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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SciFinder的注册和登陆 

CA网络版 



概述-SciFinder的注册和登陆 

SciFinder Scholar web版注册使用指南 

 

1. SciFinder Scholar的Web版的并发用户数为12个，读

者在使用之前必须先用email邮箱地址进行注册(必须是

学校邮箱，即*@*.scu.edu.cn或*@scu.edu.cn) 

2. 注册后系统将自动发送一个链接到您所填写的email邮

箱中，请于48小时之内激活此链接即可完成注册。 



每个用户必须输入各自信息 

姓名、邮箱、用户名、
密码、保密问题和答
案必须填写 



设置用户名及密码注意事项 

用户名：必须是唯一的，且包含 5-15 个字符。它可以只包  

         含字母或字母组合、数字和/或以下特殊字符： 

•  -（破折号） 

•  _（下划线） 

•  . （句点） 

•  @（表示“at”的符号） 

密码：必须包含 7-15 个字符，并且至少包含三个以下字符： 

• 混合的大小写字母 

•  数字 

•  非字母数字的字符（例如 @、#、%、&、*） 



完成注册之后，进入 

https://scifinder.cas.org/登录
检索。（反应检索需下载java插
件） 



1.概述 

• SciFinder Web（SFS）是美国化学学会（ACS）的分支机构
化学文摘服务社（CAS）推出的基于Web的学术版化学资料
电子数据库。 

 

• SFS文献收录始于1907年，来源于一万多种主要期刊，文献
收录占世界化学化工类总文献量的98%。 

 

• 内容涉及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化学、材料化学等
化学各分支学科及遗传学、免疫学、药理学、毒理学等医
学类相关学科。 

 



主题 机构名 专利号 作者名 

俗名 结构，亚结构 分子式 官能团 相似结构 

文献 

反应 物质 



  Caplus（化学文摘数据库）： 

       包含了1907年以来CA印刷版的所有内容，同时还收

录1907年以前的上万条记录。 

       3400万条文献信息 

       上万种期刊和63个专利发行机构的专利（含专利族）

会议录、技术报告、图书、学位论文、评论、会议摘要 

       日更新4500条以上的记录 

概述—主要分支数据库 



Caplus中的索引词帮助解决各种描述歧义问题 

   文献检索过程中经常遇到同义词、近义词、单复数、不 

同时态情况。 

   教育背景不同，语种不同，全球科研人员对同一概念的 

描述不同。 

   Caplus中的Index term是一种标准化的检索词，配合智

能化的检索模式，保证检索的全面性 

 

概述—主要分支数据库 



   CAS Registry（CAS登记号数据库）（Pre 1957-） 

      世界上最大的物质数据库 

      6600万有机无机物质 

      无机物、有机物、聚合物、混合物、合金、核酸蛋白

质序列等 

      所有具有CAS No 物质 

      日更新1.2万个物质 

      包括大量实验数据、预测数据以及物质标签和图谱 

 

 

概述—六大分支数据库 



   CASReact（化学反应数据库）： 

       源自61专利机构和上万种期刊 

       包含有机、有机金属、无机、生化反应 

       4170万单步，多步反应 

       1400万制备信息 

       世界上最大的更新速度最快的反应数据库 

概述—六大分支数据库 



概述—六大分支数据库 

   MARPAT（全球专利文献中的Markush库）： 

    >92.7万专利中的有机、有机金属结构 

    回溯至1961年    

    MARPAT帮助最大程度的找到结构相关专利文献 



SciFinder登陆后主界面 

选择检索方法 

保存过的结果集 

邮件提醒结果集 



2.检索技术 

  布尔检索和词位检索 

  截词检索 

  同义词和近义词检索 



检索技术—布尔检索和词位检索 

        使用介词（如 at、by、in、of 、for、to等 ）或冠

词连接检索词，组成短语。 

 

      使用Not或者Except去除一个特定的概念 



检索技术—截词检索 

       系统能自动识别全名和缩写、名词的单复数、动词

的不同时态，自动进行截词处理，不需人工截词。 

 

      例如：输入“ treat ”，系统可自动进行截词运算，

检出treatment、treating、treated和treat。 

 



检索技术—扩展检索 

        系统能对输入的检索词自动进行同义词、近义词的

扩展检索。 

 

      将概念的同义词，写在括号内 

 

      例如：输入 “ preparation ” ，系统除检出

preparation，还能检出manufacture、synthesis。 

 



3.检索方式-文献检索 

选择检索方法 

提前限定出版年限、文献类型等 

输入检索式 



• 可以暂不考虑英文检索词词的单复数、时态等 

• 使用介词来连接检索词 

检索实例： 

搜索主题：印染废水中聚乙烯醇的处理技术 

 

关键词：聚乙烯醇       PVA 

        处理           treat 

        废水           wastewater 

  

 



