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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llis for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综合性竞争情报数据库） 

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化学、生物学、药理学数据库） 

Newport  Premium 

（全球仿制药/原料药/中间体的销售、研发和专利信息数据库） 

Cortellis for Clinical Trials  Intelligence（临床试验情报数据库） 

Cortellis for Regulatory Intelligence（药政法规情报数据库） 

METACORE（数据挖掘与分子通路分析），METADRUG（系统药理学平台） 

Drug  News（药物新闻） 

Thomson Innovation (专利信息） 

为药物开发的不同阶段提供更多产品 

仿制药 基础研究 早期发现 临床前研发 Ph1-3 注册报批 上市 



图书馆主页查看数据库登录链接
http://lib.cpu.edu.cn/databases-index.htm 
收藏数据库网址：integrity.thomson-pharma.com 

1、进入图书馆主页-数字资源-试用
数据库 
2、找到汤森路透Integrity数据库 
3、按操作步骤登陆使用 
4、收藏数据库网址 



Integrity.thomson-phar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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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 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数据库简介 

• Integrity解决如下问题 

– 动态监测新分子实体和新靶标 

– 快速概览特定领域的研发进展和布局 

– 选题立项评估药物品种的综合状况 

– 比较药理学活性进行结构式优化 

– 一站式概览疾病综述和主流药物 

– 设置专属Email跟踪获取更新内容 

• Q &A 



6 

提纲 
• 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数据库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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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  
–整合的科学性信息 

• 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专注于药物研发情报，包含

441,800种具有药物活性的小分子和生物药，全面整合生物学

、化学、药理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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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  
–整合的科学性信息 

Company Confidential – For internal use only 8 

• 获取信息以支持决策，降低早期研发风险 

• 服务于医药研发全过程的信息平台 

• 为药物研发项目提供及时、准确的相关信息 

特点： 

－ 事实型数据库 

－ 针对药物研发 

－ 每天更新 

－ 信息准确 

－ 专家意见 

－ 深度索引、高度关联 



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 数据库主要内容 

药物（包括化药与生物药）  441,834( 404,723化学结构式数据 )  

药物靶标以及发病通路图  2,564 药物靶标  

药物/疾病相关的基因组学信息  34,325 相关基因  

化学合成 26,851合成路线 

药理/毒理试验数据  1,671,149药理/毒理 

药代动力学/药物代谢试验数据  661,051药代/药动  

疾病相关的综合性评述  149疾病综述 

临床试验方案/结果  237,779临床试验 

研发单位 15,134家企业或研发机构 

文献期刊及会议 1,841,482个记录 

专利文献 276,019个专利家族 

实验模型 29,758实验模型 

数据采集截至：2014年11月6日 



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帮助您 

• 监测国际最新研发动态 

– 及时获取国际上的研发新闻 

– 跟踪早期药物研发产品管线 

– 了解药物开发全貌和 靶标、合成等最新进展 

• 药理学实验数据比较 

– 寻找具有某药理学特性的相关药物 

– 比较同一领域/类似结构等药物之间的药理学活性 

• 靶标进展报告和通路图 

– 了解某一靶标的研发进展、研究领域、作用机理等 

– 促进药物设计及基础机理的研究 

• 疾病综述 

– 了解疾病信息、靶标、目前上市药物/治疗方法等 

– 申请基金或课题时作为课题背景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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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https://integrity.thomson-pharma.com/ 

常见问题、检索实例、视
频课程和快速指南 



快讯区 

当天新发生的新闻 

当天新发布的重要专利 

行业会议发布的最新信息 

新闻日报：当天新闻 



雷根内克斯的胸腺肽beta 4
收到孤儿药物认定 

新闻日报：当天新闻 

FDA授予Bavituximab二线治
疗非小细胞肺癌快速审批通道 



雷根内克斯生物制药公司已收到FDA的孤儿药
认定：胸腺肽beta4对于神经营养角膜病的治疗 



一周新出现的具有治疗作用的新化合
物或靶标 
一周出现的重要的研发状态改变事件 

一周具有潜在治疗前景基因相关研究 

一周新发布的专利情况 

一周在生物医学论文与会议中被引用
的临床试验研究 

本周视点 

新闻周刊：本周视点 



加速发现：最近新公布的具有活性的新分子实体 



紧密跟踪：汇总药物研发阶段的改变 



追踪最新收录的靶标 
 
 

进入检索中心-靶标检索 



查看最新收录或更新的靶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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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药物数量较少的的则为目前研究不多的较新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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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概览特定领域的研发进展和布局 
 
• 肝癌领域的当前在研药物研发进展和布局 

• 结构式检索举例 

 



选择相应的检索限制条件：Condition 
可根据需要设定多个条件，如天然产物来源等 
 

 



 
从标准词表索引选择检索词，让检索更全面准确 

 



431个肝癌相关的药物记录 



概览药物的研发状态：Filter by Statistics 

 

检索结果进行分析：药物
技术类型；药物来源；治
疗领域；作用机制；研发
机构；研发阶段；药物靶
标；给药途径等等 



 

研发阶段分析：概览领域内最新进展 

可进一步过滤感兴趣的内容 



 

靶标分析：431个药物对应222个靶标 

概览本领域热门和悄然兴起的靶标 



 

药物类别分析：洞悉热门和新兴技术及各类药物目前的状态 

寡核苷酸，多肽，基因治疗，反义治疗，癌症疫苗，溶瘤病毒，
重组蛋白，人源化单克隆抗体，siRNAs，基因定向酶前药治疗等 



 

