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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化学数据检索服务 
化学数据检索服务包括化学综合数据库、化合物结构数据库、化学反应数据库、红外谱图数据库、质谱谱图数据库、

中药与有效成分数据库、中国化学文献数据库、化学核心期刊数据库、精细化工产品数据库、专业情报数据库、化学专利数

据库、生物活性数据库、化学物质分析方法数据库、化合物毒性数据库、药物与天然产物数据库、化学配方数据库、化工产

品数据库、工程塑料数据库、MSDS 数据库和药品名称数据库等 20 个数据库的检索服务。 

3.2.1.   化学综合数据库 

服务介绍： 

综合检索服务集成了多个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可查询化合物的多方面信息，包括化合物结构、中文文献、

英文文献、专利、红外光谱、质谱、中药材、化学专业情报、生物活性、化学反应、精细化工产品等。从每个

检索入口都能检索到其他几个数据库的内容。 

例如： 

用户可以通过检索红外谱图，在化合物谱图显示页面，可以看到该化合物的其他信息。 

用户可以通过检索文献，获得文献中的化合物信息，进入化合物信息页面就可以连接到化合物的红外光谱、

毒性等性质。用户还可以通过输入结构检索化合物，可获得化合物的多种信息，如相关中文文献、红外光谱、

相关中药药材等性质。 

由于结构和谱图的显示均需要 java applet 插件支持，因此用户的浏览器请勿禁用 java 程序。 

检索方式与示例： 

3.2.1.1  化合物结构检索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化合物结构查询化合物，然后获得该化合物相关的其他信

息。 

检索步骤如下：  

1) 综合检索的主页面如图 3.2.1.1 所示，选择化合物检索便是通过化合物标识检索。如选择“化合物结构检索”

即可进行化合物结构检索了。  

 
图 3.2.1.1   进入化合物综合检索 

2) 在结构检索的页面点击输入分子结构检索，即可打开一个 java applet 插件的结构输入画面，如图 3.2.1.2 所

示。 

3) 点击提交检索，即可在结构数据库中检索该化合物，得到化合物列表。如图 3.2.1.3 所示。 

4) 点击化合物名称的链接，即可进入化合物属性和更多信息的页面。如图 3.2.1.4 所示。在图中最下方，更多

信息的项目里，可以看到三维结构、中文文献、英文文献、专利、红外光谱、质谱、中药药材、化合物毒

性、相关试剂、生物活性试验、药物和天然产物等的多个链接。在化合物信息页面，出现某个链接项目就

表示数据库中有该化合物这一属性的数据，点击链接即可查看该化合物相应的属性数据，没有该项目的连

接就表示数据库没有该化合物关于此属性的数据。本示例中的化合物就是没有生物活性试验这个属性的数

据。 

5) 查看三维结构：点击图 3.2.1.4 中三维结构的链接，将会弹出一个新的页面，让用户选择显示三维结构的方

式：带有氢原子、不带氢原子。如图 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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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2   输入化合物结构 

 
 

图 3.2.1.3   化合物结构检索结果列表 

 

图 3.2.1.4   化合物属性与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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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5   化合物三维结构 

用户第一次查看化合物的三维结构之前，必须先安装 VRML 浏览器插件。安装步骤请参见化合物结构数据

库检索(第 3.2.2.1 节, 页)。 

 

图 3.2.1.6   化合物三维结构 

6) 查看中文文献：点击图 3.2.1.4 中中文文献的链接，直接查询得到化合物相关的中文文献，查询结果列表如

图 3.2.1.7 所示。点击图 3.2.1.7 中的文献标题的连接，即可查看每篇文献的基本信息与文摘，以及文献的相

关化合物, 如图 3.2.1.8。 

 

图 3.2.1.7   化合物相关中文文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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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8   中文文献的详细内容 

7) 查看英文文献：点击图 3.2.1.4 中英文文献的链接，直接查询得到化合物相关的英文文献，查询结果列表如

图 3.2.1.9 所示。点击图 3.2.1.9 中的文献标题的连接，即可查看每篇文献的基本信息与文摘，以及文献的相

关化合物, 如图 3.2.1.10。 

 

图 3.2.1.9   化合物相关英文文献列表 

 

图 3.2.1.10   英文文献的详细内容 

8) 查看相关专利：点击图 3.2.1.4 中化学专利的链接，直接查询得到化合物相关的国内外专利，查询结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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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2.1.11 所示。点击图 3.2.1.11 中的专利标题的连接，即可查看每篇专利的基本信息与文摘，以及专利