使用介词连接检索词 



1.“concept”表示：SciFinder 检索系统自动把检索词的名词单复数、英美文

法上的差异、该词的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形式等进行扩展。 

2.“closely associated with one another”表示检索词同时出现在一句话中。 

3.“present anywhere in the reference”表示检索词同时出现在一段话当中。 



remove duplicate 

查看物质信息及被引
用文献信息 



引文排序，迅速查看被引
次数最多的文献 



• 11种分析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细化了解课题。 

系统分析功能 



• 作者分析，了解本领域， 

•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人员。 

组织机构分析，了解本领 

域的核心研究机构 



语言分析，了解该课题 

主要研究地区 

出版年份分析，了解
该课题主要研究时期。 



出版年限分析-了解课题近年发展趋势 

依据出版年排序，选择 

想要输出的年份前划勾 



以PDF格式输出 

 



以Excel格式输出 



Excel导出数据做图 



主题检索： 具有抗癌作用的天然活性成分            

关键词： Natural Active Component 、 Anti 

Cancer 





Index Term基于内

容的分析工具，发现

natural products, 

Pharmaceutical 这

个和天然活性成分很

相关的词 

 





 

7种分析限定工具 

 

返回之前的
检索结果 



获得专利文献 

 √ 

文献类型分析，快速 

获得专利、报告、综 

述等特定类型的文献 



点击文献标题，阅读单篇文献详细信息 

文献摘要信息 

专利信息 

文献详细著录信息 

重要概念索引 



Categorize系统分析工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与二级目录相关的
Index Term 

可以选择感兴
趣的内容，用
于文献的筛选 



          结果保存 
Save：将检索结果保存到
SFS系统内部 
 
Export：将检索结果保存
到桌面 
 



Citation Manager:保存成RIS格式，用于EndNote的文献管理工具。 
Offline Review：保存成PDF、RTF格式，用于脱机浏览。选择summary
可保存500条记录，选择detail可保存100条记录。 



文献检索小结 

• 检索主题时用介词连接检索词。 

• 检索结果项，应尽量选择含“concepts”和“associated 
with”项。 

• 可通过Refine和Analyze项缩小检索结果范围。 

• 使用Categorize可将检索结果按不同主题分类。 



检索方式-物质检索 

• 五种物质检索方式： 

• 结构检索 

• Markush检索 

• 分子式检索 

• 性质 

• 分子标示符检索 



可以通过输入物质的名称、CA号、俗名、商品
名进行检索 
规则：1.每次最多可输入25个物质名称，每行
1个。 

Vinyl alcohol 



Scifinder中的物质信息 

详细列出“乙烯醇”的文献数量、化
学反应、销售厂商、法规信息 

References 

Reactions 

Commercial Sources 

Regulatory Information 

谱图 

化学实验性质 



只了解一个化学结构式，怎样获得具体的物质信息？ 

点击画图版来进行结
构输入，初次使用时
需要安装Java插件 





三种结构检索方式： 

精确结构检索 

亚结构检索 

相似结构检索 



精确结构检索 



亚结构检索 

亚结构检索 

查找特定母 

核结构的一 

类物质 





获得与物质有关的 

文献、反应、商品 

信息。 

分析限定工具 



物质检索分析工具 

了解物质的研究情况 了解物质的商业来源 



物质检索限定工具 

. 

  可精选物质的熔点、 
沸点、PH值等信息 



精炼指定处 

（问号处）所 

带的元素 



相似结构检索 

想要合成一种设计的新物质 



检索结果为0，新物质，未合成过可通过相 
似物质的反应，得到新物质的合成可能性。 





相似度越高，结构越相近 



取代基不同 

取代基和位置不同 

母核结构不同 



结构检索小结 

精确结构检索： 
  获得物质的盐、聚合物、配合物等，母体结构不能改变，     
  不能修饰 
 
亚结构检索： 
  所画的结构必须存在，母体结构不能修改，但可以修饰。 
 
相似结构检索： 
  母体结构可以修改，可以修饰，相似度来控制获得的结果。 



检索方式-反应检索 





精确物质检 

索获得特定 

的物质反应 
 



可以提前设定反应溶剂 

和不参与反应的官能团 





反应结果分析 

催化剂分析，用于找 

到经济有效的催化剂 

实验过程分析，用于找 

到描述实验过程的反应 



查看实验过程 



获得反应中心相似的反应 



Broad：紧反应中心相似 

Medium：反应中心及附属原子和健 

Narrow：反应中心及扩展的原子和健 

 

 



补充问题 

并发用户已满，请稍后再试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请在username处填写，截图，并与图书馆联系 



补充问题-Markrush检索 

Markush检索-初步的专利评估 



Markush直接返回保护了该结构的专利 

获得专利原文 



与所查专利保护单体进行对比 



补充问题-聚合物检索 

输入聚合物名称方式：聚合物括号表示，组分间用
点分开，括号外用x表示。 

 

 

 

 

 

 

例:(C4H6O2.C2H3Cl.C2H3F)x 

 



调查问卷 讲座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