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學術機構， 
實現更高智慧的化學研究

*資料來源：一項全球性的獨立調查，調查內容為 Reaxys 在學術市場
所創造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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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學術研究的挑戰 

以下是學術研究人員面臨的六大挑戰，以及將選項評為 
極度艱鉅或非常艱鉅的受訪者百分比。

挑戰
極度艱鉅/
非常艱鉅

耗費大量時間在搜索與篩選相關資訊

找到可信與可靠的資源，以支援創新研究

必須快速發表研究結果

找出經實驗測量的化學數據，而非計算而得的數據 

必須從基本觀念或計畫，更快、更有效地抵達預期結果

包含實際的化合物

可執行廣泛的文獻搜尋

包含大量的反應資訊

傳回相關或可靠的結果

提供物質資料與研究成果

傳回根據大量實驗數據而得的結果

以下是化學研究線上資訊學工具的六大選擇標準，以 
及將選項評為極度重要或非常重要的受訪者百分比。 

必須產出新的、不同的、或高品質的研究結果 



資訊的「質」遠比「量」還要重要 

每個類別均請受訪者評比「質」或「量」的相對重要性。

a. 獨特物質*

b. 反應

c. 實驗特性資訊*

d. 引用文獻

「質」重要

「量」重要

「質」與「量」 
  同樣重要

*由於四捨五入，各項目百分比之總和不等於100%。



Reaxys 專屬功能，保證實用

每個類別均請受訪者評比「質」或「量」的相對重要性。

非常有幫助 / 

有幫助

稍微有幫助

沒有幫助

*由於四捨五入，各項目百分比之總和不等於100%。

a. Ask Reaxys*
一鍵式的搜尋工具，由 Reaxys 解讀 
查詢項目，並且迅速前往具有所需資 

c. Formula Builder
輕鬆建立並搜尋分子式與部分分子 
式。對於無機化學與有機金屬的搜 
尋，此功能更是一大利器。

b. ReaxysTree
階層式呈現化學用語，並且可 
直接於階層搜尋，尤其利於化 
學轉換、化學性質方面的搜尋。 

d. Search Querylets
幫助使用者在500多項的 Reaxys 
領域中，輕鬆搜尋一般或特定的資

Reaxys 的使用頻率
訪問受訪者有關 Reaxys 幫助加速工作程序的次數。

每工作天 每週

訊的 Reaxys 領域。 

訊，並能結合不同項目的搜尋。

1.8 次 9 次



Reaxys 在六大選擇標準的評比結果 

以化學研究資訊學產品的重要選擇標準為考量，請受訪者評比
Reaxys 在此方面的表現。相當高百分比的受訪者，將 Reaxys
評為極度優良或非常優良。

極度重要/非常重要

 極度優良/非常優良

%

%

%

%

%

%

%

%

%

%

%

%

對研究人員的重要

對Reaxys的評比

1. 包含實際的化合物

2. 可執行廣泛的文獻搜尋

極度重要/非常重要

 極度優良/非常優良

極度重要/非常重要

 極度優良/非常優良

極度重要/非常重要

 極度優良/非常優良

極度重要/非常重要

 極度優良/非常優良

3. 包含大量的反應資訊

4. 傳回相關或可靠的結果

5. 提供物質資料與研究成果

6. 傳回根據大量實驗數據而得

極度重要/非常重要

 極度優良/非常優良



Reaxys 與研究程序

學術研究人員表示，Reaxys 在整個研究程序都能派上極大
用場，尤其在構思與實驗研究法方面，Reaxys 對研究人員
更是大有助益。以下是將 Reaxys 在某個研究階段評為極度
有效或非常有效的受訪者百分比。 