涉及的化合物, 如图 3.2.1.12。 

 
图 3.2.1.11   化合物相关专利列表 

 
图 3.2.1.12   专利的详细内容 

9) 查看红外谱图：点击图 3.2.1.4 中红外光谱的链接，即可检索到该化合物所有的红外谱图。如图 3.2.1.13。

点击查看谱图，就可以打开对应谱图显示页面了，如图 3.2.1.14 所示。 

 
图 3.2.1.13   化合物的红外谱图列表 

在图 3.2.1.14 中红外光谱的页面中，用户可以看到化合物的红外谱图和化合物的基本信息。在最下方可以

获得该化合物其他相关数据。这一部分的内容与图 3.2.1.4 中的内容完全等效，例如点击质谱的链接可检索到该

化合物的质谱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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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14   化合物的红外谱图 

10) 查看质谱谱图：点击图 3.2.1.4 中质谱的链接，直接查询得到化合物相关的质谱，查询结果列表如图 3.2.1.15

所示。点击图 3.2.1.15 中的详细信息的连接，即可查看化合物的质谱图, 如图 3.2.1.16。 

 
图 3.2.1.15   化合物的质谱列表 

 

图 3.2.1.16   化合物的质谱图 

在图 3.2.1.16 中质谱的页面中，用户可以看到化合物的质谱谱图和化合物的基本信息，鼠标移动到谱图的

谱线上即可查看质荷比与相对丰度。在最下方可以获得该化合物其他相关数据。这一部分的内容与图 3.2.1.4 和

图 3.2.1.14 中的内容完全等效，例如点击中文文献的链接可检索到该化合物的相关中文文献。 

11) 查看中药药材：点击图 3.2.1.4 中中药药材的链接，直接查询得到含有该化合物的中药药材，查询结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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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2.1.17 所示。点击图 3.2.1.17 中的药材描述的按钮，即可查看该中药药材的描述, 如图 3.2.1.18。 

 
图 3.2.1.17   含该化合物的中药药材 

 

图 3.2.1.18   中药药材的描述 

12) 查看化合物毒性：点击图 3.2.1.4 中化合物毒性的链接，直接查询得到该化合物的毒性数据，查询结果列表

如图 3.2.1.19 所示。点击图 3.2.1.19 中的物质名称的连接，即可查看毒性数据, 如图 3.2.1.20。 

 

图 3.2.1.19   化合物的毒性查询结果 

在图 3.2.1.20 中，化合物毒性数据包括了基本信息、毒性数据的参考文献、美国研究状况、美国化合物毒

性标准、职业场所暴露程度，以及相关毒性实验。 

 

图 3.2.1.20   化合物的毒性数据显示 

用户可以点击相应的按钮来查看各类信息，例如点击相关毒性实验，看到化合物的毒性实验数据，如图

3.2.1.21 所示。 

 

图 3.2.1.21   化合物的毒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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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20 在化合物基本性质的最下方可以获得该化合物其他相关数据。这一部分的内容与图 3.2.1.4 和图

3.2.1.16 中的内容完全等效，例如点击中文文献的链接可检索到该化合物的相关中文文献。 

13) 查看化学试剂：点击图 3.2.1.4 中相关试剂的链接，直接查询得到含有该化合物的试剂信息，查询结果列表

如图 3.2.1.22 所示。点击图 3.2.1.22 中的试剂名称的连接，即可查看试剂信息, 如图 3.2.1.23。 

 
图 3.2.1.22   化合物的相关试剂列表 

 

图 3.2.1.23   试剂信息 

14) 查看药物和天然产物：点击图 3.2.1.4 中药物和天然产物的链接，直接查询得到该化合物的药物和天然产物

数据，如图 3.2.1.24 所示。 

 

图 3.2.1.24   药物和天然产物信息 

3.2.1.2  中文化学文献检索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文献的各项信息，例如标题、关键字、作者、来源期刊等，

获得文献内容及相关的其他信息。 

请参见中国化学文献数据库(第 3.2.7.1 节文献信息检索，83 页)  。 

3.2.1.3  英文化学文献检索    用户可以通过输入文献的各项信息，例如关键字、作者、来源期刊等，获得

文献内容及相关的其他信息。所有选择项目默认模糊检索。 

请参见化学核心期刊文献数据库(第 3.2.8.1 节普通检索，94 页)  。 

3.2.1.4   情报专题检索     专业情报可通过分析报告的标题、物质的 CAS 号、化合物名称、适应疾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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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领域等进行检索。 

 

