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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xys資料庫助力 API藥物相關訊息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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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方藥相關背景知識簡介

 Rosuvastatin及其鹽類相關訊息檢索
 Rosuvastatin 鈉鹽相關性質搜尋及其合成路線圖構建
 Rosuvastatin 及鹽類相關文獻+專利訊息通用搜尋方法
 Rosuvastatin 及鹽類特定文獻+專利訊息搜尋

 總結及 Reaxys其他功能簡介

概要



處方藥

• 處方藥：是經醫師診斷，確定病因後開立處方箋，才能到
藥局拿到藥品使用，藥局沒有醫師處方是不能販賣醫師處
方藥（例如高血壓、糖尿病用藥、抗生素等）。

• 指示藥：可以由醫師、藥師或藥劑生來指導民眾使用，購
買時不需要有處方箋（例如普拿疼、胃藥（制酸劑）等）。

• 成藥：不但不需要醫師處方箋，也不必經過藥師、藥劑生
指示，民眾可以自行選購，但使用前須詳細閱讀藥品說明
書與用法用量（例如綠油精與萬金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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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tshb.gov.tw/files/14-1000-812,r14-1.php?Lang=zh-tw

http://www.ttshb.gov.tw/files/14-1000-812,r14-1.php?Lang=zh-tw


學名藥（小分子藥物）的開發

• 上述所提的專利權保護，一般可能包含：

• 1. API 分子相關性質（物化性質，光譜，生物活性）

• 2. API 化學合成步驟（設計合成路線圖）

• 3. API 晶型（相關文獻及專利）

• 4.配方（相關文獻及專利）

• 5.製程工藝（相關文獻及專利）

• 這些專利會陸續地申請，以延長此藥物在市場的獨享權，
一旦 API分子的專利過期，便可開放學名藥進入市場，但後
續仍有其他專利尚在保護之下。

• 因此，欲開發學名藥則須繞過其他專利的保護，以下將以
Rosuvastatin 為例進行分子與晶型的資料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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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鹽類

• API 型態的專利，常常無法單獨使用，因此必須結合其他化學分子，
這些化學分子的存在通常是為了增加藥物的穩定性或強化配方。
因此，API 專利權人一般會申請以 API 與結合其他分子的專利，以
保護其發明。

• API 最常見結合分子的種類，即以鹽類型態呈現；例如，Sterline
可以與 Hydrochloride結合而形成 Sterline hydrochloride鹽類。雖然
Sterline hydrochloride可以強化配方，但以專利保護範圍而言，
Sterline hydrochloride範圍較 Sterline 為小，因為如果專利權人可取
得 Sterline 專利，當 Sterline被加入任何形態的鹽類，都落入
Sterline專利保護範圍，但是如果取得 Sterline hydrochloride 專利，
則只有 Sterline hydrochloride 一種鹽類會構成侵權，對於學名藥廠
商而言，只要迴避 Sterline hydrochloride 鹽類，例如嚐試使用
Maleate 或 Succinate 等鹽類結合 Sterline，都可以避開專利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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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鹽類

• 由於生技製藥產業開發成本甚高，在新藥探索及研發階段採
取創新策略以加速藥物的研發時程，可降低開發成本。新藥
能夠成功上市與許多關鍵因素息息相關，例如候選藥物之生
體可利用率（Bioavailability）即為重要的評估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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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ews.nhri.org.tw/enews_list_new2_more.php?vol
ume_indx=466&showx=showarticle&article_indx=9125

鹽類為常見的藥物型態（約佔市面上藥物的 50%），其中一個
原因係為一般的藥物常面臨溶解度（Solubility）極低的情形，
進而導致生物可利用率（Bioavailability）很低，而API鹽類通常
會有較佳的溶解度；另一原因為鹽類可視為是一個新的 API (新
的活性藥物成分－即新的藥物），因此學名藥的開發也需要特
別注意此方面。以 Crestor® 冠脂妥為例，市售的是 Rosuvastatin
calcium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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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uvastatin

• 2016 年台灣健保給付藥品申報金額第一名

• 美國藥品銷量排行榜的第四名

• 中文名：瑞舒伐他汀

• Crestor® 冠脂妥（降膽固醇藥）的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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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70223/2417616



Crestor® 冠脂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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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strazeneca.com/content/dam/az/Country-
Sites/Taiwan/Medicines/CRESTOR-FC-Tab-5mg-10mg-20mg.pdf

https://www.astrazeneca.com/content/dam/az/Country-Sites/Taiwan/Medicines/CRESTOR-FC-Tab-5mg-10mg-20m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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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前述的背景簡介，要進行 Rosuvastatin藥物相關研發，在初期至
少要快速進行以下訊息的搜尋

1. 該化合物及其鹽類在專
利+文獻中公開的各類性
質和圖譜鑑定

2. 該化合物及其鹽類的合
成方法

3. 該化合物及其鹽類已公
開的各類文獻+專利

4. 該化合物及其鹽類特定
門類的文獻+專利

Rosuvastatin所需搜尋訊息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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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uvastatin 及鹽類分
子性質訊息搜尋及其合
成路線圖構建



鹽類分子搜尋

• 在 Quick search，以 “Rosuvastatin”的分子式並勾選鹽類+電
荷異構體作為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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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並輸入化合物名，
CAS號等導入具體結構



預覽界面

• 搜尋後，點選第一項物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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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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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發現除了鈣鹽之外，還有鈉鹽的存在，後續的物質搜尋結果也有些其他
不同的 Rosuvastatin 鹽類

 在每個化合物的視圖中間區域能找到相關的所有數據，物理化學性質，生
物活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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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數據展示-物化數據

