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Micromedex
护理服务
循证临床
决策助力医
疗保健决策者

健康和预防

降低成本 更
 好地使用

患者数据和
分析

提高护理质量

您的愿景是什么？
人口健康
卓越运营

消费者参与

临床证据助力
临床决策 – 潜在
好处：

– 有助于在护理时制定更明智的治疗决策
–用
 适当的临床证据来发现用药错误

–节
 省搜索时间；可通过单个屏幕访问相互
关联且临床一致的摘要等级和深度内容
–利
 用一目了然的 Micromedex 评级系统
发现关键因素的优势，从而利用证据的
作用、疗效以及建议的作用，快速制定
重要决策
–利
 用相似的疗效数据管理药物短缺，
这些数据包括按适应症循证审查替代
药物
–利
 用 15 种语言提供的患者教育和
消费类卫生资源增强患者参与度

增强护理服务，促进患
者安全
挑战

在制定护理决策时，持续医疗保健领域的药剂师、护士、
医生和临床人员需要随时可获得准确、一致且可靠的临床
证据，以确保患者安全并快速提供护理服务。

解决方案

通过在线和移动设备访问集循证药物管理、毒理学、疾病和病
情管理以及患者教育为一体的解决方案。
IBM® Micromedex® 为循证信息提供统一解决方案：

针对 2,700 种 EMA 和
FDA 批准药物的药物剂量和药物管理

3,591 份疾病和病情管理文件

1,788 份针对毒理学和暴露
管理的详细方案

以 15 种语言提供的患者教育，有助于增强患者参与度

230 个新生儿和 525 个儿科专著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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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icromedex
利用强大的编辑审阅方法获得证据

我们审阅世界各地的医疗文献
– 每周发布 15,000 篇医学文章
– 8,500 种受监控的期刊，定期执行高级别深度审阅

强大的编辑流程可为医疗保健提供一些最佳和最可信
赖的临床证据。

患者安全是头等大事，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需要与临床相关的
可靠证据来制定更明智的重要决策。我们的流程和对内部编
辑人员的精心培训在业内首屈一指。我们的临床医生对文献
进行广泛的评估和综合，并对多个内容领域的信息进行评估。
因此，IBM Micromedex 的客户可以利用我们的临床知识制
定更明智的决策，这些临床知识包含准确、相关且一致的临
床信息。
强大的程序包括：

– 多步骤编辑流程和文档化的政策

经过临床培训的内部编辑人员，拥有研究方法方
面的专业知识

提供最好的护理离不开临床证据

– 持续查询对主要文献的批判性评价

–经
 过临床培训的内部编辑人员，拥有研究方法方
面的专业知识
– 统一的编辑组和流程有助于确保内容的一致性
– 在线参考和支持研究可提高透明度
– 持续涵盖非适应症和治疗用途

– 包含疗效高低和证据评级，以帮助制定临床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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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icromedex
知识开发流程
监控
持续查询全球生物医学
文献和监管举措。

评估
从各种资源中查找文献资料，
并确定临床意义。

强化证据
得到学者和专业人士的客观验证

内容创建
我们的专家负责药物、疾病、
毒理学和患者教育方面的审阅工
作，以保持所有内容的一致性

内部和外部审阅
审阅内容的临床准确性与相关性。
编辑委员会成员对重要内容领域
进行额外审阅。

最终审阅和发布

IBM Micromedex 评级系统：

此评级系统设计有一目了然的图标，临床医生可利用该系统随时了解有助于制定治
疗决策的关键因素的作用，从而制定明智的决策。

经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 (NICE)
鉴定，IBM® Watson Health™ 所采用
的流程可以开发在 IBM Micromedex
中使用的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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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icromedex Clinical Knowledge

从常规药物含量到特殊患者群体和非适应症用
药，IBM®Micromedex®Clinical Knowledge 可为临床医生提
供在复杂情况下需要的内容，以及全体医护人员可信赖的日
常参考文献。
快速访问和集成，以提高速度和成本效率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临床医生需要，都可获得药物、疾病、
毒理学等资源，从而实现临床一致性。

集成的临床循证资源
IBM Micromedex 提供临床医生在制定护理决策
时可利用的循证医学信息。IBM Micromedex 为可与多种
HIS 系统集成的患者特定的临床决策支持提供统一的信息源。
因此，我们可以帮助您达成“有效使用”的目标并为您的临床
工作人员带来效率。
集成选项：

–通
 过 Web 服务进行环境特定的内容检索专门针对
CKO/Ultimedex/MAS 使用 HL7 标准或 API
–嵌
 入式内容选项，包括要上传至系统的
数据文件（平面文件）

– IBM Micromedex 还具备优异的灵活性，有助于遵
从医院和医疗机构的日常工作流程

交付选项：

– web 2.0
– 内部网

– 适用于客户的移动设备/平板电脑/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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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Micromedex Medication Management

从每日访问的药物剂量信息到特殊患者群体和非适应症
用药，IBM Micromedex 提供员工可访问的每日参考工具
和资源，以及临床医师在遇到困难时可能需要的专业内容。

凭借强大的内容，Micromedex Medication Management
提供了一个真正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已成为获取药物和药物
信息的单一可靠来源。