图 3.2.1.25    通过 CAS 号检索 

     a) 通过化合物 CAS 登录号进行检索。注意，输入的 CAS 号需包括短划线，如“13609-67-1”，点提交检

索，即可得结果。如图 3.2.1.25 所示。 

 

图 3.2.1.26    通过 CAS 号检索的结果 

图 3.2.1.26 中，点击报告标题，即可查看分析报告的详细内容。如图 3.2.1.27 所示。 

 

图 3.2.1.27    查看报告的详细内容 

 

图 3.2.1.28  查看分析报告的正文 

图 3.2.1.27 的报告详细内容页面，点击分析报告名称的连接，查看分析报告的内容，如图 3.2.1.28。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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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链接，选择“目标另存为”下载分析报告，格式为 word 文档。 

分析报告的详细内容还有药物的适应症、药物有效成份的其他属性，例如 CAS 号、分子式、物质的毒性等，

以及药物的制备方法。 

如果有效成分的化合物 CAS 号显示为超链接，则表示该化合物在本系统的化合物结构数据中有收录。点击

CAS 号对应的连接，可查看该物质的化合物信息，如图 3.2.1.29 所示。 

 
图 3.2.1.29  查看有效成分的化合物信息 

图 3.2.1.27 中物质的毒性包括很多项不同的实验内容，每个物质的实验项目不尽相同。物质的毒性实验数

据，可见图 3.2.1.30 至图 3.2.1.33。 

 
图 3.2.1.30  查看药物的剧毒实验 

 

图 3.2.1.31  查看药物的注射实验 

 

图 3.2.1.32  查看药物的生殖影响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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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33  查看药物的其他实验 

图 3.2.1.27 中的新药/新产品的制备方法，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作品，用户如要查看这项内容，需要经过

额外的授权，已经得到授权的用户，会直接显示可用的连接制备方法 1。未经过授权的用户，看到的页面如图

3.2.1.34 所示。 

 

图 3.2.1.34    未经过授权的用户看到的页面 

用户点击申请获得授权的链接，即可进入一个最终用户确认书的通知界面，如图 3.2.1.35。用户阅读并承

诺遵守《最终用户确认书》的内容后，点击我已经阅读并承诺遵守《最终用户确认书》，申请授权的按钮，然后

填写认证信息，发送申请。系统管理员在收到用户申请之后，会根据用户的身份决定是否给与授权。 

 

图 3.2.1.35    用户申请授权的页面 

    成功获得授权的用户，可直接打开制备方法的文档查看药物的制备方法。请记住遵守承诺，勿分发该文件。 

 

 
图 3.2.1.36    根据报告标题检索 

b) 用户还可以通过报告的标题来检索。例如输入“皮肤”，然后选择模糊检索，则所有与皮肤有关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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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都会被检出。结果如图 3.2.1.37。 

 
图 3.2.1.37    根据报告标题检索的结果 

c) 用户可以通过化合物名称来检索。例如输入“Retapamulin”，然后选择模糊检索，则所有与 Retapamulin

有关的情报纪录都会被检出。结果如图 3.2.1.39。 

 
图 3.2.1.38    根据化合物名称检索 

 

图 3.2.1.39    根据化合物名称检索的结果 

d) 用户可以通过适应疾病/应用领域来检索。例如输入“鼻”，然后选择模糊检索，则所有与鼻有关的情

报纪录都会被检出。结果如图 3.2.1.41。 

 
图 3.2.1.40    根据适应疾病/应用领域检索 

 

图 3.2.1.41    根据适应疾病/应用领域检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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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   化学专利检索    用户可以通过专利的基本信息来检索专利，如专利标题（中英文）、专利号、

发明人、摘要（中英文）、代理机构等。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专利相关化合物的信息，例如化合物的 CA 登

录号和英文名称来检索。  

请参见中国化学专利数据库(第 3.2.11.1 节专利文献信息检索，110 页).  

 

3.2.1.6    红外谱图检索    用户输入化合物的英文名称、CAS 号，或者分子式，选择精确检索或者模糊

检索。系统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检索该化合物的红外谱图并列表显示。 

请参见红外谱图数据库(第 3.2.4.3 节化合物检索，43 页).  

 

3.2.1.7  质谱谱图检索    用户输入化合物的英文名称，或者 CAS 号，或者分子式，选择精确检索或者模

糊检索。系统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检索该化合物的质谱谱图并列表显示。 

请参见质谱谱图数据库(第 3.2.5.2 节化合物检索，59 页).  

 

3.2.1.8 中药药材检索    中药材可通过药材名、性味、归经、药理、功效等来检索。 

请参见中药与有效成分数据库(第 3.2.6.2 节中药材检索，6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