研究机构分析：了解同行和竞争者的目前状态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法伯癌症研究所，
南京大学，梅约医学中心，辉瑞，百时美施贵宝，中科院等 



 

天然产物药物来源分析： 

植物类；动物类；海藻类；细菌类；真菌类药物 



 

药物的天然产物来源名称分析： 

甘草、黄芩、柴胡、薏芢、芍药、人参、半夏，金丝小枣等 



按照结构式查看药物列表 

 

点击查看药物报告 



以Erlotinib为例查看药物报告 

 



以Erlotinib为例查看药物报告，销售额数据 

 



易于打印的药物综述报告 

 



更多药物相关的详尽信息，点击即可获取 

 



查看和Erlotinib结构相似的在研药物 

 



查看类似结构药物，调阅比较药理学活性数据 

 

链接到相关信息，专利，文
献，靶标，药理，药代，临
床试验等信息。 



所有与上页药物相关的信息经过归类整理如下 

 

相关的：药物；专利，药理／毒理试验数据；药代动力学试
验数据；临床试验；相关靶标及路径；合成路线；代谢途径；
公司相关信息；疾病总结；生物标志物 



药理学活性数据，可以按照多种条件过滤比较 

 

检索结果进行分析：可以
按照实验活性、药理学活
性、参数、实验材料、实
验方法等等 



比较不同化学结构的药理学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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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SAR及具体的活性数据，指导结构式优化 

 



方便导出整理好的表格，比较更容易 

 



快速概览特定领域的研发进展和布局 
 
• 肝癌领域的当前在研药物研发进展和布局 

• 结构式检索举例 

 



Integrity结构式检索 

47 

除了Genomics/Targets & Pathways 
和Biomarker模块之外，均可结构式检
索。点击Structure Search打开结构式
检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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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ity结构式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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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式检索指南 

Integrity 兼容4种结构式编辑器： Symyx Draw, 

Symyx MDL ISIS Draw, ChemAxon Marvin 

Applet and CambridgeSoft CS ChemDraw 进

行结构式检索。点击相应的链接选择最适合您的

结构式编辑器。另外，您可以在这里找到下载

Chemdraw插件和订购SYMX 编辑器的链接。 



切换结构式检索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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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式检索插件切换及下载 
注：第三种ChemAxon 是基于在线的插件，无需另行下载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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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结构式检索插件 

下载第三方结构式检索插件 



化学结构式检索 

双击白色检索框打开                    
画图面板 

添加至检索框 



可以是最终产物，
也可以是中间体  

可以与其他条件一
起组合检索式 



进入Knowledge Areas-Organic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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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结构式检索 



画出结构式，或插入以前保存的结构式，以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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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白色检索框打开                    

画图面板 

添加至检索框 



包含萜子结构为中间体的合成路线298条，调阅终端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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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帖子结构为中间体的合成路线298条，调阅终端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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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阅和这些路线有
关的终端药物 



查看终端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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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终端药物所
处阶段进行分析 

使用Filter by查看终端药物所处阶段和所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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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药物所处阶段分析 



分析拥有II期以上临床药物的公司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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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终端药物所
属机构进行分析 



机构组织分析： 

台湾长庚大学；中科院；浸会大学
医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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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Brifiefings左边直接查看或右边检索 

 



药物报告直接链接查看疾病综述 

 



 
 
了解疾病研发历史、重要靶标、主流药物、治疗方
法等，申请基金或课题时作为课题背景信息来源 
 • 肺癌的流行病学数据 

2008年，全球新增160万肺癌病例， 140万死亡病例，死亡-发病比率高
达0.87。肺癌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癌症。2008年，新增病例发展
中国家占55%。 

作为吸烟大国，中国拥有3亿5千万烟民和7亿4千万二手烟人群。预计到
2025年，中国每年死于肺癌的人数将达200万。 



• 与肺癌治疗相关的代谢通路和重要靶点 

 
 
 
深入研究疾病相关靶标通路，指导药物开发和设计 



治疗肺癌主流药物，主要机构/公司 

 USD 15295  



肺癌的各种指南 

 



精选的肺癌相关的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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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检索式的跟踪，跟踪符合条件的新记录 



 



 基于检索结果的跟踪，跟踪某些记录的最新变化 



该药物的最新研发状态的
改变；新的治疗领域的发
现；新的研究机构的介入；
新的专利的产生等等 



特定报告中设置跟踪：Options-Keep me posted 

 





 
最近24小时内的
检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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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前沿博客 
来源于汤森路透生命科学专家的行业见解、评论和前沿动态 
 http://lsconnect.thomsonreuters.com  
  
  

http://lsconnect.thomsonreuters.com/


 

更多增值服务 

• 下载行业报告：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reports-whitepapers/index.shtml 

 

• 数据库使用培训课程：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training/index.shtml 

《仿制药发展动态》 《药业新观察》 《焦点》 

• 关注“汤森路透生命科学与制药”官方微信 

扫描二维码   或 搜索“汤森路透生命科学与制药” 

《化学前沿》 《临床试验进展》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reports-whitepapers/index.shtml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reports-whitepapers/index.shtml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reports-whitepapers/index.shtml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reports-whitepapers/index.shtml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reports-whitepapers/index.shtml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training/index.shtml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training/index.shtml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training/index.shtml
http://weibo.com/u/3204664833


谢  谢！ 

张慧 

产品与方案解决专家，生命科学事业部 

汤森路透  

座机: +86 10 5760 1306 

手机: +86 13770529090 

h.zhang@thomsonreuters.com  

 

mailto:h.zhang@thomsonreuter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