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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化学及相关学科文献信息源的特点



①记录内容包含文献基本题录信息和化学特有信息

题录信息（基本同其他学科信息资源）

标题、责任者、来源、文摘……

反应信息

反应式（步骤、条件、中间体、产率……）、反
应条件……

化合物信息

结构式、名称（系统命名、商品名、俗名、药品
名……）、代码（CASRN……）、物理、化学、
药理学、生物性质、商业信息及化学品管制信息



文献
题录

化合物
信息

化学反
应详情

产品订
购信息

化学品管
制信息

②文献信息、化合物、反应之间无缝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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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文献信息、化合物、反应之间无缝链接（SciFinder实例）



②文献信息、化合物、反应之间无缝链接（SciFinder实例）



②文献信息、化合物、反应之间无缝链接（SciFinder实例）

点击了解化
合物详情



②文献信息、化合物、反应之间无缝链接（Reaxys实例）



②文献信息、化合物、反应之间无缝链接（SciFinder实例）



▪ 题录信息（基本同其他学科信息资源）

主题、人名、来源……

▪ 反应信息

反应式（完整/部分）、反应条件、产率、反应步骤……

▪ 化合物信息

结构式、名称、代码、物理化学性质

不同数据库有各自不同的检索字段，检索时可辅以多种限定条件

③丰富实用的检索途径、检索字段和检索限定



三种检索模式，
多个检索途径

③丰富实用的检索途径、检索字段和检索限定



化合物限定 化学反应限定

③丰富实用的检索途径、检索字段和检索限定



2. 常用信息源概览



化学及相关专业信息源

 SciFinder——可检索研究进展及化学反应和化合物信息

 Reaxys——包含丰富的理化数值、化学反应等信息

 DII之Chemicals——专利信息

ACS Publications ——美国化学学会出版物

 RSC Publishing——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出版物

 Knovel-Chemistry & Chemical Engineering——交互式参考工具

 ICSD(Inorganic Crystal Structure Database)——世界上丰富的无机晶体结构数据

 CSD（Cambridge Structure Database）——全球小分子有机物和金属有机物晶体结构数据

网络免费资源

……

http://app.knovel.com/web/browse-a-subject-area.v/catid:213/cat_slug:chemistry-chemical-engineering/filter_by:my-subscription?name=Chemistry%20&%20Chemical%20Engineering


Web of Science

Engineering Village

Scopus

ProQuest

Elsevier ScienceDirect

SpringerLink

Wiley Online Library

……

清华大学水木搜索

多学科信息源





ACS-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出版发行的基于网络的信
息检索系统

及时报道最新研究动态，具有丰富的化学反应、化合物信
息，商业信息，药品管制信息……，可用题录信息、结构
式、反应信息、化合物性质检索

需要注册个人账号（须用……tsinghua.edu.cn邮箱，且在校园网
内注册，参见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scifinder.htm）

访问入口：https://scifinder.cas.org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scifinder.htm


统一平台上的多个数据库

CAPLUS (reference)

MEDLINE (reference, NLM出版)

REGISTRY (substance)

CASREACT (reaction)

CHEMLIST（regulated chemicals）

CHEMCATS (chemical suppliers)

MARPAT（patents by Markush structure）



检索实例

屠呦呦

青蒿素

疟疾

2015生理或医学

诺贝尔奖

利用SciFinder检索关于青蒿素制备的文献



方法1：从结构式入手
①点击窗口打开
结构式编辑器

②明确检索需求

④指定与绘制结
构的匹配精度

③绘制结构式

⑤

⑥



Exact Search vs Similarity Search

Similarity Search

Exact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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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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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2：从化合物名称入手

①键入化
合物名称

②

③选认命中物质

④查看制备反应



方法3：从化学物质登记号入手



方法4：从研究主题入手



20190312截屏系统返回多个候选结果



自动执行概念检索



自动执行概念检索



用括号表明括号中的主题词
与括号前的主题词对检索者
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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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ing a phrase or sentence in English

◆ Specify several concepts using plain English. 

◆ Include prepositions and articles to connect the concepts. 

◆ Place acronyms or synonyms in parentheses after the synonymous concept. 

◆ Use "not" or "except" to exclude a particular term. 

