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vidSP

您完整的在线研 
究解决方案

研究转化为成果。

为了使您的科学与医学研究成果增长率保持于当今的领先地位，您需要一个包罗 

万象的在线研究信息港，以确保您在实施在线研究时的工作效益和效率。

检索与发现目前的全文电子期刊和电子书籍、文献目录信息，以及管理您的成果 

与所有研究文件—一切工作都可以在 OvidSP 的平台上操作。

我们把领先的检索技术与强大的效率工具结合起来，帮助用户在其研究过程中节 

省时间，以便使他们可以专注于其工作成果，回答重要的病患问题、发现新的理 

论，并为其工作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

无论您是想要管理大型的文件密集型项目还是在敏感的时间限制内做出循证决策， 

OvidSP 总能向您提供所期望的灵活性、速度以及效率：

•	 行业领先的检索技术—包括先进的主题词匹配功能

•	 针对相关性的自然语言检索

•	 针对精确调整与再调整检索的检索过滤器

•	 一个专门的工作领域—我的项目—对研究项目与文件，包括引用文、全文、 

图片、网址等内容进行保存、组织和管理

•	 一个可下载的 Ovid 工具栏用于捕捉您在 OvidSP 外所发现的最新关键信息 

OvidSP 是您完整的在线研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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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您喜欢的工作方式，选用各种 

不同的检索模式选项和自定义功 

能、功能项以及工具

组织和管理研究材料—可通过 

OvidSP 检索获取，或者从其它 

系统上载—到一个专门的工作 

区—我的工作区域

当有最新的和即将出现的理论、 

发展以及技术时，通过自动提醒 

和简易新闻订阅源 (RSS) 保持实 

时更新 

可同时检索您在线订阅的所有 

资料—期刊、书籍和数据库—仅 

用单一查询 

通过 Ovid 工具栏和 Ovid 
Universal Search™

“OvidSP 是迄今为止 

最好的检索平台。”

-医学图书馆管理员

查看 Ovid 工具栏和我的项目里面的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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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模式

基本检索 - 用简单的英语输入一个完整的 

问题或词组 — 不需要复杂的语法！我们独有 

的自然语言处理法则将按相关性排序并显示 

结果。通过大量标准进行结果排序。

查找引文 - 只知道文献引文的一部分内容 

吗？在特定字段中输入数值，如 DOI 和其它 

唯一的标识符。

检索工具 - 利用特殊工具，包括以不同次 

序排列的索引、拆解、树、范围注释等。

检索字段 - 使用一个或多个标准来检索数 

据库，包括摘要、作者姓名、ISSN 等。显示 

您在我的字段标签中使用最多的字段。 

高级检索 - 使用受控词汇术语或命令行语 

法以进行更集中和精确的检索。

多字段检索 - 利用多种检索领域一步汇总 

检索结果。

扩展您使用 Ovid 以外的研究体验 

Ovid 工具栏
这个可下载的功能是一个非常棒的工具，使用 

这种工具，用户可以将其他非 OvidSP 界面网 

站上的链接或文件添加到我的项目文件夹。 

（详见第 4 页“我的项目”）另外，工具栏 

也是 Ovid 全方位检索功能的理想补充：使用

Ovid 全方位检索将您所发现的完整文本或其他 

文件的链接保存到特定项目或项目文件夹中。

Ovid Universal Search™  
这个跨平台的解决方案使您可以同时检索

OvidSP 以内或以外的不同订阅内容 - 无需在多 

个平台之间进行切换。欲了解这个独特的附加 

功能，请与您的 Ovid 客户代表联系!

