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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示例

检索示例将以检索类风湿性关节炎领域已经披露财务信息的交易为例。您将会看到一份交易报告，包括（a）

与交易相关的药物信息；（b）一份包含具体交易事件的交易综述；和（c）与财务信息相关的各类表格。

您将会看到示例中同时利用了“先搜索再筛选”的策略（快速查询模式）和与 Recap 相似的“先筛选再搜

索”（高级查询模式）的策略。

快速检索

1.  访问 Cortellis 登录页面，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 Log in 登录。

什么是Cortellis交易情报？

Cortellis 交易情报是一个基于 Cortellis 平台的独立优质的交易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交易情报和见解，帮

助您比较交易条目，评估交易价值，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促成最佳交易。交易情报的大部分数据、特性

和功能来源于原产品 Recap，在此基础上还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和功能，例如全新的搜索模式：Cortellis 的

主要搜索策略是“先搜索再筛选”，而原 Recap 的模式是“先筛选再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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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您可输入多种类型的关键字进行检索，包括适应症、公司名、药品名等。例如当键入“rheumatoid 

arthritis（类风湿性关节炎）”时，系统会出现自动一些匹配项，选择“rheumatoid arthritis”后，点击

SEARCH 查询。

4.  进入查询结果列表，点击左侧“Report Type”中的“Deals”，获取相关的交易报告结果，同时可以

看到查询结果的数量。此时页面中显示了众多信息，您可进行许多操作，例如：

点击 A 处：打开一个交易报告；

点击 B 处：使用“Filters”筛选功能对结果进行过滤，得到您最感兴趣的信息；

点击 C 处：将数据导出供离线使用并可以分享给同事。导出的 Excel 格式的文件中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和图

表，便于您进一步分析交易中的财务信息；

点击 D 处：创建 email 提醒功能，系统会自动提醒搜索内容中最近更新的信息。

点击各处的 Filters 功能，均可对查询结果进行相应的筛选。

2.  您会进入到 Cortellis 主页。搜索栏位于主页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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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 Filter 功能时会出现一个新的窗口，在左侧向下滚动鼠标选择“Indications（适应症）”，即可

对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关的交易进行筛选。点击“Hierarchical List（分级列表）”，这里提供了治疗

领域和相关适应症的分类，方便您对各个子类进行筛选。这时，可在左上角的搜索栏中输入 rheumatoid 

arthritis 然后点击 Look up，与该治疗领域相关的子类将在列表中变为高亮显示，继续点击‘+’可以查看

下一级列表内容。此时可以看到与 Rheumatoid arthritis 相关的子条目已经被自动选定了。

6.  点击 Finance Disclosed 筛选项，选择 Yes 并点击 Apply，筛选已披露财务信息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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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时查询列表将被更新。检索结果的数量和所使用的筛选条件也会显示。点击 Deal Start Date 可以使

交易按照时间排序。使用表格下方的滚动条可以查看更多列的信息。另外，Order Columns 功能可以自

定义您的表格列显示顺序； Results per page 功能可以更改每页显示的结果数量。

8. 点击交易标题的超链接即可打开交易报告。例如打开图中的 Galapagos NV 和 Gilead Sciences 公司的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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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是一个典型的 Deal Report（交易报告）。通过左侧的标签可以查看相应的信息。Snapshot 标签

内显示了该交易的最主要信息，包括交易双方的公司名，交易类型，涉及领域，总交易额，适应症和相

关技术。

10. Drugs 标签中显示了交易涉及的药物信息、目前的最高开发阶段和交易开始的日期。点击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可以查看该药物的各个适应症在所有相关国家的开发阶段。这一新功能是 Cortellis

数据库特有的，而不在原有的 Recap 功能中。此外，如果该交易涉及专利信息或合同信息，点击左侧的相

应标签即可查看。

	  

	  



8

科睿唯安  |  Cortellis Deals Intelligence

11. Events 标签的内容与 Recap 的 Smart Summary 功能相似，提供该交易的综述并列出重要事件、时间

节点、事件类型、相关药物和付款情况。

12. Financial 标签显示了与财务相关的具体信息，包括付款里程碑、股权信息、首付款和销售提成。还包

括 projected at-signing（签订合同时的预期交易额），projected current（目前应执行的预期交易额）和

paid（已付金额）。点击 Milestone 旁边的‘+’，可以查看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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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果这笔交易是合并或收购，可以点击 Merger & Acquisition 选项卡查看具体信息。点击表格上方的

Back 箭头可以返回到搜索结果页面。

14. 向右滑动结果列可以看到 Deal Overview 列，某些交易信息可能包含此功能。这一功能与 Recap 的

Deal Snapshot 类似，提供一张包含关键财务信息和合同条款的图片。点击可将图片放大，浏览完毕后再

关闭该窗口。 

	  

	  



10

科睿唯安  |  Cortellis Deals Intelligence

高级检索

1.  高级检索采用“先筛选再搜索”策略，与 Recap 的检索方法类似，从检索主页右侧的 Advanced 

Search 进入。 

2.  点击 Deals 标签进入交易检索。打开图中的下拉菜单可以看到检索项列表，一些检索项中还包含子

项。例如 Deal Type 检索项就提供了 3 个子项。其中 Deal Transaction Type 中包含的具体检索条目与

Recap 中的 agreement types 非常类似。点击最右侧打开相应的具体条目列表。

	  

	  



