国助产士的文献



高级检索举例分析

第一个方面：内容是研究中国助产士的文献



第二个方面：作者机构是中国的有关助产士的文献

高级检索举例分析



第三个方面：语种是中文的有关助产士的文献

高级检索举例分析



主题词检索举例分析



主题词检索举例分析



主题词检索举例分析



检索结果去重



69.6%

43.5%

11.3%
16.1%

结果分析

—四个检索的文献量所占比例

内容是研究中国助产士的文献

作者机构是中国的有关助产士的文献

主题词检索研究中国助产士的文献

语种是中文的有关助产士的文献

去重后总文献量为168篇，检索截
止时间为2016年8月29日



PubMed的检索途径和方法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主题检索

期刊检索

专用检索

临床咨询





•Journal Database (期刊数据库)
•可输入刊名全称、缩写或国际标准期刊号（ISSN)检
索特定期刊的编目信息；



引文匹配器
使用栏位化的检索方式，找寻特定刊名、卷期、作者、
篇名的文献资料。

实现多篇文章的一次性
检索，一次最多可检索
PubMed中100条文献纪
录, 获得文献的PMID



临床咨询

• 方便快捷地检索到有关临床方面的文献，如临床
疾病的诊断、治疗、病因和预后等；

• 检索临床实践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问题，如系统
性综述、元分析、临床试验、循证医学、实践指
导以及有关遗传学方面的问题等。





PubMed

♦ PubMed概况

♦ PubMed数据范围

♦ PubMed主页及检索机制

♦ PubMed检索方法

♦ 检索结果的处理

♦ PubMed的个性化服务



检索结果处理

♦检索结果的显示与标记

♦检索结果的保存及定购



检索结果显示
默认为题录格式

每页显示20条记录

















PubMed

♦ PubMed概况

♦ PubMed数据范围

♦ PubMed主页及检索机制

♦ PubMed检索方法

♦ 检索结果的处理

♦ PubMed的个性化服务



PUBMED的个性化服务



保存检索式(生成
URL或HTML实现

共享)

检索结果的分
类过滤

特定功能的
参数设置

PUBMED的个性化服务

书目管理
设置



PubMed其实还有

更加丰富多彩的内
容等着你去挖掘

http://www.nlm.nih.gov/medlineplus/

查阅各种健康疾病相关的主题，医药信
息。还有一部非常完善的在线医学词典。
此外，你还可以浏览到很多有用的健康
新闻。

PubMed的个性化服务



http://www.gopubmed.org

GoPubMed是德国2006年创建2008年成熟推出
对PubMed进行语义智能检索、分类导航和深
度开发的体现崭新思维的网络检索工具,对检索

结果进行多维的软件。检索者可以了解检索文
献的概貌和该研究领域的研究态势,如论文作者

的研究轨迹、论文的年度分布、全球核心作者
及核心期刊、合著者可视化关系网络图以及作
者分布世界地图等.

PubMed的个性化服务



PubMed的个性化服务
http://pubmed.cn/

PubMed-cn为丁香园旗下网站，专业的医学文
献数据库，其数据每天与美国的NCBI数据中

心同步一次。用户在检索文献时，可以立即看
到该文献影响因子；用户可以在期刊数据库查
询影响因子变化趋势、投稿指南、投稿经验等
相关的信息。并且PubMed-cn提供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查询，分析各个地区中标率，热门学科，
是申请NSFC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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