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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is an approach to health care that promotes the colle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valid, importation and applicable patient-reported, 
clinician-observed, and research-derived evidence. The best available evidence, moderated by 
patient circumstances and preferences, is appli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judgments.” *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的定义是将所能得到的 佳文献证据、医护人员的临床经验、与

患者的期望三者相结合，应用于临床工作中。具体而言，EBM包含五个步骤：a、将个案的临床数据

形成一个可以回答的临床问题 (PICO)， b、寻找 佳的实证文献证据， c、对文献进行严格评审 (critical 
appraisal)， d、应用在个案患者身上， e、对以上四点进行稽核 (audit)，以确保医疗质量。 
 
The Cochrane Library 为医疗人员在大量的医学文献中，选择、摘录合用的医学信息。它可以提供

可信赖的参考资源，且快速取得与临床问题相关的研究、评论或评估性文章，同时提供科学的方法，

以制定临床个案的理想医疗计划。The Cochrane Library 被许多知名出版社如 The Lancet，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The British Medicine journal (BMJ)，and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 认定为黄金标准 (The Gold Standard)。 
 
The Cochrane Library 包含数千种卫生保健的解答，且每 3 个月都更新和扩充内容，由 John Wiley
为 Cochrane协作网（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出版。 
 

可以透过 Wiley InterScience 联机使用，或透过 CD-ROM 使用 

 

www.thecochranelibrary.com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它的宗旨在于提供、维护及保存

医疗卫生方面的系统性评论文献的数据，来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Source: McKibbon, K.A. et al (1995). The medical literature as a resource for evidence based care. Working paper from 

the Health Information Research Unit, McMaster University, Ontari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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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循证医学简介 

The Cochrane Library 是由多个数据库组成，以协助查找可信赖的医疗卫生保健实证，它不仅包含

几百种的医学状况，也包含各种不同的主题，如避免受伤、替代疗法和自然疗法是否会影响健康等。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Cochrane Reviews) 

Cochrane Systematic Reviews  探讨预防、治疗和康复的疗效，此设计是用来协助医生、决策者、

病人和其它卫生保健相关人员做选择，大部份的 Cochrane Reviews 是由随机对照试验 (RCT) 得来，

但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其它形式的实证数据也会收录。 

每一篇评论清楚且明确地陈述问题，例如抗生素可否减缓喉咙发炎的症状？这些研究是通过严谨的

方针来确定对某个特定治疗是否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 

如果无法在此找到相关主题的评论，则 The Cochrane Library 的其它数据库会提供质量良好的评论

和随机试验。 

Database of Abstracts of Reviews of Effects (Other Reviews) 

该库包括非Cochrane协作网成员发表的普通系统评价的摘要，是对Cochrane系统评价的补充。

DARE 的特色为它是唯一收录经过评选的系统性评论摘要，每篇摘要包括评论的概要及质量评语。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linical Trials) 

收录由文献数据库和其它出版来源所出版的临床试验文献，每篇文献包括篇名和来源，部份含摘要。 

Cochrane Database of Methodology Reviews (Methods Reviews) 

收录由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提供的方法学的系统性评论文献全文数据。 

Cochrane Methodology Register (Methods Studies) 

提供临床试验方法的文献，信息来源包括期刊文献、图书和会议录等；这些文献来源包括MEDLINE 
数据库和人工查找取得。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Database (Technology Assessments) 

提供卫生医疗技术的评估，包括维护健康所需的预防、康复、注射疫苗、药物、仪器、医疗与外科

程序等。此数据库的目的是在改善卫生保健的质量和成本效益。 

NHS Economic Evaluation Database (Economic Evaluations) 

卫生保健的经济性评估的文献摘要；所谓经济性评估，是指成本效益、成本效能的分析，有关成本

效益的信息较难被证明、鉴定和解说，NHS EED 可协助决策者从全世界搜集系统性的经济性评估，

并鉴定其质量及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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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进入 The Cochrane Library 