11

快速参考指南

3.  Deal Transaction Type 中的具体检索条目。 

4.  关闭 Deal Transaction Type 窗口后，返回至高级检索主页面。现在，选择 Indication 检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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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开右侧的检索条目列表。 

6.  可以看到所有的适应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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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输入 rheumatoid arthritis 后点击 Look up 检索，然后从列表中进行选择。如果适应症分属不同的治疗

领域，系统会自动匹配后全部选定。如图，所有包含 rheumatoid arthritis 的治疗领域均已自动选定。然后

点击 Apply 确认。 

8.  继续添加下一个筛选项，选择 Deal Finance。 

	  

	  



科睿唯安  |  Cortellis Deals Intelligence

9.  在列表中选择 Finance Disclosed，查看已披露财务信息交易，点击 Search 开始检索。 

10. 检索完成，通过高级检索功能我们能够得到与快速检索一致的结果。

在结果页面，您可以：

a，打开查看任意一个交易报告；

b，利用筛选功能进一步精炼检索结果；

c，导出数据供离线使用或直接分享给同事；

d，创建 email 提醒功能，自动提醒检索结果中的更新信息。

11. 观看这个检索指南的视频版，请点击：Play recording

12. 遇到问题，请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ts.support.china@clarivate.com

	  

	  



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简介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致力于通过为全球客户提供值得信赖的数

据与分析，洞悉科技前沿、加快创新步伐，帮助全球范围的用户更快地发现

新想法、保护创新、并助力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我们提供全面的知识产权与科

技信息、决策支持工具和服务为全球客户的创新生命周期提供强大助力，帮助

政府、学术界、出版商和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发现新想法、保护创新，直到

最终实现商业化。我们的产品包括Web of Science™（含科学引文索引，即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Cortellis™、Derwent  Innovation™、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

（Derwent World Patents Index™，简称DWPI）、 CompuMark™、MarkMonitor® 以及

Techstreet™国际标准数据库等。作为一家在全球范围独立运营的公司，科睿唯安通过遍布

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4000名员工，一如既往地提供专业、客观、敏锐的服务。

更多信息，请预览Clarivate.com.cn

科睿唯安生命科学事业部简介

Clarivate Analytics旗下的生命科学事业部长期以来致力于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和创新提供强大的专业信息情报解决

方案。通过专业信息数据库和深度专业服务，我们帮助制药企业和研究单位加速药物的发现和研发、优化制药企业的知

识产权组合、快速锁定授权与合作机遇及成功向监管部门注册申报，旗下的Cortellis、Newport、Integrity等数据库已经

成为国内制药企业开展药物研发、管线拓展、合作交易的重要工具。



科睿唯安 中国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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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china@clarivate.com

网站：clarivate.com.cn
关注我们

获取更多行业报告

产品与解决方案

• BioWorld（生物制药行业系列资讯）

• Cortellis Clinical Trials Intelligence（全球临床试验情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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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rtellis Deals Intelligence ( 交易情报数据库 )

• Cortellis Disease Briedings（疾病综述）

• Cortellis for Informatics

• Cortellis Regulatory Intelligence ( 全球药政法规情报数据库 )

•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Date（流行病学数据库）

• Integrity ( 早期研发数据库 )

• Key Pathway Advisor

• MetaCore ( 整合性系统生物学平台 )

• MetaMiner ™ Program

• Newport（全球仿制药 / 原料药 / 中间体的销售、研发和专利信息数据库）

•  Derwent Innovation 

• Web of Science™

科睿唯安为您提供

用于科学发现的独家数据 科睿唯安为科学发现提供最全面的整合数据，Integrity 包含药物、靶点、基因与生物标志物关联信息，
MetaCore 包含高质量的系统生物学内容。

提供研发竞争格局及预测 Cortellis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提供专业及时的新药研发管线信息，并每日更新。包含 60,000 多种在
研药物，其中有 16,000 多种尚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助力研发信息平台建立 Cortellis for Informatics 可以提供编程方式访问科睿唯安不同类型的生命科学信息内容，适用于内部应用
与网络访问。专注于研发及相关信息，包含生物标记物、靶点、生物学通路、组学与基因变异等信息；
同时还包含全球在研新药、临床试验、竞争情报与监管指南等信息。

新靶向药物早期研发的创
新工具

MetaCore、Integrity  Biomarkers 与 Cortellis Clinical Trial Intelligence 等一系列创新工具可以提供基因表
达数据，助力加快新药开发，具体包括患者分层、发病机制、作用靶点生物标志物发现，以及药物基因
组学信息等。

不可或缺的交易支持数据 无论是买入、卖出或者授权许可项目，Cortellis 交易情报都可以帮助您快速洞察关键交易趋势、发现参
比同类交易与商业付费信息。我们的解决方案包含 40,000 多条交易记录，并每日更新。

最受信赖的全球药政法规
数据

Cortellis Regulatory Intelligence收录全球最多的药政法规文件，包含监管质量、临床前、临床、生产、申请、
上市、批准后、审计 / 检查与药物安全监测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全球药政法规对比模块提供不同国家监
管要求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提供相关摘要和原文。

选择科睿唯安

更多信息请访问 : Clarivate.com.cn                         

专业服务

• 项目 / 资产评估

• 生物信息学、统计学和疾病生物学

• 临床绩效评估

• 竞争格局分析

• 数据收集、整合与分析

• 药物再定位

• 知识产权服务

• KOL 调研

• 市场评估

• 患者分层

• Cortellis 交易支持服务

• 药政法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