不但能夠展示具體數值，還能快速找到對應
原文出處

Rosuvastatin鈉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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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數據展示-光譜數據

摘錄出原文中提供的具體核磁化學位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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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數據展示-生物活性數據

當購買了 Reaxys 完整版（額外藥
化模塊），生物數據會顯示具體
數據或者描述，而不僅僅是數據
原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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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路線獲取

當鼠標移動至化合物結
構圖片時，更多選項會
自動出現。其中包
含 ”Synthesize”即是合
成路線生成。點擊會出
現 ”手動”和 ”自動”不
同的合成路線設計方式。

1.選擇 “Manually”會提供該化合物為
產物的一步反應的所有反應條件供選
擇建立合成路線圖

2.選擇 ”Autoplan”會根據系統預設值
自動建立合成路線圖

以手動設計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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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路線獲取-手動設計合成路線
 當選擇 “Manually”后，以鈉鹽為產物的最近一步報道過的合成條件出現供選擇

當選擇好所需條件
以後，點擊建立合
成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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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路線獲取-手動設計合成路線

點擊查看反
應的具體操
作步驟

鼠標懸停在結構圖上，
按照相同方法繼續擴
充合成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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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uvastatin 及其鹽
類分子文獻+專利訊息
通用搜尋及快速分類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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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uvastatin及其鹽類文獻訊息分析
 按照之前的方法搜尋出 Rosuvastatin及其各種鹽類以後，可以直接點擊下圖位置跳轉
到相關報道過的 “文獻+專利” 結果集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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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uvastatin及其鹽類文獻訊息分析
 此頁面包含與 Rosuvastion及其鹽類結構相關聯的文章雜誌和專利訊息，可以通過頁
面視圖左邊的 “Filters”快速地篩選更想瞭解的文獻。例如：Index Terms (Reaxys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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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於雜誌的文獻訊息快速分類

點擊‘More’可以
展開二級菜單幫助
使用者快速分類文
獻

例如：Rosuvastatin及其鹽類 ”晶型鑑定”相關文獻訊息，
分類方法：More➤ physico chemical analysis methods➤
crystal structure determination➤ Limi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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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信息快速獲取

 通過左邊的 “Filters” 能夠快速地分離文檔結果集中的 “文獻” 和 “專利”，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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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信息快速獲取

 Document type可以快速把文獻搜尋結果集中的專利集
合分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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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結果展示

 Reaxys會把來源與 7 大專利局的專利中內容進行摘錄，便於使用者查看

 Front Page Info 
給出了來源與
“歐洲專利局” 的
”專利族號” 能夠
在藥品專利佈局
方面予以應用

 Full Text 給出了
原文鏈接，方便
搜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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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原文鏈接展示

點擊自動跳轉原文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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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uvastatin 及其鹽
類分子特定文獻+專利
訊息搜尋（晶型，製劑，
製程工藝等）



指定分子Markush結構相關專利快速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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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獲取Markush通
式包含該鈉鹽分子的
相關專利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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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型相關文獻+專利獲取
 “Query builder” Reaxys的自定義檢索條件編輯界面，可以手動組合各種訊息搜尋功
能，達到嵌套搜尋的效果。如：”結構式（包含鹽類）+關鍵詞”檢索

選擇搜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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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

 “結構式+關鍵詞” 只得到 16 篇文獻及 4 篇專利，結果偏少。考慮到有些文獻並不一定
包含 Rosuvastatin 及其鹽類分子的結構圖，所以考慮用關鍵詞組合進行補充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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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組合搜尋晶型相關文獻+專利

 關鍵詞組合檢索時，使用邏輯符號 “AND” 鏈接表達：兩個關鍵詞要同時出現在文獻
的 “標題”，”摘要” 或者 ”索引詞集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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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

 通過關鍵詞組合搜尋，得到 80 篇晶型相關文獻+專利。還可以把這個結果集與之前
“結構式+關鍵詞”搜尋結果融合在一起，便於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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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結果集

 “Query builder” 中的 “History”會臨時保留搜尋結果，可以點擊融合不同結果集合

邏輯符號 “OR”表示將兩
個結果集合中不重合的文
檔融合在一起➤ ”並集”

再次搜尋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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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展示
 將 80 篇文檔與 16 篇文檔融合以後，去除掉重複的文檔，最後檢索出 Rosuvastatin
及其鹽類晶型相關的文獻+專利一共 84 篇，便於查看和導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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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型相關文獻+專利訊息搜尋
 同樣的方法，對 Rosuvastain及其鹽類劑型相關文檔進行搜尋。

”結構+關鍵詞”➤ ”關鍵詞+關鍵詞”➤ ”融合結果”，盡可能全的搜尋相關訊息的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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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組合檢索

 關鍵詞組合搜尋時，不同的 API藥物可能有多個名稱，有時需要用不同名稱進行
多次組合搜尋，再合併結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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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型相關信息融合后結果展示
 融合後劑型相關文檔 338 篇，通過之前介紹的 “Document type”可以分離出文獻或者
專利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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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 Reaxys能夠幫助使用者便捷的搜尋 API藥物及其各異構體的
相關性質和文獻。

• Reaxys資料庫包含了來源與 16000+期刊的文獻內容，7大
專利局的專利訊息，並對各文獻中的關鍵內容和數據進行
了摘錄。

• Reaxys資料庫還提供了各種類型的分類工具幫助使用者快
速的分類，篩選數據，也可以運用特定的搜尋技巧快速的
搜尋特定的文獻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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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h結構搜尋 SAR構效關係分析

靶向新藥的輔助設計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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