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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常规问题总结

1.1 播放器安装

1.2 登录及验证方式

1.3 浏览器缓存

1.4 导出设置

02. 在线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1.1

Adobe Acrobat Reader 插件安装

播放器安装



Adobe Acrobat Reader

下载 Adobe Acrobat Reader 安装包：Adobe 官网（

https://get.adobe.com/cn/reader）

P.S. 只需下载 Adobe 公司的即可， Windows、Mac OS、Linux 操作系统

中都是通用的，也不需针对不同浏览器

即PDF阅读器或编辑器

应用于米内网：

01. 初级 发病率文献库

02. 会员报告、会议报告

https://get.adobe.com/cn/reader


1.2

( 1 )  浏览器建议

( 2 )  初、中级数据库及报告

( 3 ) 高级数据库

登录及验证方式



浏览器建议(1)

登录及验证方式

请使用 Edge（Chrome内核版：下载地址https://www.microsoft.com/zh-cn/edge）、

Safari、 Chrome、 IE11浏览器访问，

使用双核浏览器（ 360、 搜狗、 QQ等）请选择极速模式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edge


初、中级数据库及报告(2)

登录及验证方式

数据库入口：shuju.menet.com.cn，凭用户名及密码登录即可，无IP或同时在线人数限制

http://shuju.menet.com.cn/NEWVIPZone/index.jsp


高级数据库(3)

可选择 手机验证码验证 或 Key盾验证，作二次验证

登录及验证方式



3.1

高级数据库(3)

手机验证码验证：支持绑定国内、国际手机号

登录及验证方式

3.2 Key盾验证（仅支持win系统）：使用高级数据库时需插入Key盾，每台电脑第一次使用前需安装Key

盾浏览器插件和Windows Key盾管理工具



仅适用于Windows系统
系统兼容：

Windows XP、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8.1、

Windows 10、……

浏览器兼容：

IE（8/9/10/11等）、IE内核、非IE内核浏览器（Edge、Firefox、

Chrome），含搜狗、360、360极速、QQ、UC、猎豹、遨游、

百度等双核浏览器。



驱动程序安装

所有USB设备都需安装

01

02

浏览器插件安装

用于兼容各种浏览器

03

管理工具安装

用于电脑读取Key盾

米内网会员专区加密锁（Key盾）使用教程— Windows



驱动程序安装

插入加密锁（Key盾），待电脑自动安装驱动程序：

01

米内网会员专区加密锁（Key盾）使用教程— Windows



2.1

Key盾管理工具安装02

打开“我的电脑”，双击“CD驱动器：es3003_151204”手动进入光盘，再点击“ePass3003”，

进行Key盾管理工具安装；

米内网会员专区加密锁（Key盾）使用教程— Windows



2.2

Key盾管理工具安装02

待安装框消失，电脑任务栏会出现以下绿色图标，表示已成功安装Key盾管理工具。

米内网会员专区加密锁（Key盾）使用教程— Windows



Key盾浏览器插件安装03

3.1.1 可通过网址下载Key盾插件安装包：https://shuju.menet.com.cn/NEWVIPZone/keyPlugin.zip

3.1.2 或可通过数据库验证界面链接下载Key盾插件安装包：

米内网会员专区加密锁（Key盾）使用教程— Windows

https://shuju.menet.com.cn/NEWVIPZone/keyPlugin.zip


Key盾浏览器插件安装03

3.2 鼠标右键点击“米内网Key盾(2.0)插件--windows.exe”，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进行安装，