使 用 权 限 访      客 个 人 订 户 机 构 订 户 全国使用权订户 
检       索 ˇ ˇ ˇ ˇ 
摘       要 ˇ ˇ ˇ ˇ 
全       文 可用单次付费模式 ˇ ˇ ˇ 

说       明 

利用 Wiley 
InterScience 的密

码，才可以储存检索

策略 

以密码认证 依各机构订购模式

决定使用方式为直

接联机或使用密码。

必须使用 Wiley 
InterScience 的个人

账号密码才可以储

存所检索的内容 

直接联机使用。 
必须使用 Wiley 

InterScience 的个人

账号密码才可以储

存所检索的内容 

  
 • 所有 The Cochrane Library  访客都可以检索及浏览摘要。 
 • 个人订户、团体订户和全国使用权的订户都可以检索及浏览全文。 
 •  *全国使用权的订户（全国或某一区域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可以联机以下网址查看详细说明。 

http://www3.interscience.wiley.com/cgi-bin/mrwhome/106568753/AccessCochraneLibrary.  
html#national_provisions  

  
2.1 第一次登录 

如果你能先在 Wiley InterScience 上注册，对你将很有说明。注册的方式很简单，并且可让你获得许

多好处， 重要的是你可以储存所检索的内容。你只需准备简单的资料：你的名字、电子邮件、国

家和感兴趣的主题等。 

1. 请联机右侧网址注册： www.thecochranelibrary.com。 

2. 点选 Log In (在计算机屏幕的右上方)； 这将引导你进入 Wiley InterScience 的首页。 

 
 
 
 
 
 
 
 

3.点选 Register Now (在计算机屏幕的右上方)。 
  

 
注册画面  

设定 E-mail 账号和密码 
你将被引导进入新用户注册页面，这个页面

会要求输入电子邮件账号，并选择确认证密

码。 

我的档案 
你需要提供个人姓名、国家及感兴趣的主题

范围。这些信息保证不会外泄给第三者。 

使用条款 
你必需阅读并同意 Wiley InterScience 的使

用条款才能完成注册。使用规范可以从画面

上所提供的链接点选。如果你想籍由 e-mail
收到关于 Wiley InterScience 的新产品和新

功能简介，请勾选小方格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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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后，认证通知电子邮件（authentication e-mail）将寄送到你的电子邮件信箱，你必须点击电子

邮件内容中的链接（24小时内），以便让你的登入生效。 

一旦你登入生效后，你将进到 My Profile 个性化页面，这里会出现个性化的浏览功能导航条。 

2.2 个人化的浏览功能列  
在个性化页面你可以管理个人的账户资料 (如修改登入信息和密码)，当你进入 Wiley InterScience主
页面时你的名字将会出现在屏幕的 上方。 

2.3 再次登入 

 

 
 
  

2.4 如何进入 The Cochrane Library 

在Wiley InterScience主页面左方的检索区，点选 Publication Titles，在

检索栏键入 Cochrane， 再按 Go 将会出现如下的画面。 
 
 

 

 

提示: 当你再次进入 Wiley InterScience 时，请先勾选‘Remember Me’。 这项功

能可以将你的账号密码储存在你个人的计算机的 cookie 文件中。 这样一来当你下

次要从同一部计算机中进入 The Cochrane Library 时就可以直接进入系统，不必

再输入账号密码。但当你使用共享或者公共的计算机时，则请不要勾选这项功能 

依指示填写完后送出申请 

点击 The Cochrane 
Library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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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Cochrane Library 首页 

你现在已经在The Cochrane Library 的首页，在这里你会发现浏览的链接和检索功能，以及更多相

关的信息和产品介绍。 

 