化學研究程序的各個階段

1. 構思

搜尋文獻以構思研究主題，
並蒐集全面性的資訊；蒐集
競爭情報；尋找潛在的合作
對象；持續關注目前進展。

分析與總結研究結果；發表
成果；報告；申請專利；儲
存文檔。 

監測競爭回應；注意新資
訊；了解最新的管理規定。 

設計合成策略；規劃最佳路
徑；蒐集有關物理化學、光
譜、生物活性的資料；取得
試劑的定價行情。

2. 實驗研究法 3. 報告 4. 監測



受訪者平均能列舉10項 Reaxys 有助於改善生產力與效率之處。
以下是前12項要點，以及提議該項目的受訪者百分比。

Reaxys 對生產力與效率的貢獻 

文獻搜尋更準確、更快速

深入探討化學物質與反應

可直接連結至原始文獻與資料來源

從原始文獻摘錄資料

加速研究程序

避免重做實驗

不需搜尋多個來源

快速呈現資料

提供可作為研究基礎的資料

快速找出替代的合成路徑

提升研究程序的效率

支援更有效的研究



使用 Reaxys 的學術研究人員，更有信心能為研究目標建立適
當的解決方法。以下的受訪者回答內容，接續的是這段敘述：
「使用 Reaxys，代表著您……」。有許多回答是眾人一致認
同的。以下是最常出現的前5項回答。

運用最準確、最可靠的化學資訊

能夠找到正在搜尋的物質與反應資料

能夠複製結果，因為取得的是實驗數據(而非推估數據)

能夠建立適當的解決方法

實現目標更有效率



94% 的學術研究人員，將 Reaxys 稱為值得信賴的投資 — 
不須高額花費，就能享有 Reaxys 的卓越能力，提升生產力、
加速研究程序。

Reaxys — 值得信賴的投資

極度/
非常值得信賴

普通
值得信賴

稍微/
不值得信賴

學術研究人員的評語 

“Reaxys 減少了在資訊合作與交
  換等方面的不必要成本。＂

   – 博士後研究科學家
 

“有了 Reaxys，我們便能迅
  速找到適當的基質合成反應
  條件。＂

   – 系主任/教授

“Reaxys 幫助我們更快找出
  可以改善構想的資訊。＂

  – 系主任/教授
 

“Reaxys 能從結構化資料庫
  高效搜尋化學反應，這項
  能力非常可貴。＂

   – 攻讀博士或理學碩士
        研究生



請受訪者比較 Reaxys 使用前、使用後的研究時間。 

受訪者表示 Reaxys
有助節省時間。

平均省下的時間

找出相關答案

獲得可改善構想的資訊

建立更佳的合成路徑

共享資料與合作 

節省大量時間

 



熟悉使用 Reaxys 與 SciFinder 的受訪者，評比這二種
研究工具在10項類別上的優越性。 

評比標準
Reaxys 
較優*

SciFinder
較優*

二者
相同

包含實際的化合物**

可執行廣泛的文獻搜尋

包含大量的反應資訊 

傳回相關或可靠的結果

提供物質資料與研究成果

傳回根據大量實驗數據
而得的結果

其他評比標準

• 容易使用

• 反應化學家的實際工作
型態

• 支援決策與計劃制定

• 提升效能與生產力**

*每個評比標準皆有「不知道」的選項；選擇「不知道」的受訪者，不計入調查結果。因此回答可反應
 出確實了解這二種研究工具的受訪者意見。 . 

**由於四捨五入，各項目百分比之總和不等於100%。.

受訪者對 Reaxys 與 SciFinder 
的感想

“有時 SciFinder 無法找出
  所有預期的反應，但 
  Reaxys 做得到。  
    –博士後科學研究人員

“Reaxy 好用得多，介面也更
  好看，學習曲線比較平緩。＂
    –博士後科學研究人員

“Reaxys 對使用者更為友善，
  也就是指我們可以更快找到
  相關資訊。＂
   –博士後科學研究人員

“SciFinder 的搜尋結果呈現
  方式很不清楚，而且 
  SciFinder 似乎比 Reaxys
  更常找出不相關的結果。＂
     –博士後科學研究人員

