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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生物活性数据库 

服务介绍： 

生物活性数据库收录了有毒化合物的体内积累实验、生物降解实验、污染物分布情况、环境检测实验、非

生物降解－水解实验、非生物降解－光解实验、土壤中稳定性实验、生态毒性学实验、环境污染物的迁移和分

布实验、环境降解耗氧量实验、生物毒性药理实验等 11 类生物生态活性实验数据。可根据化合物检索所有实验，

以及针对各种实验数据的检索。 

检索方式与示例： 

3.2.12.1  化合物信息检索 

化合物信息检索  根据所要了解的目标化合物的基本信息，如化合物英文名称、CAS 号、分子式等，检索

指定化合物的生物活性数据。 

第一步：输入检索条件 

检索对于输入的检索条件，用户可以选择多种关键词匹配方式，如图 3.2.12.1 所示。以” thiophene”为关键

词检索化合物名称为例，可选择“等于”、“开始于”、“结束于”和“包含”四种匹配方式，分别表示如下含义： 

“等于”：检索化合物名称就是” thiophene”的化合物； 

“开始于”：检索化合物名称以” thiophene”开始的化合物，例如 thiophene-2-carbaldehyde-(#E!)-oxime，等； 

“结束于”：检索化合物名称以” thiophene”结束的化合物，例如 3-methyl-thiophene，等等； 

“包含”：检索化合物名称包含了” thiophene”的化合物，” thiophene”可能出现在名称中的任意位置，不仅包

括了前面的“等于”、“开始于”、“结束于”三种情况，还有在名称中间的情况，例如 tetrahydro-thiophene 1-oxide

等。 

 

图 3.2.12.1  快速检索的不同匹配方式 

CAS 号和分子式的检索方式与前面各章节类似。 

第二步：得到检索结果列表 

我们以” thiophene”为关键词，选择“结束于”这种匹配方式检索化合物名称（例 1），得结果 383 条记录，

如下所示： 

 

图 3.2.12.2  检索结果（例 1） 

图 3.2.12.2 中，点 CAS RN 和系统命名对应的超链接，均可打开化合物基本信息页面，第 1 条纪录的化合

物信息如图 3.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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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2.3  查看指定化合物的基本信息 

图 3.2.12.3 中，显示了 CAS 号为 616-44-4 的化合物的基本信息，包括 CAS 号、名称、分子式、分子量之

外，还可以通过与其他数据库的连接检索该化合物的其他相关信息。 

在图点击页面上端的按钮  查看该物质的生物活性实验数据  ，即可看到该化合物各种实验数据，见图

3.2.12.4。 

 
图 3.2.12.4  化合物的环境监测实验数据 

化合物的所有实验数据，页面上端的按钮  环境检测  和 药理学实验  ，表示不同的生物生态学实验，点

不同的按钮可切换到不同的实验。红色按钮表示当前正在查看的实验，图 3.2.12.4 显示的是正在查看该化合物

的环境检测实验。 

 

图 3.2.12.5  化合物的药理学实验数据 

每个实验的主要数据都将显示在页面上，更具体的数据可参考相关的文献。不同实验的数据可能有较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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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该化合物的药理学实验的数据如图 3.2.12.5。 

点击图 3.2.12.4 和图 3.2.12.5 中的实验相关文献，可得该化合物所有生物活性实验的相关文献。图 3.2.12.6

中列出了文献的书目信息，可根据这些信息去查询文献全文。 

 

图 3.2.12.6  化合物生物活性的相关文献 

 

3.2.12.2  化合物信息组合检索 

化合物信息组合检索  组合检索把 CAS 号、分子式、化合物名称用 And 关系组合起来，所有关键词默认模

糊检索。 

3.2.12.1 节的快速检索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出现太多命中结果，不容易立刻找到所要的目标化合物。因此

用户可以使用组合检索。 

示例：化合物名称栏里输入“thiophene”，同时在分子式栏里输入“C4”，表示检索有且仅有 4 个碳原子并

且化合物名称中包含 thiophene 的所有物质（例 2）. 

