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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Reaxys数据库背景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检索方法 

 检索举例: Alerts、Synthesis Plans、Report 

Reaxys数据库介绍 



化学研究者感兴趣的事? 

1. 是什么? 

• 新物质? 专利保护? 

• 物化性质(密度，粘度，折射率，
生成焓等)? 

2. 什么用途? 

• 反应物? 溶剂? 催化剂? 

• 生物活性? 药理性质? 

• 毒性? 

3. 怎样得到? 

• 已知制备方法? 

• 对制备方法进行改进? 

 

一、Reaxys数据库背景 



反应信息手册 

物化数据手册 

解决问题的方法： 

图书馆资源 

一、Reaxys数据库背景 



解决问题的方法： 

互联网资源 

一、Reaxys数据库背景 



怎样有效率的查
找所需信息? 

无效信息太多，
有效信息太少。  

信息爆炸： 

一、Reaxys数据库背景 



从文献中提取信息需要多长时间？ 

一、Reaxys数据库背景 



采用视图页脚填写课件名称 

Reaxys 为用户提供 

快速检索功能，可以查到合并了化学反应和化合物数据的相

关高质量数据； 

唯一的数据提取标准，可以确保信息的可靠性、一致性和可

信度； 

直观易用的界面； 

可再现、经验证的相关实验数据； 

独特的工具，让您能够评估搜索结果项、设计合成策略、共

享数据以及执行更多功能。 

出自于化学家，服务于化学家! 

一、Reaxys数据库背景 



Reaxys为您从科研杂志与专利中提取有价值的化学性质和
反应细节信息… 

1H NMR 

300 MHZ 



一、Reaxys数据库背景 

Reaxys数据库介绍 

Reaxys 

Beilstein 

世界最全的有机化学和事
实数据库; 

化学结构相关的化学、物
理等方面性质；化学反应
相关的各种数据； 

详细的药理学、环境病毒
学、生态学等信息资源。 

Gmelin 

当今最全面的无机化学与
金属有机数值和事实库； 

详细的理化性质，地质学，
矿物学，冶金学，材料学
等方面的信息资源。 

 

 

PCD 

化学专利数据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
专利局，欧洲专利局专利
信息。 

 

 

 

数据库组成 



 

数据包括：  

–化学反应 

–化合物 

–实验测量得到的化合物性质数据 

–物理，生物，应用类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 
– 精选化学重点期刊(1771 -)(有机化学，金属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 精选有机化学专利出版物(1869 - ) 

– 精选英语专利出版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专利局，欧洲专
利局，1976 -) 

 内容涵盖以下国际专利分类（IPC）： 

– C07  Organic Chemistry （有机化学） 

– A61K  Medicinal Preparations* （医用制剂） 

– A01N  Biocides, Agrochemicals （杀生剂） 

– C09B  Dyes （染料） 

 

一、Reaxys数据库背景 



一、Reaxys数据库背景 

     Reaxys专门服务于从事有机化学、无机化学、

有机金属化学及相关学科的 

用户 

 药物化学家 

 合成化学家 

 过程工程师 

 化工工程师 

 材料化学家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登录网址：https://www.reaxys.com ，IP登录 ，无

并发用户的限制。 

反应 

快速检索 

物质 ReaxysTree 文献 

物理性质 谱图 天然产物 高级检索 

检索方法 

https://www.reaxys.com/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反应检索 

化学结构其他
检索条件限定 

结构限定 

反应数据限定 

反应角色限定 



分子式检索 

合金检索 

性能检索框设定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物质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文献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ReaxysTree检索 按Reaxys数据库的系统分类，进行选择、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物理性质检索 

宏观数据：熔点，沸点，临界参数，饱和蒸
汽压，折射率，热容，摩尔蒸发焓等。 

微观数据：分子偶极矩，电离能，键参数
（键角、键长、键能）等。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谱图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天然产物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高级检索 

选择，Transfer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1： 
反应检索 

检索反应 
设计合成路线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1：反应检索 

点 击 、 启 动
Java、选择打
开结构编辑器 绘制结构          

还支持 

CrossFire SE; 

Symyx Draw; 

Symyx ISIS Draw; 

CambridgeSoft 

ChemDraw 

Marvin Sketch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可多选 

检索示例1：反应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筛选限定 

检索示例1：反应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1：反应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创建Alerts 

图形导航器：双击即可定位其
中任一检索环节 

检索示例1：反应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1：反应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1：反应检索 

 
 
 
 

记录该反应的详细文
献题录信息 

Show All Reactions：显示该文献中的所有化学反应信息 

Hit Reactions in this article：只显示该文献中与检索条件匹配的化学反应 

Show All Substances：显示该文献中所有的化学物质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1：反应检索 Synthesis Plans：设计合成路线图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1：反应检索 Synthesis Plans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1：反应检索 Report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2： 
物质检索 

检索吸入时有平喘疗效的化合物 

化合物 
疗效：平

喘 
用法：吸

入 

通过物质的药理学性质 

查找合适的化合物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2：物质检索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2：物质检索 

                     平喘 
                      吸入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2：物质检索 

可获取数据内容 

Hit Data：与查询条件相匹

配的数据记录 

有关该物质的基本信息 

该物质参与化学反应的信息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2：物质检索 

每条记录都有对浓度、用

量、使用方法以及效果等

方面的详细数据 

 

Title/Abstract：超链接访问文献记录 

Full Text：链接到文献全文 

View citing articles：链接到Scopus数据库中的

该文献记录，查看该文献被引用情况 

Show Details: 详细的文献题录信息 

 



二、Reaxys检索方式及使用技巧 

Reaxys数据库介绍 

检索示例2：物质检索 

检索结果的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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