“基本搜索是一个重要的功能，可以快速得到某一专题文献的

主题，并确定适用于高级检索的记录的条件。”

-一位在技术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专家

根据您的喜好和想要检索的信息，从多种检索模式中进行选择。

Ovid 全方位检索让您可以在 OvidSP 以外跨越多个平台进行检索、查看反映在 OvidSP 界面 

上的结果并将其保存到我的项目。 

Ovid 工具栏使您可以把通过使用 Ovid 全 

方位检索或仅在随意在线浏览时发现的 

信息保存到我的项目中的研究项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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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率工具

检索历史记录 – 轻松地对您如何实施检索 

进行识别；可根据您的喜好将检索历史记录 

置于主要检索框的上面或下面。

限制 – 使用检索限制以便更加精确您的检 

索。通过星级排名、主题、作者和其他标 

准来进行精确调整。

检索结果工具和功能
即时按照多种标准对结果进行查看和排序。 

另外，OvidSP 的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可以自 

动删除重复结果。

引用语管理选项 – 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 

的形式—例如 Ovid、Chicago、MLA 等等— 
来浏览、打印或导出到您的引文管理器。 

导出选择还包括首选格式、标记文本、以及 

包括完整的文本链接、检索历史记录和注释 

的选项。

注释 – 轻易地为检索结果添加一个或多个 

注释，以备日后参考。

内容更新提醒工具

自动提醒 – 每当新的文章匹配您的检索标 

准时，通过电子邮件或 RSS 自动接收保存的 

检索结果。

电子目录 (eTOCs) – 每当有适合新发行刊 

物的目录时，通过电子邮件或 RSS 自动接受 

通知。

“多种检索模式允许用户使用他们感觉最舒服的界面去检索

最佳结果。电子邮件检索功能已经成为我们最常用用户的一

项最受欢迎工具。”

-一位在技术图书馆的信息资源专家

结果工具和管理器

引文管理器

限制

注释

在“检索历史记录”框中，您可以显示、删除或保存个人检索语句—此外，还建立了一个 

自动提醒或简易信息订阅源以掌握最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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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idSP

再生纸印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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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用的特征是非常灵活！ 

用户和专业检索者似乎都喜欢通

过参看图表演示的过程，作出适

当条件的选择，然后立即查看检

索步骤，并且从不同的组合中获

取新的结果。”

-医学中心公共服务馆长助理

我的工作区域 – 您可在 Ovid 内执行更多研究工作 

在 OvidSP 平台上方便快捷地管理您的所有研究活动！ 

由我的项目、我的电子目录 (eTOCs) 和我所保存的检索/提醒栏目组成—我的工

作区域将检索、发现以及文件与研究管集合成一个单一的在线信息港，从而极 

大地提高了您的工作效率。

我的项目

我的项目是我的工作区域的“核心”，用户能够在这里把他们的研究材料汇集 

起来并且加以分类整理到不同的工作项目中。

•	 把通过 OvidSP 检索获得的引文（有的附有注释）、文章、图像、检索指 

南、电子目录，以及其他的 PDF 和 HTML 文件集成纳入至不同的文件夹和 

项目中

•	 从您的硬盘驱动器上传其他的文件 

•	 轻松地从 OvidSP 的海量页面中获取您的项目

•	 设置自动提醒，以便将结果保存到指定的项目中

•	 使用 Ovid 工具栏把在 OvidSP 以外所检索到的文档都保存到特定的项目或 

文件夹中 

•	 将全方位检索结果（若可用）保存到特定的项目或文件夹中 

您也可以简单地上传您的电子目录和所保存的搜索指南到我的工作区域中的 

我的电子目录和我所保存的检索/提醒工作栏部分。

把您通过 OvidSP、 Ovid 全方位检索和 Ovid 工具栏所发现的文件和调查结果—包括文章、网址、 

图像等—都保存到研究项目中。以您喜欢的工作方式对它们加以整理和管理。

Ovid 全球总部  
第 7 大道 333 号
纽约，NY 10001 
(646) 674-6300 
(800) 343-0064 
电子邮件：sales@ovid.com
其他销售办公室位于以下城市和国家：

荷兰莱茵河畔阿尔芬 

中国北京 

德国柏林 

意大利博洛尼亚 

香港 

马来西亚吉隆坡 

英国伦敦 

西班牙马德里 

印度新德里 

美国马萨诸塞州诺尔伍德市 

法国巴黎 

美国犹他州珊迪市 

保加利亚索非亚 

瑞典斯德哥尔摩 

澳大利亚悉尼 

日本东京 

智利 Villa Alemana 
波兰华沙

如果您想获得完整的联系方式和地址信息， 

请访问 www.ovid.com/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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