待安装进度条完成，点击“Close”关闭即可。

米内网会员专区加密锁（Key盾）使用教程— Windows



Key盾浏览器插件安装03

3.2 如进度条卡在一半（或弹出错误提示），请先关掉浏览器，重新安装即可

米内网会员专区加密锁（Key盾）使用教程— Windows



Key盾浏览器插件安装03

3.2 如遇到“Error launching installer”错误提示，问题是界面语言和非unicode程序语言不一致导致

，一般会出现在非大陆地区的电脑

米内网会员专区加密锁（Key盾）使用教程— Windows



Key盾浏览器插件安装03

3.2 如遇到“Error launching installer”错误提示，解放办法如下：

1、开始菜单 → 打开“控制面板”。

2、控制面板的查看方式选择“大图标”或“小图标”，选择“区域和语言”点击打开。

3、在区域和语言界面，点击“管理”。

4、切换到“管理”面板，查看非unicode程序语言是否为中文。

5、如果不是，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

6、进入设置界面后，将当前系统区域设置为“中文”。

7、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

8、设置成功需重启才能生效，点击“现在重新启动”。

注：相关图文操作可参考该链接 http://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win10_article_37040.html

米内网会员专区加密锁（Key盾）使用教程— Windows

http://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win10_article_37040.html%0d


1.3
浏览器缓存



浏览器缓存删除

IE

P.S. 快捷键：Ctrl+Shift+Del

1、点击浏览器右上方工具按钮“ ”→“Internet 选项”

2、勾选“退出时删除浏览历史记录”→ 点击“删除” 3、勾选“Cookie 和网站数据”→ 点击“删除”

4、删除完毕 → 关闭浏览器 → 重新打开浏览器 → 再次登录



Chrome

浏览器缓存删除

P.S. 快捷键：Ctrl+Shift+Del

1、点击浏览器右上方控制按钮“ ”

→ 选择“设置”

2、点击“隐私设置和安全性”→ 打开“清除浏览数据”

3、时间范围选择“时间不限”

→ 勾选“Cookie 及其他网站数据”

→ 点击“清除数据”

4、删除完毕 → 关闭浏览器

→ 重新打开浏览器

→ 再次登录



Firefox

浏览器缓存删除

P.S. 快捷键：Ctrl+Shift+Del

1、点击浏览器右上方菜单按钮“ ”

→“选项”

2、点击“隐私与安全”→ Cookie 和网站数据 → 勾选“关闭 Firefox 时删除 Cookie 和网站数据”→ 清除数据

3、勾选“Cookie 和网站数据”

→ 点击“清除”

4、删除完毕 → 关闭浏览器

→ 重新打开浏览器

→ 再次登录



Edge

浏览器缓存删除

P.S. 快捷键：Ctrl+Shift+Del

1、点击浏览器右上方菜单按钮“ ”

→“历史记录”→“清除浏览数据”

2、时间范围选择“所有时间”

→ 勾选“Cookies 和其他网站数据”

→ 点击“立即清除”



浏览器缓存删除

双核 必须删除2个内核（Chrome和IE）缓存
（如360、搜狗、QQ、百度等浏览器）

1、点击浏览器右上方菜单按钮“ ”

→ 选择“清除上网痕迹”

2、时间范围选择“全部”

→ 勾选“Cookies 和其他网站数据”

→ 勾选“退出浏览器是完全清除勾选的痕迹”

→ 点击“立即清理”

3、点击浏览器右上方菜单按钮“ ”→ 选择“工具”

→ 选择“Internet选项”

→ 之后步骤参考前页IE浏览器缓存删除方式



浏览器缓存删除

双核 必须删除2个内核（Chrome和IE）缓存
（如360、搜狗、QQ、百度等浏览器）

1、点击浏览器右上方菜单按钮“ ”

→ 选择“清除浏览记录”

2、勾选“Cookies”

→ 勾选“每次关闭浏览器后自动清除所选数据”

→ 点击“立即清除”

3、点击浏览器右上方菜单按钮“ ”→ 选择“选项”

→ 点击“Internet选项”

→ 之后步骤参考前页IE浏览器缓存删除方式



浏览器缓存删除

双核 必须删除2个内核（Chrome和IE）缓存
（如360、搜狗、QQ、百度等浏览器）

1、点击浏览器右上方菜单按钮“ ”

→ 选择“清理痕迹”

2、勾选“Cookies”

→ 勾选“关闭浏览器时自动清理”

→ 点击“立即清理”

3、点击浏览器右上方菜单按钮“ ”→ 选择“工具”

→ 点击“Internet选项”