3.1 浏览:  
可浏览组成The Cochrane Library的各种不同的数据库。 

3.2 检索 The Cochrane Library: 
所有检索相关链接都在此区，你可利用此区所提供的检索栏执行快速检索， 你也可以点选 MeSH (医
学主题选目) 执行索引检索 - 一种高级检索，也可点选 检索历史记录、储存的检索和检索小技巧。  

3.3 更多关于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的信息:  
利用此区查找更多关于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和The Cochrane Library 的信息。 

3.4 新的标题:  
此区提供选录的 新评论、实验手册和所有新的信息，如增强的检索功能说明。 

3.5 使用信息:  
此区针对不同的使用族群提供实用的使用讯息。  

  

 
 

提示: 当你在数据库中的任何一页，只
要点选该页面的 Home 就可以回到 
The Cochrane Library 的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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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浏览 The Cochrane Library 

 
 

 
浏览功能：以主题方式浏览评论、新增评论、更新的评论、依字母顺排序的评论或各类评论。 

4.1 浏览 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Cochrane Reviews):  

甚么是 systematic review?  
系统评论乃是针对特定的疾病或卫生保健问题的治疗方法评断其疗效。作者尽可能从许多相关科学

研究做出这些定义、评价和综合实证。他们简述关于疗效，并针对特定主题提供经过实证的独特收

藏。让其它人可以很容易的检阅这些针对各种治疗方式的原始研究。 
  
4.1.1 主题浏览  
可以透过主题列表浏览各类评论。 可以依主题浏览各类评论。 

 
  

 
 

 
点选想要看的学科后，会出现与该学科相关的主题

选单，该主题选单旁的数字代表有关该主题在 The 
Cochrane Library 中收录的评论篇数 

从下拉式选单中选择你感兴趣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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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从其它选项浏览评论： 

只列出新增的评论 

 
4.1.3 了解评论的状态 

 

 
点选你感兴趣的学科，系统会列出所有 The 

Cochrane Library 收录的相关主题的评论 

从其它选项来浏览评论： 
˙NEW Reviews 新增评论（如果您知想查询新收录的评论） 
˙Updated Reviews 更新的评论（如果您想知道现有的评论有没有更新） 
˙A-Z（依字母顺序列出所有评论） 
˙By Review Group 各类评论（可浏览各类相关的评论，如 The Eyes and Vision 类的评论） 

 每篇評論都有一個符號可以快速定義其

狀態，如完全的評論、實驗手冊、新增、

更新和撤消等。也會標示出由讀者所撰

寫的評註（參見第 10 章其它功能－－加

入回饋） 

各评论(reviews)后的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 Review，有完整的结果和讨论、数据分析和关于该篇 review 的图表。 

 = Protocol，为 reviews 的准备步骤大纲，包括背景、原理说明和方法。 
=完全的 Review 并含有评论或批评。读者可以提出自己的评论，这些

评论会被整合到作者的回答与回馈中。 

 = 新一季版本中所搜录的 新的 Protocol 或 Review。 
 = 表示 新一季的版本做过更新。 

 = Review 或 Protocol 被撤销– 通常是因为缺乏相关活动或更

新，撤销的理由会在该篇文章上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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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浏览The Cochrane Library的其它资源 

也可以利用系统所提供的链接清单如下，浏览其它数据库 

 

4.2.1 Database of Abstracts of Reviews of Effects (Other Reviews)  

 
是唯一收录通过质量认可的系统评论摘要之数据库，每一篇摘要包含评论的概要及其品质。此一

数据库是专为忙录的决策者而设计的，并且可解答某个特定治疗的疗效。  

4.2.2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linical Trials)  

 

搜集文献数据库(如众所周知的MEDLINE and EMBASE) 及其它已出版和未出版资源的文献。包

括篇名、出处（详细文献资料）和摘要 。由于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s）数据量太大，所以在此

并未提供浏览清单供点选。可利用高级检索来进行临床 试验资料浏览，在此可以选定要看的主

题（键入词汇）然后再利用限定的功能，选择临床试验即可。  

4.2.3 Cochrane Database of Methodology Reviews (Methods Reviews)  
包含2种类型的文献：方法学评论（Methodology Reviews）和 Protocols。方法学评论是全文式

