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通过SciFinder®，研究人员才能无限制地访问全球最

大且最可靠的化学及相关学科信息集合。

您可以访问最大的物质、反应、专利和期刊文献集合，获得值得

信赖的检索结果。SciFinder有助于确保您不会错过重要的发现、

研究成果或知识产权。

概述

随时随地进行无限制的安全访问，为您的组织提供经济实惠的

价格方案。

轻松建立提醒，及时了解与您相关的最新研究资讯，掌握最新

动态。

使用完善的组织和规划工具制定方案，设计合成路线，轻松管

理结果。

利用强大、直观的检索工具，可以快速找到与研究课题最相关

的结果,从而节省大量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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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通过SciFinder可访问1.03亿个物质、6,600多万条核酸和蛋白质序列的信息以及50多
亿条理化性质值、谱图和数据标签。

专家信赖 SciFinder®

SciFinder是唯一提供访问全球最值得信赖且收录物质、反应、期刊和专利
文献信息量最大合集的研究工具。如果您不使用SciFinder，将会错失重要信息。

值得信赖的检索结果

内容

可供访问超过4,200多万篇文献和已披露的研究成果，其来源包括CAplusSM中收录的
50,000多种期刊、MEDLINE®中的5,600多种期刊、全球63家专利授权机构的专利及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和书籍等。

文献

可访问期刊、专利及学位论文中所述的8,340多万条反应的相关信息。SciFinder提供
了数以百万计的实验操作步骤和可直接购买起始原料的链接。

通过SciFinder，可访问来自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345,00余个化学品的管控信息及来
自710多家化学品供应商的产品信息。

反应

化学品供应商和管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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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准确的、人工标引的化学信息

内容
文献

我们无可匹敌地集成了世界上最新的化学及相关科学信息，这些信息来

自期刊、专利和学位论文等。通过访问我们的集成资源，您可随时获取所需

信息。SciFinder® 是唯一将CAplusSM与MEDLINE®进行整合的综合信息资源。

利用 SciFinder 可获得：

n CAplus中收录 1907年以来出版

的 50,000多种期刊（包括现今

仍活跃出版的期刊数千种）和

MEDLINE中的5,600多种期刊

n  来自全球63家专利授权机构的专利

n  来自专利、期刊、学位论文、摘

要、评论等的4,200多万篇文献

n 标引的物质和反应

n  包含有机和无机化学、生物化

学、应用和物理化学、生物学、

医学、工程、材料科学、农业科

学等领域的信息

n 每日新增数千篇文献

n 提供原始出版物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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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信赖的物质信息资源

内容
物质

利用SciFinder®，您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访问全球最值得信赖的物质信

息资源，包括化学结构、化学名称、CAS Registry Number®（CAS登记号）、

实验和预测性质、物质商用性和管控信息。

n 1.03亿个有机和无机物质，包括

聚合物

n 数十亿条化学性质信息，包括：

	 l  数百万条实验性质信息

	 l  50多亿条性质值、谱图和数

据标签

n 生物活性和靶点（蛋白质、酶、

糖蛋白等）

n 链接到文献、反应、商用性和管

控信息

n 比较其他任何单一工具收录更多

的物质信息

SciFinder 可供您快速访问：

scifinder.cas.org
CAS2765-0614

1# 嘌呤-2, 6-二酮, 3,7-二氢

1.  物质详细信息  
58-08-2

物质信息对于研究、

规划、新颖性调查、物质表

征等十分重要。无论您是

商业、政府还是学术研究组

织，SciFinder 都有助于确保您

的研究准确且与时俱进。 



最全面、最相关且具可操作性的反应信息

内容
反应

可查询到有价值的最新化学反应信息，包括反应式、实验操作步骤、

条件、产率、溶剂、催化剂以及物质可商用性，同时提供领先生产商和供

应商产品页面的直接链接。

利用 SciFinder®  可方便地访问：

n 8,340多万条反应，包括6,940万
条单步和多步反应以及1,400多万

条合成制备信息

n 反应条件（时间、温度、压力、

产率等）、催化剂、溶剂等

n 反应物、试剂、催化剂和溶剂的

可商用性和价格信息，涵盖710多
个供应商 

n 每日新增的单步和多步反应

n 数以百万计的实验操作步骤，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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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来自美国化学会(ACS)、施普林

格(Springer)、Thieme、泰勒弗

朗西斯集团(Taylor&Francis)和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内容

l					来自英语专利(WIPO,EPO,US)、
 日语和德语专利、KOKAI、WIPO、
DPMA,  EPO以及WIPO的专利内容 



检索

定位

共享

SciFinder®提供一系列工具，有助于您轻松地按优先顺序安排研究，

加快工作进程。

利用强大、直观的检索工具节省时间

工具

创建检索非常简单。按文本（句子、概念）、结构、反应途径、马库什结构来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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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工作更全面。筛选和分析选项有助于快速找到目标结果，而图形内容和交互
式布局便于您快速确定研究所需。

