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id®

LWW 高影响力合集
想要轻松、实惠地拓展电子期刊馆藏？由 Ovid®

独家提供的 LWW 高影响力合集不仅有丰富的高质
量全文资源，还能助力您的用户实现快速方便的内
容查阅。一流的专家编委会和内容的高时效性是该
合集的亮点。

Ovid平台提供优惠的独家期刊获取渠道，查阅

由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LWW）

出版的60多种高影响因子医学和医疗期刊。

利用 Ovid 灵活强大的检索、浏览、整合功能，LWW 高影响力合
集能与您所在机构的其他电子馆藏充分整合，打造富有成效的
高效研究体验。

•• 用户可以流畅地获取来自蜚声全球的 LWW 出
版社始自2015年的优质全文资料
•• 重点期刊包括：
《麻醉学》
（Anesthesiology）、
《外科学年鉴》
（Annals of Surgery）、
《循环》
（Circulation）、
《神经病学》
（Neurology）、
《
妇产科学》
（Obstetrics & Gynecology）、
《整
形与重建外科》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等等！
•• 合集所有期刊均为各自学科高影响因子顶级
刊物
•• 该合集价格优惠，低于单书刊价格

•• 利用Ovid强大的检索功能和灵活省时的流式
工具，读者能快速查找关键内容
•• 用户可下载任意期刊的MARC数据（机读编
目格式数据）
，用于您的馆藏目录检索系统
（OPAC）。

•• 早在优选期刊刊印上市之前，抢先查阅关键内
容

您知道吗？

•• LWW 高影响力合集中的很多期刊均为享有盛
名的学会或协会的“官方”刊物。
•• 涵盖 2015 年以来 LWW 高影响力合集产品的
全文
•• 无限查阅合集中的所有期刊

•• “Journals@Ovid” 中可以查看所有期刊的目录
•• “Ovid 基本检索” 是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
功能，能将检索结果按相关度排序

•• 利用“eTOCS 和 AutoAlerts”功能即时掌握最新
研究信息

•• Ovid的工作提效工具，包括 “My Projects” 我的
项目）和 “Ovid Toolbar（工具条）”，能贴合工作
习惯，提高研究效率

•• 提供两种查阅渠道，既可以查阅 Ovid 平台的全
文，还可以点击访问出版社或 DOI 的链接，查
阅出版社网站的全文
•• 单次查询同时检索所有 Ovid 资源——图书、期
刊和数据库

Ovid®

LWW 高影响力合集
《麻醉学®》
（ Anesthesiology®)

影响因子：7.892，3/31（麻醉学）
《麻醉学®》是美国麻醉医师协会的官方期刊。该协
会致力于刊发及传播最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发布日
常临床实践，推动麻醉科学的新进展。

《外科学年鉴》
（ Annals of Surgery )

影响因子：12.969，2/200（外科学）
此期刊为世界上引用率最高的外科学期刊，为国
际医学界带来外科学与科学实践方面的重大科研
进步。

《妇产科学》
（ Obstetrics & Gynecology )

影响因子：7.661，3/82（妇产科学）
1953年创刊的《妇产科学》享有“绿色期刊”的美誉，
该刊宗旨是进一步提升妇产科学和相关领域的临
床实践水平。

《疼痛®》
（ PAIN®)

影响因子：6.961，4/31（麻醉学），23/197（临床神经
病学），39/261（神经科学）
《疼痛®》是国际疼痛研究协会的官方期刊。此期
刊主要刊登疼痛性质、疼痛机制和疼痛治疗的原
创性研究。

《循环》
（ Circulation )

影响因子：29.69, 2/65（周围血管疾病），3/128（心
脏和心血管系统）
此期刊刊发最权威的文章，详细说明对于相关研
究应用到日常医疗实践后，对于改善患者愈后的
意义。

《整形与重建外科®》
（ Plastic &
Reconstructive Surgery®)

影响因子：5.284, 5/77（骨科）20/200（外科）
自创刊126年以来，此期刊一直是骨科领域同行评
议类科研信息的金标准。本刊主要刊发循证研究，
致力于提升骨科患者的疗护质量。
《骨与关节外科
杂志》不仅是普通骨科医师的重要读物，也是骨科
专家的重要读物。

《白内障与屈光外科学杂志》
（ Journal of
Cataract and Refractive Surgery)

影响因子：4.73，29/200（外科学）
《整形与重建外科杂志®》是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
会®的官方期刊。创刊60余年来，此期刊始终拥有较
高参考价值，为整形外科技术专家和与整形外科协
作的医疗专家所推崇。

《骨与关节外科杂志》
（ Journal of Bone &
Joint Surgery)

《神经病学®》
（ Neurology® )

•• 《学术医学》
（Academic Medicine）
•• 《解剖病理学进展》
（Advances in Anatomic Pathology）
•• 《艾滋病》
（AIDS）
•• 《 美国胃肠病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 《美国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Medicine & Rehabilitation）

