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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 ClinicalKey™
提供醫學資訊智慧搜尋，快速解答醫師所遇到的問題

專為醫學圖書館設計 高度符合館員與醫師的需求

跟得上
照護速度的
臨床資訊



臨床搜尋的三項關鍵需求

透過超過兩千名醫師的深度研究結果顯示，臨床資訊檢索有三項關鍵需求：

完整性：若必須透過多種資訊來源才能得到完整答案，代表資訊來源的涵括性不夠廣泛
              與完整。

可信賴：若需要多次確認答案是否正確，代表資訊來源的可信度不足。

快　速：若搜尋引擎無法針對醫學問題提供精準的臨床相關性解答，顯示其速速度與效
              率的不足。

超越既有的限制 — ClinicalKey滿足您的需求

ClinicalKey 領先現有的臨床搜尋引擎
專為滿足您的三大搜尋需求而設計的臨床解析引擎。

完整性：所有答案皆來自最龐大的醫學資源集錦，涵蓋各項醫學與外科學門，並內建 Medline
與連結解析器 (link resolver)，提供第三方的完整期刊內容。

可信賴：來自 Elsevier 具權威性的醫學與外科資訊內容。

快速解答：Smart Content 有助於快速搜尋到最相關的答案，並可提供直覺式檢索。

而且

具直覺性：資訊結構可與醫師工作流程緊密結合，無論是在為病患做診斷與治療、了解相關領
域最新發展資訊或是準備照護計畫時，獲得完整的支援。

市面上的臨床搜尋引擎可滿足部份需求，卻無法同時達到三項需求。

完整性

可信賴

快　速

所有商標均為其各家公司所有之財產

為協助醫師能提供病患最良好的照護

您必須擁有最頂級的臨床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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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解答 —  Elsevier Smart Content智慧搜尋
ClinicalKey 是目前生物醫學資料庫中唯一採用「Smart Content」概念來搜尋的資料庫，針對您的
檢索內容，提供臨床相關性最高的檢索結果供您參考。

Smart Content，經由 Elsevier 所提供可檢索的多樣化臨床資訊來源，包含期刊、論文、書本章
節、影片、圖片等等，經過單元層次對應到 EMMeT (Elsevier Merged  Medical Taxonomy) 
而完成。

系統化的搜尋層次標記，協助您找到與搜尋內容最相關的資訊。

Smart Content 的語意架構技術，協助 ClinicalKey 的使用者，能使用自然語言搜尋並取得符合
需求的相關資訊，包括在傳統或其它資料庫所遺漏或不足的資訊。

EMMeT 是什麼？
EMMeT 為 Elsevier 獨立發展的專屬臨床搜尋架構：

建立在統一醫學語言系統 (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UMLS)之上
並運用標準化醫學詞彙庫包括：

．MeSH 

．SNOMED CT

．RxNorm 

．ICD-9

．LOINC

涵括性非常廣泛，共有超過 25 萬個核心臨床概念以及一百萬個以上的同義詞。

由 Elsevier 的醫學資訊專家所組成的團隊，持續地進行資料更新及管理。

為臨床醫療人員量身訂做

EMMeT 是持續更新並隨語言發展的 (ontology)，可支援如：「藥物治療何種疾病」、「疾病有
什麼症狀」等關係。

EMMeT可擷取到的關係
下列的表格呈現出 ClinicalKey 所理解之臨床詞彙間的複雜關係：

每項關係皆由分類架構師進行審核，並搭配參考資料佐證。

「Elsevier Smart Content 的設計，能夠理解臨床概念之間的大量連結關係。 透過
階層式組織，Smart Content 得以確保 ClinicalKey 能針對醫師的問題提供相關性最
高的特定資訊。」

-- David Goldmann, MD, Vice President, Editor-in-Chief, First Con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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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red term 
偏好詞彙

Branch
分枝

Synonyms (jargon & vocabulary terms)
同義詞(專業術語及詞彙庫詞語)

Parent relationship
親代關係

Treatment is used for disease
治療用於何種疾病

冠狀動脈繞道用於治療：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急性心肌梗塞)
．Angina pectoris(心絞痛)

急性冠狀動脈症候群有以下藥物：

．Aspirin
．Lovastatin
．Enalapril

Disease has drug
疾病有何藥物

Child relationship
子代關係

UMLS mapped codes (if available) 
UMLS對應編碼(若有則提供)

Coronary artery bypass surgery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Procedures
處置程序

CABG 
心臟血管再形成之繞道吻合術

Cardiovascular surgery procedures
心血管手術項目

Bypass of three coronary arteries 
三條冠狀動脈繞道術

ICD-9CM-2010, 36.1

概念域 範例

關係類型 範例



完整可信賴
ClinicalKey 獨家搭配 Elsevier 臨床資訊集錦。
Elsevier 臨床資訊集錦的內容，皆經專業評審與納入實證考量，完整且值得信賴。

  ClinicalKey 亦有提供：

．第三方的特定期刊與資訊源

．Guideline 資訊

．Elsevier 及第三方所出版的病患衛教資料

．完整索引化的 Medline 內容

．完整索引化的臨床試驗內容

Elsevier 是全球最大的臨床醫學資訊出版商

可取得來自像是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The Lancet 等具高度影響力
的頂尖期刊之內容。

可取得專書內容，從 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到Braunwald’s Heart Disease，一應俱全。

直覺力 — 提供更快速的解答
在醫療機構服務的醫師有三個主要工作流程，每個皆需能夠快速取得完整且可信賴的臨床答案。

ClinicalKey 專為與這些工作流程相輔相成而設計

您與您的使用者可以更快取得相關資訊

診斷

病患照護管理工作流程
所有 Elsevier 出版之醫學與外科期刊 (400 種)

所有 Elsevier 出版之醫學與外科專業參考用書 (超過 700 本)

完整的北美內科與外科臨床雜誌系列內容

完整的 First Consult 實證醫學臨床專文內容

完整的 Procedures Consult 內容與相關影片

完整的 Clinical Pharmacology 藥物專書內容

所有 Elsevier 相關之補充圖片及影片

週邊工作流程

追蹤最新臨床發展

分享臨床資訊

醫療/手術治療

治療後之照護

病患教育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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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compliant 分析工具讓您得以追蹤使用量並回報投資報酬



整合者

Google Wiki

線上書籍

線上期刊

臨床評論

透過直覺式使用者介面，Elsevier Smart Content 可快速搜尋到最相關的答案。

快速解答

來自 Elsevier 具權威性的醫學與外
科資訊內容。

可信賴
所有答案皆來自最龐大的醫學資訊來源集錦，涵蓋所有專業

科別，並內建 Medline 與連結解析器 (link resolver)，可提
供第三方的完整期刊內容。

完整性 

ClinicalKey — 跟得上照護速度的臨床資訊
充分滿足三大搜尋需求，ClinicalKey 在醫學圖書館的獨特地位

是您的醫療機構必備的重要工具。

歡迎聯絡業務代表以登記參加試用活動或討論訂閱程序

Business Card
Call 877-857-1047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Clinical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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