 
图 3.2.12.7  生物活性数据库的组合检索（例 2） 

    与前面的例 1 相比，该组合检索得到的结果明显少得多，仅有 27 条记录，用户更容易找到想要的目标化合

物。见图 3.2.1.8。 

 

图 3.2.12.8  生物活性数据库的组合检索结果（例 2） 

    图中的第 5 条纪录的化合物如下： 

 
图 3.2.12.9  化合物的基本信息（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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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检索中的 CAS 号也是模糊匹配，适应于用户不能完全记住完整 CAS 号的情况。注意，此检索中输入

的 CAS 号的一部分不能少于 4 个字符，例如 0000 可以检索，但是 000 就不能了。 

例如检索 CAS 号包含 2311 同时名称中包含 thiophene 的物质（例 3）： 

 
图 3.2.12.10  生物活性数据库的组合检索（例 3） 

 
图 3.2.12.11  生物活性数据库的组合检索结果（例 3） 

 

3.2.12.3  分类实验数据检索 

分类实验数据检索    前面的 2 种检索方式都是检索某一种化合物的生物活性数据，实际上在很多时候，

用户可能只需要了解其中一种实验的数据。此时用户可以通过分类实验检索，获得指定的实验数据。 

图 3.2.12.12 列出了所有的分类实验数据检索的入口。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本数据库收集了 11 种生物活性的实验数据。每种实验收录的记录各不相同。 

 

图 3.2.12.12  分类实验数据检索的入口 

注意：在每种实验的检索中，都是各种关键词的组合检索，并且每种关键词都是模糊匹配。 

 

分类实验检索示例    由于每种实验的测试指标各不相同，因此其检索关键词也各不相同。如前所述在化

合物/监测项目这一栏使用通配符，可检索几乎全部纪录。但是有些时候这些记录太多，用户很难找到目标纪录。 

 

图 3.2.12.13  分类实验——生物毒性药理实验检索 

1)药理学实验检索示例    如图 3.2.12.13 所示，检索在实验对象 larvae（中文含义：幼虫）上进行的酶抑

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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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2.14  分类实验——生物毒性药理实验检索结果 

图 3.2.12.14 便是在实验对象 larvae 上进行的酶抑制实验的检索结果。点击化合物其他实验按钮，可查看与

该化合物相关的所有生物活性实验。如图 3.2.12.15 所示。本例的化合物仅有 1 种实验，4 条实验数据。图 3.2.12.14

中点击相关文献按钮 可查看与该化合物的生物活性实验相关的所有文献，结果如图 3.2.12.16。 

 

图 3.2.12.15  某化合物所有生物活性实验 

 
图 3.2.12.16  某化合物的生物活性实验所有相关文献 

2)生态毒性学实验检索示例    如图 3.2.12.17 所示，检索名称含有 pyrrole 的化合物的细菌毒性实验。检索

结果如图 3.2.12.18 所示。化合物相关实验和相关文献的按钮功能与前述相同。 

 

图 3.2.12.17  生态毒性学实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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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2.18  生态毒性学实验检索结果 

生态毒性学实验中，毒性类型包括 toxicity to bacteria（细菌毒性）、toxicity to invertebrates（无脊椎动物毒

性）、antifungal（抗真菌性）、insecticidal（杀虫性）等 700 多种。 

而毒性作用则主要有 mortality（死亡率）、growth inhibition（生长抑制）等上千种不同的作用效果。 

3)有毒物的体内积累实验检索示例    如图 3.2.12.19 所示，检索名称含有 glucopyranose（吡喃葡萄糖）的

化合物在大气环境中的对象进行有毒物的体内积累实验。检索结果如图 3.2.12.20 所示。 

本实验的实验物种，包括 Oncorhynchus mykiss(大马哈鱼), rainbow trout（虹鳟鱼）、Mytilus edulis, blue mussel

（蓝色可食用贻贝）、Daucus carota, carrot（胡萝卜）、fish（鱼）等 1000 多种生物物种。 

本实验的实验环境，是指实验物种的生存环境，例如水、土壤或者被污染的食物等。 

 
图 3.2.12.19  有毒物的体内积累实验检索 

 

图 3.2.12.20  有毒物的体内积累实验检索结果 

4)污染物分布情况检索示例    如图 3.2.12.21 所示，检索名称含有 pyrene 的化合物在土壤中的分布情况。

检索结果如图 3.2.12.22 所示。 

 
图 3.2.12.21  污染物分布情况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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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2.22  污染物分布情况检索结果 

5)环境污染物的迁移和分布情况检索示例    如图 3.2.12.23 所示，检索名称含有 pyrene 的化合物在土壤中

的分布情况。检索结果如图 3.2.12.24 所示。 

污染物迁移类型，包括了 sorption（吸附）、partition（分割）、adsorption（吸收）、distribution（分发）、desorption

（解吸）、leaching（滤取）、extraction（提炼）、transport（运输）等 100 多种。 

采样地点，或者作采样介质，就是污染物在不同/同种介质的传播方向，A-B 就表示从 A 到 B。采样介质包

括了 soil-water（土壤-水）、water-soil（水-土壤）、water-sediment（水-沉积物）、sediment-water（沉积物-水）、

air-water（空气-水）、soil-air（土壤-空气）等。 

 

图 3.2.12.23  环境污染物的迁移和分布情况检索 

 