•• 《美国外科病理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urgical Pathology）
•• 《麻醉与镇痛®》
（Anesthesia & Analgesia®）
•• 《麻醉学》
（Anesthesiology）
•• 《整形外科年鉴》
（Annals of Plastic Surgery）
•• 《外科学年鉴》
（Annals of Surgery）
•• 《动脉硬化、血栓形成和血管生物学》
（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 《癌症护理：国际癌症护理杂志》
（Cancer Nurs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ancer Care）

•• 《循环》
（Circulation）
•• 《循环研究》
（Circulation Research）
•• 《疼痛临床杂志》
（Clinical Journal of Pain）
•• 《临床运动医学杂志》
（Clinical Journal of Sport Medicine）
•• 《临床骨科与相关研究®》
（Clinical Orthopaedics and Related
Research®）
•• 《角膜》
（Cornea）
•• 《危重症医学®》
（Critical Care Medicine®）
•• 《脂代谢新视点》
（Current Opinion in Lipidology）
•• 《神经病学新视点》
（Current Opinion in Neurology）
•• 《肿瘤学新视点》
（Current Opinion in Oncology）

•• Ovid® 支持团队将帮助
您的图书馆配置工具，
在部署、
推广、
培训、
配置
和定制方面达到最佳效果。

•• 提供20多种语言的全天不		
间断支持。

过去的五年，
全球客户互动团队因极高的客户
满意度得分获得了欧米加管理集团 NorthFace
ScoreBoard AwardTM 奖，
，该奖项是同级别中的
最高等级奖项。

影响因子：18/63（眼科学），影响因子3.351（2020），
66/212（外科）。
《白内障与屈光外科学杂志》是经过同行评议的优
秀眼科学月刊，主要刊登有关前段手术的高质量
学术文章。

影响因子：9.91，12/197（临床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是美国神经病学学会的官方刊物。本刊
主要刊发最佳临床实践、循证研究和直接影响从业
神经科医生的主题文章。

下方为 Ovid® 收录的优质期刊的完整目录

Ovid®的支持和咨询服务
屡获殊荣

Ovid 平台还可提供：LWW高影响因子过刊合集—

—收录2016年以前的珍贵过刊！

•• 《风湿病学新视点》
（Current Opinion in
Rheumatology）

•• 《结直肠疾病》
（Diseases of the Colon & Rectum）
•• 《耳与听力》
（Ear and Hearing）
•• 《流行病学》
（Epidemiology）
•• 《欧洲麻醉学杂志》
（European Journal of Anaesthesiology）
•• 《运动和运动科学评论》
（Exercise and Sport Sciences Reviews）
•• 《高血压》
（Hypertension）
•• 《放射学研究》
（Investigative Radiology）
•• 《J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杂志》
（JAIDS: Journal of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s）

•• 《骨与关节外科杂志》
（Journal of Bone & Joint Surgery）
•• 《骨与关节外科杂志：病例归总》
（JBJS Case Connector）
•• 《骨与关节外科杂志：重要外科技术》
（JBJS Essential Surgical
Techniques）

•• 《骨与关节外科杂志：评论》
（JBJS Reviews）
•• 《白内障与屈光外科学杂志》
（Journal of Cataract and Refractive
Surgery）

•• 《临床精神药理学杂志》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 颅外伤康复杂志》
（Journal of Head Trauma Rehabilitation）
•• 《高血压杂志》
（Journal of Hypertension）
•• 《免疫治疗杂志》
（Journal of Immunotherapy）
•• 《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 《创伤骨科杂志》
（Journal of Orthopaedic Trauma）

即刻申请免费试用！

•• 《儿科胃肠病学与营养杂志》
（Journal of Pediatric
Gastroenterology and Nutrition）

•• 《力量与训练研究杂志™》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Research™）

•• 《美国骨科医师学会杂志》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Orthopaedic Surgeons）

•• 《创伤与急危重病外科杂志®》
（Journal of Trauma and Acute Care
Surgery®）

•• 《泌尿外科杂志》
（Journal of Urology）
•• 《医学护理》
（Medical Care）
•• 《医学®》
（Medicine®）—开放获取期刊
•• 《体育运动医学与科学》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

•• 《神经病学®》
（Neurology®）
•• 《神经病学®临床实践》
（Neurology® Clinical Practice）
•• 《妇产科学调查》
（Obstetrical & Gynecological Survey）
•• 《妇产科学》
（Obstetrics & Gynecology）
•• 《疼痛®》
（PAIN®）
•• 《小儿传染病杂志®》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 Journal®）
•• 《整形与重建外科®》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 《心身医学》
（Psychosomatic Medicine）
•• 《视网膜》
（Retina）
•• 《性传播疾病》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 《脊柱》
（Spine）
•• 《卒中》
（Stroke）
•• 《移植®》
（Transplantation®）

敬请联系您的 Ovid® 代表详细了解，也可以致函 sales@ovi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