使用多种保存、打印和导出选项管理研究成果。



工具
检索

轻松查找相关文献、物质或反应

SciFinder®提供多种用于检索 CAS 内容的方法。

scifinder.cas.org

文献

n 多种检索选项，包括：

	 l 研究课题

	 l 作者姓名

	 l 公司名称

n Smartsearch 可通过关键字、作

者名和公司名的同义词、不同拼

写自动强化检索

n 使用引文检索定位相关的关键论

文及潜在合作者



工具
检索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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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通过各种结构检索选项进行检索：

	 l 精确结构

	 l 亚结构

	 l 相似结构

	 l 马库什结构

	 l 理化性质

n Smartsearch 可自动考虑互变异构体（包括酮-烯醇）和配位化合物、
带电化合物、理化性质和性能特点

反应

n 精确检索工具包括：

	 l 原子匹配

	 l 键形成

	 l 官能团

n 按结构、亚结构和反应中心检索

物质



工具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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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定位查找产率高于所设定值的反应

n 只关注某一系列中的专利信息

n 仅搜寻市上可售的物质

使用强大的限定工具定位于特定的检索结果，包括：

n 按被引次数对文献排序，找出最具

影响力的文献

n 按合成步骤数进行排序，确定有效

的反应

n 按文献数量对结果进行排序， 

找出研究较少的物质

用多种排序选项自定义结果排序，包括：

（续）



工具
定位

自定义检索结果以满足研究需要

使用 SciFinder® 中的工具定位于对您最重要的检索结果，省时且高效

地从全球最大、最可靠的化学及相关信息资源中检索结果。

n 按转化方式对反应进行分组， 

以专注于首选路径或机理

n 依据专利和期刊文献中披露的信

息分析物质在研究中的作用

n 对文献进行分类，按用途对物质

进行分类

通过分析、限定、分类和分组揭示检索结果中的新信息，让您更好地

了解结果中的相似点、不同点或趋势：

scifinder.cas.org



通过 SciFinder®，可利用多种保存、打印和导出选项共享检索结果。

SciFinder适合您的工作流程，让保存和共享检索结果更容易。

工具
共享

通过协作提高团队工作效率

n 保存文献、物质、反应和SciPlanner™

结果并添加注释和链接

n 导出物质、理化性质、反应、文

献、商业来源和管控信息，以用

于其他项目应用中

n  SciFinder支持多种数据格式，包

括PDF、富文本、电子表格、结

构(MOLfile, SDFile)和引文管理应

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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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e Print Export



方案

制定方案

SciPlanner™是一个交互式工作区，可供您在一个界面内整合物质、

反应和文献的检索结果，规划合成项目。

SciPlanner 具有以下特点：

SciPlanner 提供无限可能，如：

n 制定可选的逆合成路线

n 对比合成路线

n 共享项目，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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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个性化。您就是设计师。您可以

决定如何整合检索结果，包括文

献、物质和反应。

n 交互式。通过灵活的导航选项链

接到内容。当找到对所需项目十分

重要的信息时，通过SciPlanner动
态发布最新的检索结果。



提醒

掌握最新动态

使用SciFinder®中的即时提醒 (KMP) 功能可快速设置提醒，以便于访

问感兴趣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n 设置文献或物质提醒

n 随时随地访问提醒，包括使用移

动设备访问

n 自定义提醒频率并设置通过电子

邮件发送更新提醒

n 通过设置新文献和物质提醒管理

多个主题

n 追踪研究动态并查看谁引用了您

的文章

n 密切关注竞争对手的研究与专利

活动

n 识别最新、通过专利披露的物质

n 抢先了解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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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Finder 允许：



 无时间、
地点限制访问

随时、随地进行安全访问

SciFinder®的价值在于：无任何时间和地点限制即可在同一平台上访问
物质、反应、文献、化学品供应商、化学品管控及其他更多信息---所有
信息都在同一个平台上。

利用 SciFinder 无时间、地点限制访问，您可获得：  
n 免费的、按需定制并由教师指导的培训资源 
n CAS 客户中心提供的行业领先的客户服务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即可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n +86-10-62508026/7（中国大陆）

n 1-800-753-4227（北美）  
n +1-614-447-3731（北美以外地区）  
n help@cas.org

或访问 www.cas.org及www.cas-china.org。

scifinder.c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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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文献中寻找信息令人乏味，检索专利中已披露的重要化学信息的过

程则更使您远离了工作中最重要的事情——揭示这些信息对您的研究工作意

味着什么。这就是美国化学文摘社(CAS)开发PatentPak™的初衷。PatentPak™
是强大的专利工作流程解决方案，帮助科学家利用SciFinder®快速追踪、定位

专利当中的相关信息。

www.cas.org/patentpak

节约您最宝贵的资源——时间

迅速找到难于发现的 

专利中化学相关信息
 

轻松追踪定位专利中

相关化学信息

极大节省您的时间

用您所熟悉的语言

快速掌握专利信息
 

“我已经通过分析

专利全文快速定位了重

要化学信息，您无需要再

费力查找相关信息。” 

Mona Aasmul
高级科学信息分析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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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PatentPak™助力您的科学研究。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cas.org/patentpak

想要直接快速访问专利全文？ 

快速连接来自全球主要专利局的专利全文。

想要从根本上节省定位专利中重要化学信息的时间？  

CAS科学家为您提供关键物质在专利原文中的页码信息。

发现感兴趣的专利是以您不熟悉的语言所写？

强大的专利族可以将专利以您所熟悉的语言呈现。

想要从分析工作中开辟全新研究路径？ 

通过在SciFinder中直接检索专利中出现的物质，迅速获得新的研究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