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larivate Analytics Integrity 可以帮您通晓：

疾病领域

靶点机理

化合物

INTEGRITY

及时

获取最新早期药物研发

进展

准确

收录所有参考文献，并

经专业人士加工核准

全面

一站式数据库资源

·疾病基础医学及市场数据；

·流行病学调研数据；

· 诊断方法及信息；

·治疗手段及方法；

·治疗药物研发及产品管线；

·最新作用机理、靶点的发展；

·流行热点靶点分布；

·靶点机理认证阶段；

·相关药物管线进展；

·药物研发相关生物标记物；

·化合物的基础科研数据；

·药理、药代、毒理数据；

·化合物构效关系；

·化合物全合成路径、相关文献及专利；

·动物实验模型数据；

Clarivate Analytics Integrity
站在医药研发最前沿，事实型早期药物研发

情报平台

近年来我国的药物研发水平突飞猛进，已经从简单的仿制药研发，经过了“改剂型”等简单创新，向着仿创（me-too,me-better）
的方向迅速提升，并已经开始了创新药物（best-in-class, first-in-class）的研发。在仿创、创新药物研发的科研活动中，基

础数据通常可以为科研人员提供关键性线索，为推进药物研究里程碑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直接服务于提升药物的疗效并

降低毒性的临床前及临床试验的研究工作。

在新药研发的每一个关键阶段，Clarivate Analytics Integrity 都可以帮助您沙里淘金，用前人研究的大量数据支持您的决策，

定位您的研发维度，赢得基金支持，提高转化效率。Clarivate Analytics Integrity 从浩如烟海的科技信息中，抽提、梳理、整

合靶标的全面信息，帮助您了解靶标参与的疾病代谢通路、当前在研药物及最新进展、靶标作用机理等，为您的机理探究和

药物设计提供有力支持。药物研究的过程，可以总结为疾病领域的研究，靶点机理的研究以及相应化合物或生物活性物质的

研究。无论在研究单位（大学或研究所）还是在工业企业，药物研究工作者都在围绕着这三方面进行着不断的探索与实验。

作为研究的基础， Clarivate Analytics Integrity 可以迅速的挖掘与这三个阶段相关先验知识、科研数据及信息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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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是 ......

药化学家：筛选有药用前景的化合物，并进一步进行优化，提高疗效

生物学家：探索药物靶点 / 通路的药用价值；筛选有药用前景的生物药

药学学家：深入研究药代、药理、毒理试验数据

临床医学家：探讨疾病的发病原理 / 途径，了解流行病学调查数据



以下通过对“乙型肝炎”适应症方向的信息挖掘，展示 Clarivate Analytics Integrity 对于药物科研、药物研发

的价值与作用。Clarivate Analytics Integrity 可以在以下方面帮助您：

流行病调研数据涵盖，疾病分类，发病率、患病率、诊断率、用药率、死亡率等等。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乙肝就已经被
认定为严重的病毒感染了，但直到
1960 年代，乙肝病毒才被确认。

欧洲人均治疗费用：
1,254-1,512 欧元。

疾病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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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tis B- 乙型肝炎”的疾病综述

乙肝领域基础数据

相关药物

预防

最新新闻

诊断

相关靶点

治疗

相关网站资源

治疗指南

全面了解一个治疗领域
为立项申报提供背景材料
促进综述文章的广度和深度

 病毒结构和生命周期
 传播
 疾病历史、发病率、死亡率
 流行病学
 HBV-HIV 的协同感染
 治疗费用

 抗病毒疗法：

干扰素

病毒酶抑制剂

抗病毒药物的抗药性

 非特异性免疫

 天然化合物疗法

 移植

通过业内专家撰写的疾病综述，快速了解全球疾病概况和相关在研药物的最新进展，进行药研项

目的课题定位，赢得研究基金的支持。包括：由业内专家撰写的疾病综合评述，疾病发现的历史、

发病原理、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治疗费用、诊断方法、预防方式、治疗方法汇总；疾病涉及的

靶点与代谢通路、最近新发布的相关重要文献概要；相关重要站点、治疗指南等。



在疾病综述中，可以简单的搜索出与治疗乙肝病毒相关的药物。而且，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过滤与筛选（Filter 

by Statistics）的功能对于数据进行分析，并生成一系列的分析图表（包括：研究进展、研发组织机构、适应症、

产品分类、上市时间等等），进而概览该领域整体药物研发。

研发阶段、研究靶点、化合物分类及来源等

以“HBV”为适应症在 Integrity 数据库中检索到 940 个化合物

了解乙型肝炎的研究化合物研发阶段
分析该领域已上市药物的全景信息
对临床 II/III 期药物的研究进展随时追踪

通过数据分析找到热门研究靶点
就同靶点的系列化合物进行集中分析研究
根据不同靶点药物的研究进展判断靶点前景
就某重要靶点了解其全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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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编辑抽提整理事实型试验数据，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药理学活性、药代动力学的比较，