Note: SciFinder automatically searches related terms and considers 

alternate spellings and word endings when retrieving results.

检索方法（Research Topic）



检索方法（Research Topic）

⚫ intramolecular hydroamination of aminoalkenes

⚫ reaction kinetics of oxyphosphoranes with alcohols

⚫ I am interested in the milk production of cows

(检索时系统自动匹配bovines/calf/cattle)

⚫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检索时系统自动匹配HIV)



Elsevier出版发行的网络数据库

丰富的化学反应和化合物信息，汇集所有化合物之物理、化
学、生物、药理学数据，所有数据经过实验验证……

可用题录信息、结构式、反应信息、化合物性质进行检索

访问入口：https://www.reaxys.com

参见：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reaxys.htm





Reaxys中物质（此例为蒿甲醚）

的所有性质集中呈现



检索实例

Fe1.5Li0.5MnO4的红
外光谱数据及导电率









练习：利用Reaxys查找—250℃时液态氢的密度？



Derwent Innovation Index-Chemicals

Clarivate Analytics出品

世界上最大的专利索引和引文数据库

基于Web of Science信息平台提供服务

用题录信息检索或结构式检索

参见：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WOK.htm





ACS Publications

美国化学学会电子出版物

清华大学订购了期刊部分

浏览或用书目信息检索

访问入口：http://pubs.acs.org/

参见：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acs.htm





RSC Publishing

RSC出版电子出版物

清华大学用户可访问订购的电子期刊全文和部分题录数据库

访问入口http://pubs.rsc.org/ 

参见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RSC.htm





Knovel——Chemistry & Chemical Engineering

Elsevier出版的基于网络的交互式参考工具

可以按主题、按出版物进行浏览

可以在全文中进行主题检索和特性检索

部分图表具有交互式功能

支持大量的方程式计算

部分数据内容已生成模拟方程（标绘器）

访问入口：http://app.knovel.com

参见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knovel.htm

http://app.knov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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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实例：查找—250℃时液态氢的密度



查找—250℃时液态氢的密度



国外免费资源

PubChem

https://www.ncbi.nlm.nih.gov/

https://www.ncbi.nlm.nih.gov/


了解更多学
科信息资源



3. 信息资源的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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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学科领域

综合、学科大类或单一学科

✓覆盖地域

全球、某个国家……

✓收录质量标准

高质量 vs 尽可能丰富

✓源文献语种

✓源文献出版类型

期刊、图书、专利、技术报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技术标准……

数据库选择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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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内容

研究论著、数据与事实、新闻报导……

✓数据时效性

✓对原始文献揭示深度

全文、题录

✓可访问性

正式订购（纸介+电子，本机构+公共文献机构……）、免费、试用

✓ 界面友好
同一个数据库可能在多个平台上提供服务，增值功能不尽相同

数据库选择要素



跨库检索

✓ 平台内跨库检索（Web of Science，……）

✓ 基于元数据集成的一站式跨库检索（Google Scholar、
水木搜索、……）



基于元数据集成的一站式跨库检索——水木搜索



4. 获取全文



下面这篇文章可否在线阅读全文？

Asymmetric domino reactions. Part B: Reactions based on 

the use of chiral catalysts and biocatalysts

By: Pellissier, Helene

Source: Tetrahedron, Volume: 62, Issue: 10, Pages: 2143-

2173, Journal; General Review, 2006, CODEN: TETRAB, 

ISSN: 0040-4020

DOI: 10.1016/j.tet.2005.10.041



◼全文链接服务

✓SFX

✓Kopernio

◼电子期刊导航

◼电子图书导航

◼全文数据库

◼DOI

◼水木搜索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

http://dx.DOI.org/……



在浏览器中安
装Kopernio插

件，注册
Kopernio账号
并登录

微信公号





进入全文数据库后检索或浏览





& 电子图书导航系统也期待同你的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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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了解某学科领域高影响力期刊



可利用工具

•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 JCR（https://jcr.incites.thomsonreuters.com/）

• 中外文核心期刊查询系统
（http://coreej.cceu.org.cn/）

• ……



谢 谢！& 问 题？

请填写问卷调查，谢谢！ 课件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