Reaxys — 通往智慧研究的速效捷徑



Reaxys — 更強大的研究生產力

熟悉使用 Reaxys 與 SciFinder 的受訪者，評比這二種研究
工具在各個研究階段當中，何者更能促進生產力。

學術研究人員將 Reaxys 評為投資報酬率更高的工具

研究階段
Reaxys

更能促進
生產力

SciFinder
更能促進
生產力

二者
相同

構思

實驗研究法

報告

監測

總結所有階段

a.  從大量資料快速傳回相關資訊

b.  產生替代的合成路徑

c. 數據皆經過實驗測量，使用起來更
有信心

d.  加速整體研究程序

e.  有助於開發全新的物質或程序

f.在同類的化學研究資源當中，表現最佳

Reaxys

SciFinder



資訊檢索教育

93%的大學，將資訊檢索定為教學項目。

接受調查的各類別受訪者，具有資訊檢索教學經驗者的百分比

接受調查的各類別受訪者，曾向圖書館員學習資訊檢索者的百分比 

專科教師

圖書館員

研究生

其他學生

專業人員、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人員

博士後研究人員

研究負責人

圖書館員與資訊專家

研發負責人

實驗室助理

系主任

大學部學生



在正式教學中習得的
Reaxys 相關主題

結構搜尋

反應搜尋

性質搜尋

引用文獻搜尋

搜尋與辨識後處理功能

最新功能

資訊檢索教育評比

多數學生認為有接受合適的資訊檢索教育。以下是受訪者評比
各個教學層面的有效程度。

教學人員 

(經驗、解說的明確度等) 

與自身研究的相關性

與自身研究的相關性

支援資訊

整體評比

有效或非常有效

稍微有效或不太有效



受訪者認為資訊類型所具的重要性 

受訪者描述有經彙整與未經彙整資料的相對重要性。

受訪者描述同儕審查論文與專利資訊的相對重要性。

有經彙整的資料較重要 

未經彙整的資料較重要

二者同樣重要 

二者都不重要

同儕審查論文較重要 

專利資訊較重要 

二者同樣重要 

二者都不重要



博士後研究科學家與學生，將 Reaxys 列為最重要的科學研究
網路資源。以下為整體重要性(最有幫助、最容易使用等)的綜
合排名。

Reaxys

SciFinder

Google Scholar

Web of Science

Google

Scopus

Wikipedia

PubChem

% — ChemSpider

% — Thomson Reuters Integrity

下表顯示將該資源列於第一名的受訪者百分比。

科學研究網路資源排名 



研究生對 Reaxys 的評語

“與其他資源相比，Reaxys
  的搜尋結果能夠更精準地
  找出目標內容。＂

“Reaxys 的搜尋功能很先進，
  可以找到反應物與生成物。＂

“Reaxys 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
  網路科學資源，因為我覺得
  Reaxys 的介面比 SciFinder
  更好用，而且我也發現 
  Reaxys 搜尋引擎的功能很厲
  害，都能找到相關資料。＂

“我覺得 Reaxys 是最重要的
  網路科學資源，因為 Reaxys
  的搜尋結果呈現方式最易理
  解，也最有幫助。＂

“對有機化學家而言，能夠從
  Reaxys 的結構化資料庫快速
  找到所需反應，這點真是太
  難能可貴了！＂

“我一天會用好幾次 Reaxys。
  新介面很棒，而且「化學
  結構搜尋」功能是我絕對
  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Reaxys 開放更多自訂搜尋
  演算法的空間，也能做到更
  佳的直覺式搜尋，勝過其他
  資源。＂

“我把 Reaxys 評為第一名的
  原因是，Reaxys 可以設計
  合成路徑！＂＂

“Reaxys 幾乎網羅了我需
  要的每種反應。＂

“Reaxys 很好用，而且資訊
  可靠。＂

“我覺得 Reaxys 真的超讚。
  如果我一開始讀博士的時候
  就可以用到 Reaxys，那該
  有多好。＂



調查方法

調查執行機構：馬丁艾克爾公司 (Martin Akel & Associates)，美國加州尼波莫(Nipomo)。

執行日期： 2014年10月。

調查範圍：學術與政府市場 4,900 名可取得電子信箱之 Reaxys 使用者。另有數名
學術與政府專家使用 ScienceDirect，視為使用 Reaxys，亦加入調查對象。

調查機構：學院、大學、醫學院、政府機構、非營利研究中心/機構等。

受訪者類型：系主任、實驗室助理、技術人員、圖書館員、科學家、教授、學院院長等。

運用媒介：電子邀請函與網路問卷。

辨識資訊：調查以 Reaxys 名義發出。

獎品：禮物卡抽獎、頂級美食、活動入場券。

回收率：回收有效問卷 637 份，回收率 13.0% ；抽樣誤差(95%信心水準) = +/-4.0%

投資報酬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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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問題
Tel: +65 6349 0222 (中/英文)
Email: sginfo@elsevier.com

搜尋策略或其它技術問題
Email: pharmabiotechEH@elsevier.com

產品與合作問題
生命科學解決方案經理 /客戶顧問
梁成芝
Tel: +886 2 2522 5937 
Email: o.liang@elsevi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