筛选、优化有前景的活性分子，评估药研项目的未来前景。通过药物靶标研究的最新进展，有

目的地设计、筛选、评估药物。增加药物的靶标特异性，最大程度地降低毒性、提高疗效，并

进行客观评估。

Clarivate Analytics Integrity 中对于靶点的评价（认证）程度，对于了解靶点的发展及作用机理在业界的认可程

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靶点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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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体

宿主细胞

胞内生理过程

胞外生理过程
已被认证或未
被认证的靶点

NF-kappa B
靶点

V Validated：有活跃（UAD）的药
物在临床前及之后的阶段。

E Exploratory：药物都在活性测试
阶段。

C
Candidate：有活跃（UAD）的
药物在临床前及之后的阶段，但
目前处于不活跃阶段（NDR）。

在胃肠道疾病中：
有 9 个药物在 V 状态；
有 8 个药物在 C 状态；
有 4 个药物在 E 状态；
说明 NF-kappa B 在胃
肠道疾病的研究中已经
获得了较多认可。



靶点记录收录了和靶点的所有药物相关信息：

以 NF-kappa B 为作用机理的药物研发纵览：

NF-kappa B
涉及的所有适应
症、治疗领域

NF-kappa B 相关药物：
有 71 个药物在 V 状态；
有 47 个药物在 C 状态；
有 49 个药物在 E 状态；
说明 NF-kappa B 已经是
一个在各个治疗领域中
很成熟的靶点，也是研究
热点。

艾滋病

皮肤病

癌症
心血管疾病

内分泌失调

乙型肝炎
丙型肝炎

5

NF-kappa B 靶点记录

NF-kappa B 分类

NF-kappa B 的信号通路

NF-kappa B 的相互作用

NF-kappa B 为靶点的药物在
研及上市的重点产品简述。

NF-kappa B 为靶点的药物名称、
原研公司、研究进展情况。



恩替卡韦药物的发展历史列表：

通过全球汇集来的药理 / 药效、药代、临床试验数据，客观评估药研项目的未来前景。药物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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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cavir-“恩替卡韦”的药物记录

最新更新时间

通用名

结构

所属治疗领域 

原研公司

里程碑事件
发生时间

里程碑事件
内容

上市品牌及
适应症

药物研发或上市国
家及研发机构

恩替卡韦的药物研发历史



通过系统集成的数据可以迅速生成 QSAR 构效关系图。

相关实验模型

药动、药代数据 全合成路径 临床实验数据 药理、毒理数据

动物模型、种类、靶点、
药物、文献出处

AUC，PK，模型，文献出处

文字解释、中间体和试剂、
来源出处、相关专利

实验结果、考察指标、
详细信息出处

药物名称、体内体外、
抑制 or 促进，IC-50

共使用 58 个数据进行如下图表分析

快速生成构效关系

与恩替卡韦有关联的所有信息记录，包括靶点、文献、专利、合成、药理、药代、毒理、药物综述等。

药物 靶标及通路

文献 专利

生物标记物 生物药序列或基因组

化学全合成路径 药理、毒理数据

药动，药代数据 临床实验

药理实验模型

结构 分子机制 实验材料
研究对象

检测方法 数值 出处

公司、研究单位信息 疾病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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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vate Analytics Integrity 广泛收集来自期刊、文献、会议、专利、新闻发布中出现的具有治疗作用的化学 /

生物物质的基础上，与这些物质的临床前 / 临床试验数据建立关联，加速“药物发现”阶段向“临床应用阶段”

的转化过程。

随时跟踪关注领域在研项目的全球最新进展，确保最前沿的全球视野，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世界

新进展的基础上。
跟踪

 动态

Email-Alert ：
快速生成邮件提醒

内容更新原因

更新内容的链接

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Integrity 中的数据量（信息收集截止 2017 月 2 月 7 日）。

药物（包括化药与生物药）  498,186 ( 453,407 化学结构式数据 ) 

药物靶标以及发病通路图  4,070 药物靶标 

药物 / 疾病相关的基因组学信息  41,904 相关基因 

化学物全合成路径  30,735 合成路线 

药理 / 毒理试验数据  2,100,373 药理 / 毒理 

实验 模型  73,680 个模型 

药代动力学 / 药物代谢试验数据  819,087 药代 / 药动 

临床试验方案 / 结果  308,786 临床试验 

疾病相关的综合性评述  157 疾病综述 

研发单位  2,1603 家企业或研发机构 

文献期刊及会议  2,197,532 个记录 

专利文献  357,682 个专利家族 

注：还有 biomarker 可选模块，包含 34,615 个药物 / 疾病 / 临床试验 / 诊断相关的生物标志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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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融科资讯中心C座北楼610单元

邮编：100190
电话：+86-10 57601200
传真：+86-10 82862088
邮箱：yili1@clarivate.com

网站：clarivate.com

科睿唯安 中国办公室

科睿唯安生命科学与制药解决方案，请访问：
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n/lscn/index.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