的方法学研究的系统评论，具有高度结构性和系统性。每一个评论都涵盖一个特定和已定义好的

方法学领域。  

t  
 

虽然在检索列中方法学评

论有独立的链接（如左），

但方法学的评论仍包含于

Cochrane reviews 的浏览

清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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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Cochrane Methodology Register (Methods Studies)  
The Cochrane Methodology Register搜集关于方法学应用于对照实验之出版文献信息，包含从

MEDLINE数据库或人工查找的期刊文献、图书和会议录等。  

 

4.2.5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Database (Technology Assessments)  
本数据库整合全世界已完成和进行中的健康技术评估数据 (研究关于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卫

生医疗的经济性) ，目的是改善医疗质量和卫生保健的成本效益。 

 

4.2.6 NHS Economic Evaluation Database (Economic Evaluations)  
由于医疗资源有限， 所以有关成本和效益的信息对于医疗方案的循证决策显得特别重要，此数

据库收录超过 5,000 个医疗质量控管的财务评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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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索 The Cochrane Library 

 
5.1 快速检索 

  
 

 
快速检索范例 

索 果检 结  

 
 

The Cochrane Library 提供数种不同的检索方式，此处设

计为可以依照个人的信息需求来扩大或缩小范围。  

欲执行快速检索，只须简单地将你的检索词键入检索栏

即可。在此系统设定是从题名、摘要或关键词等字段进

行检索，但是你也可以点选下拉屏幕选择其它功能进行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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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提供数种方式让你的检索更精准。  

 

 

 

 

1）可利用下拉屏幕限制检索字段（全

文、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表

格、出版型式、出处和 DOI 等）每一

检索空格可提供一般检索指令，包括

wild card(以*省略)、布尔逻辑运算

（AND、OR、NOT）， 也可合并同

时使用括号内的附注说明，并可用引

号执行词组的检索 

2）可选择欲检索的数据库进行检索，

勾选题名前的空格即可，可点选一个

或多个 

3）你可将指定检索词置于系统所提供的空

格中，再利用空格左方所提供的下拉屏幕执

行” AND” 、” OR” 、” NOT” 功能 
4）你也可以选择检索数据的类型，系统原始

设定为所有类型的记录 

注：附录中有更多的检索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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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范例:  

查询与「atypical drugs that have antipsychotic properties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schizophrenia」
相关的讯息，其中的一种检索可以如下图所呈现的方式。 

 

 
 

 

 

检索词以 “ AND”  
连结 

选择以 schizo*、drugs、atypical 和
antipsychotic 检索 The Cochrane 
Library 中的全部文献。且利用文字

切截功能 schizo*，同时查找与

schizophrenia 和 schizophrenic 相

关的文献 

选择检索全部数据库 

选择检索全部类型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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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了解检索结果  

 
 
储存检索结果 
 

 
 
 
 

可同时列出 The  Cochrane Library 中不同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在该数据库中符

合你检索条件的记录数量。如下图可看到在 Systematic Reviews 数据库中有 76 条，Other 
Reviews 有 20 条等等，以此类推，点选该链接即可看到在该数据库中的检索结果 

限制检索结果为

Reviews 或 Protocol

利用此链接储存或     
修改检索内容 

每页显示 25 条检索结果；欲浏览更多

的检索结果可使用此处所提供的链接 

利用此处之链接将检索结

果依题名、符合度或年代排

序 

欲储存检索内容，点选 Save search 即可 

进入 "Save Searches" 页面后，可以管理和浏览之前所存的检索内容 

也可在此启动通报系统(alert)，点选 Activate Alert 后系统在新增或更新时，会主动将与你检索

主题相关的记录，以 e-mail 寄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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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MeSH (医学检索标题) 
MeSH 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控制字汇索引宝典， 它是由一系列的词汇以层级方式所组成，称为