图 3.2.12.24  环境污染物的迁移和分布情况检索结果 

6)环境监测实验检索示例    如图 3.2.12.25 所示，检索含氯(chloro)的化合物在海水中的污染情况。检索结

果如图 3.2.12.26 所示。 

 

图 3.2.12.25  环境污染物的迁移和分布情况检索 

环境监测实验，与前述 4）污染物的分布情况调查、5）污染物的迁移与分布这两种生态实验，各有异同：

环境监测偏重于较大的自然区域内的环境生态情况；而污染物的分布情况调查则偏重于某种污染源导致的污染

物分布情况（通常是局部的）；污染物的迁移与分布则侧重于污染的扩散，也就是污染物在不同介质、不同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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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迁移。 

环境监测的采样介质包括了 sediment（沉积物）、water（水）、air（空气）、soil（土壤）、ambient air（环境

空气）、sewage sludge（污水淤泥）、marine sediment（海底沉积物）、surface water（表面水层）、flue gas（烟道

废气）、groundwater（地下水）等多种不同的介质。 

采样地点则通常是指地理位置，既有例如 Germany（德国）这些国家地区名词，也有 Lake Superior, USA（美

国苏比略湖）、Baltic Sea（波罗的海）等自然区域名词。 

同样是海水 seawater，可能来自 Baltic Sea（波罗的海），也可能来自 Arctic Ocean （北冰洋）。 

 

图 3.2.12.26  环境污染物的迁移和分布情况检索结果 

7)环境降解耗氧量实验检索示例    如图 3.2.12.27 所示，检索含氯(chloro)的化合物的 BOD5 耗氧指标。检

索结果如图 3.2.12.28 所示。 

 

图 3.2.12.27  环境降解耗氧量检索 

 

图 3.2.12.28  环境降解耗氧量检索结果 

8)生物降解实验检索示例    如图 3.2.12.29 所示，检索含甲基吡啶(picoline)的化合物的厌氧（anaerobic）降

解实验数据。检索结果如图 3.2.12.30 所示。 

生物降解的种类的关键词包括了 aerobic（好氧降解）、anaerobic（厌氧降解）、bottle test（瓶实验）等多种

降解方式。 

 

图 3.2.12.29  生物降解检索 

生物降解的接种剂包括了 soil（土壤）、sediment（沉积物）、sludge（淤泥）、activated sludge（活性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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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wage sludge（污水淤泥）、microflora（微植物丛）、soil slurry(土浆)等。 

 

图 3.2.12.30  生物降解检索结果 

9)非生物降解——水解实验检索示例    如图 3.2.12.31 所示，检索含三嗪(triazine)的化合物水解实验数据。

检索结果如图 3.2.12.32 所示。 

 

图 3.2.12.31  非生物降解—水解检索 

 

图 3.2.12.32  非生物降解——水解检索结果 

10)非生物降解—光解实验检索示例    如图 3.2.12.33 所示，检索含 thiophosphoramidic (硫代磷酰胺)的

photooxidation 实验数据。检索结果如图 3.2.12.34 所示。 

 
图 3.2.12.33  非生物降解——光解检索 

    光解类型通常包括 photodegradation （光降解）、photooxidation（光氧化）、photolysis（光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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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mineralization(光成矿)、photodecomposition（感光分解）、photohydrolysis（光水解）等方式。 

 

图 3.2.12.34  非生物降解——光解检索结果 

11)土壤稳定性实验检索示例    如图 3.2.12.35 所示，检索含 carbazole (咔唑)的化合物在 loam（粘土）中

的稳定性实验数据。检索结果如图 3.2.12.36 所示。 

 

图 3.2.12.35  土壤稳定性实验 

 

图 3.2.12.36  土壤稳定性实验结果 



 125

3.2.12.4 生物活性数据库检索中的常见问题 

问：为什么有些化合物能找到基本信息，却没有相关生物活性实验数据呢？如图 3.2.12.37 所示。 

 

图 3.2.12.37  某些化合物没有实验数据 

答：本数据库收录的一部分化合物没有收录他们的实验数据。 

 

问：可以根据化合物的结构来查询生物活性实验数据么？ 

答：可以通过检索化学结构数据库，检索指定结构的化合物，然后根据化合物属性页面的生物活性实验的连接

来查看生物活性实验的数据。如图 3.2.12.38 到图 3.2.12.42 所示。 

 
图 3.2.12.38   检索化合物结构数据库 

 

图 3.2.12.39    检索指定结构的化合物 

 
图 3.2.12.40    检索结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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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2.41    目标化合物的化合物属性（有连接表示该化合物有生物活性实验数据） 

 
图 3.2.12.42    生物活性数据库的化合物基本信息页面 

 

图 3.2.12.43    查看该物质的生物活性实验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