→ 之后步骤参考前页IE浏览器缓存删除方式



浏览器缓存删除

1、点击浏览器左上方“Safari浏览器”→“清除历史记录”

2、选择清除“所有历史记录”→ 点击“清除历史记录”

3、删除完毕 → 退出浏览器（从拓展坞中选择退出）

→ 重新打开浏览器

→ 再次登录

Safari



1.4
导出设置

数据导出浏览器拦截设置



浏览器（导出）拦截设置

初、中级数据库点击导出按钮之后出现空白页面，浏览器拦截问题



Chrome

浏览器（导出）拦截设置

2、点击网址栏右边拦截图标“          ”→ 勾选“始终允许弹出窗口......”→ 点击“完成”

1、从新弹出的无标题页切换回刚才查询的标签页（一般是无标题页的左边标签页）



Firefox

浏览器（导出）拦截设置

1、从新弹出的无标题页切换回刚才查询的标签页（一般是无标题页的左边标签页）

2、点击提示条选项→ 勾选“允许......弹出窗口.”



Edge

浏览器（导出）拦截设置

1、从新弹出的无标题页切换回刚才查询的标签页（一般是无标题页的左边标签页）

2、点击网址栏右边拦截图标“          ”→ 勾选“始终允许弹出窗口......”→ 点击“完成”



浏览器（导出）拦截设置

360

1、从新弹出的无标题页切换回刚才查询的标签页（一般是无标题页的左边标签页）

2、点击网址栏右边拦截图标→ 勾选“始终允许此网站的弹出式窗口.”



浏览器（导出）拦截设置

搜狗

1、从新弹出的无标题页切换回刚才查询的标签页（一般是无标题页的左边标签页）

2、点击浏览器右下角广告过滤功能图标“            ”→ 点击“不再拦截这个网站的弹出窗口.”

3、在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是”



浏览器（导出）拦截设置

QQ

1、从新弹出的无标题页切换回刚才查询的标签页（一般是无标题页的左边标签页）

2、点击网址栏右边拦截图标→ 去掉“始终拦截当前网站弹出式窗口.”的勾选



浏览器（导出）拦截设置

点击弹出窗口的允许按钮，就可以正常下载文件

Safari



02
在线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药品市场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

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产品基本情况
国内

全球

总体市场分析

重点品种（品牌）分析

重点企业分析

重点区域分析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药品市场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

中国发病率文献库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库

各省医疗服务数据库

会员品类报告

……

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产品基本情况

总体市场分析

重点品种（品牌）分析

重点企业分析

重点区域分析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药品市场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

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库

中国医药产业经济运行库

中国医药企业竞争格局

会员行业报告

……

产品基本情况

总体市场分析

重点品种（品牌）分析

重点企业分析

重点区域分析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药品市场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

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产品基本情况

国内

一键检索

MID药品索引综合数据库

中国医保、基药等目录数据库

MED中国药品审评数据库2.0

中国药品招投标数据库

一致性评价数据库

……

全球
总体市场分析

重点品种（品牌）分析

重点企业分析

重点区域分析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药品市场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

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产品基本情况

国内

全球

全球上市药物数据库

全球药物研发库

全球药物专利库

全球药物专利过期库

全球药物临床试验库

……

总体市场分析

重点品种（品牌）分析

重点企业分析

重点区域分析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药品市场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

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产品基本情况

总体市场分析

全国放大版药品终端竞争格局

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

……
重点品种（品牌）分析

重点企业分析

重点区域分析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药品市场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

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产品基本情况

总体市场分析

重点品种（品牌）分析

全国放大版药品终端竞争格局

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

会员品类报告

……
重点企业分析

重点区域分析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药品市场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

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产品基本情况

总体市场分析

重点品种（品牌）分析

重点企业分析

全国放大版终端竞争格局

中国医药企业竞争格局

一键检索、MID、MED

……
重点区域分析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药品市场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

产业宏观环境分析

产品基本情况

总体市场分析

重点品种（品牌）分析

重点企业分析

重点区域分析

重点省市终端竞争格局

重点城市终端竞争格局

……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实操

如何利用米内做市场分析报告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