描述语，可利用MeSH中不同层级的关键语进行检索。 MeSH索引宝典中的关键语都已链接到 The 
Cochrane Library 记录中 。 

MeSH索引宝典是以树状层级组织而成，在比较下层的树状结构中陈列的是比较特定的词语， MeSH 
检索可在 The Cochrane Library 的不同数据库中使用MeSH语汇和树状结构进行检索 (更多的 
MeSH检索词可参考附录)。  

 

Step 1: 如何使用 MeSH 索引宝典  

此处之排列式索引 (Permuted Index) 乃是一套所有出现在 MeSH索引典中语词的索引，可用来查找

特定的MeSH标题。 

 

进行 MeSH 检索，点选检索区的 MeSH Search 即可 

显示 MeSH 语词之阶层，且

可浏览语词间的树状结构关

系图

协助选择适当的 MeSH 标题 

提供 MeSH 语词的定义

欲查找排列式索引，只需键入语词后点

选 Thesaurus 即可。以 kidney 为例，可

得到所有与 Kidney 相关的描述语清单

和相关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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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如何利用 MeSH Tree查找所需文献 

 
 
 
 
 
 

 

 

 

 

 

  
  

  
  

 
 

 

 

 

 

 

 

1. 首先选择检索词 

当标题由排列式索引中被选出，则

MeSH 树状结构会包含该标题，MeSH
树状结构可藉由选择广义词或狭义词

来扩展或缩小查询范围 
 
如果想要移到 MeSH 树状结构的广义

词，则只需点选位于树状上层的词汇即

可，在你点选的字汇（红色字）正下方

偏右处会列出更明确的字汇 
 
“ Urogenital System”  在此树状结构

图是属于 广义的层级，如果你要提升

MeSH 的层级，且想要扩大你的检索结

果，则可以选择此一词汇 

2. 然后选择检索选项 

当你选好要查询的词汇后，你可以选择 1 到 2 个检索选项 

Search this term only：只检索所选择的词汇（即红色字） 

Explode 选项会自动检索所有的狭义词，将会扩大检索结

果。有些词汇不只一个树状结构，你可以选择是否包括所

有的树状结构，或者只点选所需的树状词汇进行检索 

3. 选择检索限制 

当你选好检索选项，可以 Add qualifier 
restriction 功能所提供的下拉屏幕，选择

限定语进行检索 
 
4. 检索 

点选 View Results 执行检索 
 
5. 检索结果 

执行检索后，其结果在此呈现（检索相

关画面可参考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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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索历史 

 
 Wiley InterScience 版之The Cochrane Library 还具有下列特色:  

可直接链接至MEDLINE摘要和 ISI Web of Science® 
• 容易浏览的评论参考文献链接至引用期刊文献 
• Wiley InterScience的通报服务可依关键词、作者和其它参数设定让你可以随时掌握个人相关领

域的 新讯息 
• 许多核心的记录都可以直接链接至 PubMed 上相符的记录 

9.1 检索历史 –  结合检索结果  
检索历史功能可让使用者结合检索结果做进一步的扩大检索或更精确的检索。例如当你在查找有

关儿童肥胖症（Childhood Obesity）相关资料时，你可利用高级检索功能依照下列方式进行检索：  

 

如果你想储存检索内容做为再次登录检索之

用，你可利用第 15 页介绍的 Save Search 功

能，也可以利用Save Search Strategy功能（见

第 21 页） 

（Obesity OR Obese）
此数字代表所有数据

中与此一主题相关的

记录笔数 

提示：可点选 Edit Search 修正检索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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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可藉由 Search History， 将此一 果和之前的 索 合结 检 结 ， 你的 索会被 号如检 编  #1, #2 等以此 推类 ， . 