使用本产品的优势包括：
– 更好的患者体验
– 更少的不良反应
– 更少的感染

– 管理药物短缺

– 上述优势带来的成本节省

该产品以模块化方式提供，使临床医生可以访问详细的循证
内容，以支持更明智的决策。特色主题包括：

确保药物安全的药物信息
在护理时，我们的专有资源为临床医生提供完备的参考内容，
其中包括剂量、治疗用途、注意事项、类似功效和非适应症、
药代动力学、临床应用和相互作用，例如药物-药物、药物食物、药物-疾病 、药物-乙醇、药物-实验室、药物-怀孕和
药物-哺乳相互作用以及药物识别工具。
全面的 IV 兼容性，确保药物安全
采用 Trissel’s™ 2（由静脉注射相容性领域的主要权威之一
Lawrence Trissel, MS, FASHP 编汇的最新数据库），此工
具可识别潜在的危险组合，并可通过识别物理相容性、储存、
研究期、容器和化学稳定性等因素，帮助临床医生分析冲突
性的相容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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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安全方面的儿科和新生儿证据
该内容提供新生儿和儿科人群中常用药物、营养补充剂和
代用品的丰富信息。特定于患者和适应症的药物剂量工具
可帮助临床医生开具处方，计算、配伍和管理基本药物以
及肠外营养。这可以帮助临床医生节省时间，并可能改善
对具有挑战性的新生儿和儿科人群的护理。

IBM Micromedex Disease and Condition
Management

IBM® Micromedex® Disease and Condition Management 是
一款集成至临床医生工作流的单一解决方案，其循证临床信息
使患者能够在护理时快速获得最新的治疗选择信息。

Micromedex Disease and Condition Management 提供标准
处方解决方案
和延伸信息，有助于制定更明智的治疗决策。产品特性包括：
我们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履行配送准则，同时帮助您更
– 急慢性疾病管理数据，包括急诊和全科医学
快地将处方送到患者手中。您可以支配药品价格，因此还
– 程序和治疗信息
可以根据成本来做决定。
– 有助于增强患者安全的方案检查清单
替代药物
– 实验室建议，包括解读、数值和范围
我们的信息为患者提供单一来源指南，方便他们将正在使
用的草药和其他替代药物与常规药物结合使用，从而获得
本产品提供的潜在优势包括：
全方位的选择。
– 最少的治疗错误
全球药物信息
– 防止不必要的检测或程序
通过 Redbook、Martindale、Index Nominum 和 Italian
– 更低的治疗成本
Dialogo sui Farmaci 获得。
– 更好的患者体验

提供适用于 iPhone、iPod touch、iPad 和
Android 的免费应用程序，更方便灵活地使
用 Micromedex Medication Management。

IBM Micromedex Toxicology Management
IBM® Micromedex® Toxicology Management 可识别并提供
商业、制药和生物物质的成分信息，包括 1,780 多个讨论临
床效果、治疗、毒性范围、鉴别诊断等信息的详细管理/治疗
方案。
– 关于暴露识别和管理的摘要和深度信息

–产
 品清单、暴露评估和潜在毒性源的管理，包括家
用产品、药品、化学药品和植物

–有
 关生殖风险的数据，包括药物、工业化学品、物理和环
境因素的影响以及有关致畸作用的科学评论汇编
– 访问 TOMES® 工业化学品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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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访问 IBM Micromedex
可以在线访问 IBM Micromedex 内容，也可以将其集成到
紧急医疗记录 (EMR) 和医院信息系统中，以便一键式访问
患者和环境特定的信息。可直接通过移动设备获取摘要级
别的内容。所有应用程序采用与 Micromedex 解决方案相
同的全面而客观的编辑流程。

经过认证的2 编辑流程有助于提供精心挑选
的一致内容，这些内容都以现有的临床相关
证据为基础。

IBM Micromedex CareNotes 患者教育
关于患者情况、药物、实验室测试和护理等所有方面的简
单易懂的患者教育材料。
– IBM® Micromedex® CareNotes®：关于最常见病情和
程序的简单易懂的说明
–用
 药须知：最常用处方药的简单明确且易于辨认
的说明

获得更好的患者体验

–有
 助于遵循国际联合委员会的患者教育指南，并支持
其他国家和国际认证指标

用数字说话的 CareNotes
7,800 多份循证健康和药物
文件

480 份关于常见实验室测试的文件

2,400 多份关于药物、疫苗、维生素和外用治疗
的文件

15 种语言

– 循证的客观内容为您的最佳实践提供支持

–有
 助于提高患者的参与度和临床效果，以支持新的法
规和患者安全举措
– 内容可集成至医院的系统，从而提高效率并节省时间
–可
 个性化设置文档以提高患者参与度并宣传医院品牌
– 以 15 种语言和浅显易懂的文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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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micromedex@us.ibm.com

关于 IBM Watson Health

为了创造更加健康的未来，健康生态系统的专家时时刻刻都在
付出艰苦的努力。
在 IBM Watson Health，我们帮助他们克服
障碍、优化工作并提出新见解，为他们的服务对象提供支持。
我
们的业务遍及各个领域（从支付、提供服务到政府机构和生命
科学领域）
，整合了深厚的健康专业知识；成熟的创新成果以
及人工智能的力量，使我们的客户在努力解决世界各地人民面
临的健康挑战的同时，能够进行创新、交流、行动。
有关 IBM Watson Health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ibm.com/watson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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