欲 合之前的 索结 检 ， 只需 入键  # 和其后的数字即可， 如以下范例：  

 

其次， 可检索 MeSH 词汇 Obesity，也可以将

Obesity 当成一般文献中的文字来检索，以确

保可以找到未被 MeSH 语汇链接的相关的文

献

检索 - 扩大至所有树状结构 

在所有数据库中找到 4410 笔相

关记录 

此一结合检索也将出现在              
Search History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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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以 Child* OR Infant* OR 
Pediatric 进行全文检索 

在此可得到所有数据库中与

此相关的记录数量 提示：进行检索词 Pediatric 检索时，

检索结果会自动包含不同的拼法

Paediatric 之记录 

结合检索结果已列在 Current Search  
History 中，点选它就可以查看结果 现在可进行结合检索（#3 AND #4），以

检示所有数据库中结合（Obesity 或 
Obese）和（Child* 或 Infant* 或 Pediatric）
的结果 

 
终的检索结果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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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储存检索结果 
 
点选 Save  Search Strategy 可以储存整组的检索历史 

 
 

储存小窗口会跳出如下，可以键入欲储存之

名称与描述 

点选这里储存检索策略 

当你回到 Save Searches 功能时，你可以看到

自己储存的所有检索历史，点选 RUN 可以再次

执行该检索策略 

点选 Export 就可以输出个人的检索策略，

并让您以电子文件的方式储存到个人的电

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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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输出引用文献 
 
欲输出检索结果的引用文献到个人文献管理软件时 (例如 EndNote)， 勾选检索结果旁边的小方格，

当你想输出该页全部的引用文献时，点选画面下方的 ‘ Select All’  选项。欲输出已勾选引用文献资

料时，点选 ‘ Export Selected Citations’  选项即可 

 
然后会有小窗口跳出如下，让你选择输出的格式、档案类型。 

 

 

 

多页的捡索结果 

系统并未限制引用文献输出的数量。当

检索结果不止一页时，则可以一页一页

勾选欲输出的引用文献， 后再一起输

出 
先勾选欲输出的引用文献，点选 Export 
Selected Citations 选项即可 

选择输出格式（Export Type）－有 2 种格式可

选择，即输出引用或引用和摘要 
选择欲储存的档案格式，视个人使用的系统是

PC 、Mac 或 Unix/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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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文献浏览 
 
当你开启一篇The Cochrane Library的评论时， 它会以框架的方式呈现，下图是一篇取自 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的完整评论: 

 

屏幕左方会列出文献的目录，你可以直点选欲浏览的章节 

标示文献的形式为

[Review] 或 [Protocol] 

文献的开头包括数字对象识别码 DOI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首次发表

日期、 新修订日期和文献引用方法修

订等信息 

可以选择从这篇文献的 TOC
输出引用文献资料 

可链接与本文相关的图形与表格 

可点选文献目录（TOC） 上方的 PDF 链接来开启、打印或储存此篇 Review 的 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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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 View  
 
9.1 如何链接到原始引用文献: 

 

 

 

在打印前可得知该评论的页数 - 此篇

共 33 页 
 
也可利用 PDF 软件的功能，检索整篇

PDF 的特定字汇或词组 

可点选感兴趣的引用文献，只需点选该文

献后的 Links 即可 

注：必须是在参考文献的部份才可执行此

一功能

  
此 将 你 至被此参考文献引处 带 连结

用的 名和摘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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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展现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的图形和表格  

Th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的一个整合性特色是提供每篇评论比值比图表，这

些图表清楚呈现评论中的试验的结果分析，每个可能的结果及试验数据的Meta-分析。  

 
一个比值比图表页面将会跳出， ‘ Tables’  可连结至相关表格。  

比值比图表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 – 首先，它们出现的样子可能让你觉得很复杂，但是当你熟悉并了

解其所代表的意义后，你将发现它们是显示的可信赖实证概述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方法。 

 
 

点选此处之链接可跳出图形和表格的窗口 

欲浏览交互式图表，可

点选 Show Statistical 
Analysis 选项 

点选后会出现新窗口，在此可将数据修改成你要

分析的资料来展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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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它功能介绍 

Wiley InterScience 版的The Cochrane Library 还具有下列特色:  

 相关参考可直接链接至MEDLINE摘要和 ISI Web of Science® 

•   容易浏览的评论参考文献链接至引用期刊文献 
•   Wiley InterScience的通报服务可依关键词、作者和其它参数设定让你可以随时掌握个人相关领域

的 新讯息。  

 

限制（Restrict） 
另一个有用的特色是限制功能选项，

可进行检索限制为产品、记录状态或

日期范围等 

新增或浏览回馈（Add or view feedback） 
首先选择一篇 Cochrane Review 或 Methodology Review 评论，然后点选

评论左方 TOC 中的 Add / view feedback 链接，则该篇评论或原稿已发表

的相关回馈将会出现在跳出小窗口中 

新增回馈 
Add Feedback 

欲加入自己的评注在

Cochrane Review 时，点

选小窗口中的 Add 
Feedback to this review 
/ protocol 选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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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加的资源 
在线支持(Online support) 

 
进一步的学习 
欲浏览The Cochrane Library上的进一步学习资源，或参加在线虚拟教学训练课程，请联机 
http://interscience.wiley.com/training 

12. 附录 
字段标语检索  
使用者可从检索档中直接键入字段标语执行检索，字段

标语对照表如右： 
  

 

 

欲检索在线支持请链接至右列网址：http://interscience.wiley.com/support 

下表提供一个明确的范例，示范如何利用字段标语来进

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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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词汇  
Cochrane 之 MeSH 词汇:  

 
 
以下列方式透过MeSH 主题词查找文献:  

利用主题词查找选定的字汇进行 MeSH 树状结构检索， 将字汇键入检索空格并点选 Thesaurus 以显

示出含该字汇的完整索引的 MeSH 描述语，点选所要的索引进行 MeSH 树状结构检索（如下）。  

键入字辞于检索拦中，然后点选 Go to MeSH Trees 查看树状中相关辞语， 系统会列出所有与此字

汇相关的树状结构， 在结构表右方列有查检的小方格，选定的 MeSH 检索语会以红色显示。 

有些辞语会包含于多个树状式阶层中，有些 MeSH 语辞后会有数字，代表会有该数字的语辞更下层

的树状结构组，点选任一辞 语便可以看到更下层的树状结构层级表。 

欲选用树状结构中的单一语辞进行检索时， 点选该选定之 MeSH 描述语，点选 Search this term only
后的小方格，然后再点选 Go 进行检索并展示检索结果。   

欲检索一个或多个树状结构所包含的全部辞语时，勾选欲检索的树状结构后之小方格，再点选 Go 进
行检索并展示检索结果。 

MeSH 树状结构检索可透过限定语辞表（Qualifier）让检索结果更精确，只需从下拉营屏幕中选择主

题语即可（位在 Go 旁），可多重选择该主题选单。 

MeSH主题限定语可搭配树状结构检索或直接捡索，如欲直接检索则可点选 Search by qualifier 
alone，然后从清单中选出一个或多个主题，再点选 Go 进行检索并展示检索结果。  

键入一个 MeSH 词汇然后点选 Definition 则会跳出小窗口显示该词汇之定义。 
 

主题词检索功能选项 

MeSH 树状结构简索功能选项 

MeSH 限定语功能选项 

定义功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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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小技巧  

 在 MeSH Tree 检索时，可选择在 Go 下方的 Go Directly to Search History  和限定语来进行

Search History 页上的检索策略的检索 

 可利用星号 (*) 来进行索引典检索，例如： reticulo*  将可比对到 reticuloendotheliosis 

 请注意，在高级检索页面右方列有许多检索小技巧的清单，你可利用这些小技巧来查检特定的检

索问题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