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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简介

英文：Engineering Index
创刊于1884年，是全球最全面的工程技
术领域的文摘类检索出版物

其涉猎范围几乎遍及各个工程技术学
科，在我国学术界，除被用来作为检
索工具以外，在EI中被收录论文的数量
还被用于作为评价科研机构或科研人
员学术成就的一项客观指标．



EI Compendex简介

收录范围

1969年至今，50余个国家， 15种文字
的5,000多种工程类期刊、会议论文集和
技术报告的超过9百万篇论文的参考文献
和摘要，不报道纯理论性文献和专利文献。

更新频率

每周，每年增加

数据量

超过175个学科和25万多条新记录



EI Compendex简介

新增书籍的清单可以到下列网址取得
http://www.ei.org/eiupdate/02_whats_new/in
dex.html#ei_p2_04



主界面Compendex介绍

使用技巧

检索栏

其他数据库

索引

注册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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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方法

简单检索
快速检索

（1）检索字段说明
（2）出版类型和研究类型

高级检索
（1）字段代码表



简单检索



检索结果界面

记录条数 检索年限
检索策略

检索结果排序：相

关度，作者，来源，出
版商，日期等



题录

文摘

全记录



文摘



全记录



快速检索
检索词输入框

字段选项
•All fields
•Subject/Title/Abstract
•Author
•Author affiliation
•Publisher
•Serial title
•Title
•Ei Controlled Term

检索结果排序



快速检索举例

例：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林金同2005到2006发
表的英文期刊文章，检索结果按照年度排序。



快速检索举例



检索字段



字段说明

All fields
EI数据库全部著录项目，系统默

认字段。

Subject/Title/Abstract
主题（Subject）和题目

（Title） 、摘要（Abstract）。



字段说明

Author（作者）
Ei引用的作者姓名为原文中所使用的名字。

姓在前，接着是逗号，然后是名。如：
Smith,Aarom。

Author affiliation（作者单位）

Publisher（出版者）



字段说明

Serial title
包括期刊、专著、会议录、会议文集的

名称。

Title
文章的标题。

EI Main Heading（主标题词）

数据库中每个记录均被赋予一个主标题
词，用来表示文献的主题思想
(MainHeading)。而其余的的主题词用来描
述文献中所涉及的其它的概念。



字段说明

Uncontrolled term（自由词）

自由词也称为Free Language term。其为标引员

自行添加的专业术语。这些词不在Ei主词表中，可用
来描述受控词在索引中所无法进一步详细说明的内容。
自由词也可逐渐被列入Ei的主题词表。

Ei controlled term（受控词）

受控词来自Ei叙词表，它从专业的角度将同一概

念的主题进行归类，因此使用受控词检索比较准确。



字段说明

Ei Classification Code（EI分类码）

分类表可在印刷版的Ei主词表中找到，为上下级
数字分类表。当某术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含义不同时，
分类码能说明该术语在某一行业的特定含义或用法。

例如：polyurethanes用在工厂设备和工艺中的
代码为816。

按分类码检索是一种不需用同义词，而可检索大
量相关结果的极佳的方法。

例如：401 wn CL



字段说明

ISSN
国际标准期刊编号是用9位字符表示的期刊名，格式为中间

用连字符连起来的两组4位数字。在印刷板的PIE
（Publications In Engineering）中有期刊的ISSN代码的列
表。用户也可在摘要格式和详细格式的记录中查找到有关期刊
的ISSN代码。

例如： 0065-3195
ISBN

国际标准图书编号由13位字符表示的专论题名。可用于在
同一本专论或同一个会议的论文中查找特定的章节。在摘要格
式和详细格式的记录中可查找到有关的ISBN号。

例如：87339-255-8



字段说明

Conference Code
会议代码是（Conference Code）Compendex数据

库赋予某一会议论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的指定的代码。
这样用户就可在发现某论文集的一篇文章以后，迅速
查找到此论文集中的所有文章。用户可在详细格式的
记录中查找到会议代码（Conference Code）。

例如： 46892
Conference information

会议信息（Conference information）包括会议
的名称（name）、日期（date）、地点（location）
以及主办者（sponsor）。

例如：IEEE



文献类型

出版类型

研究类型

语种

出版时间



文献类型

出版类型

研究类型

语言



出版类型（Document type）

全部 （默认选项）All document types (default)
核心期刊 CORE
期刊论文 JA      Journal article
会议论文 CA     Conference article
会议论文集 CP Conference proceeding
专题论文 MC     Monograph chapter
专题综述 MR     Monograph review
专题报告 RC     Report chapter
综述报告 RR     Report review
学位论文DT      Dissertation
帮助 ST            Standard
未出版文献 UP Unpublished paper



研究类型（Treatment type）
全部　 All treatment types
应用 APP　 Applications
传记 BIO 　 Biographical
经济 ECO 　 Economic
实验 EXP 　 Experimental
一般性综述 GEN 　General Review
历史 HIS 　 Historical
文献综述LIT 　 Literature Review
管理方面MAN 　 Management Aspects
数值NUM 　 Numerical
理论THR 　 Theoretical
Tips:一个记录可能有一个或几个研究类型，然而并不是
每个记录均有。



高级检索

检索技巧

输入检索式

字段代码表字段代码表



高级检索示例

检索作者单位是北京邮电大学，关键词

含光纤的文章



高级检索示例：结果页面



字段代码



字段代码表1

Wn LALALanguage（语言）

Wn DTDTDocument Type（文件类型）

Wn CVCVEi Controlled Term （Ei 控制词）

Wn TITITitle（标题）

Wn STSTSerial Titles （刊名）

Wn PNPNPublishers （出版商）

Wn AFAFAuthor Affiliations （作者单位）

Wn AUAUAuthors（作者）

Wn KYKYSubject/Title/Abstract（主题/标题/摘
要）

Wn ALLALLAll Fields（所有字段）

语法代码字段



字段代码表2

Wn CFCFConference Information（会议信息）

Wn CCCCConference Code（会议代码）

Wn BNBNISBN（国际标准图书编号）

Wn SNSNISSN（国际标准期刊编号）

Wn CNCNCODEN（图书馆所藏文献和书刊的

分类编号）

Wn ABABAbstracts （摘要）

Wn CLCLEi Classification Code （Ei分类码）

Wn FLFLUncontrolled term（自由词）

Wn MHMHEi Main Heading（Ei主题词）

Wn TRTRTreatment type（处理类型）

语法代码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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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规则

基本检索规则

高级检索规则



基本检索规则

布尔运算符
Near和Onear
引号与括号
特殊字符
连接词
截词符
词干检索

注意：EI不区分大小写



布尔运算符(AND, OR, NOT)

AND缩小检索范围，得到只有包含所

有这些术语的检索结果

OR 扩大检索范围，得到包含这些术

语中任何一个的检索结果

NOT从检索中删除检索词

如： German and English not Chinese 



Near和ONear

使用Near和ONear可以检索相近的检索词，
但是Near和ONear不能和截词符、通配符、

圆括号、大括号和引号一起使用。
如：Avalanche ONEAR/0 diodes  

表示检索词“Avalanche”和“diodes”之间没有间隔任何

词或者任何字符（空格除外）

Solar NEAR energy 
表示检索词“Solar”和“energy”相近，之间可以有字符

或者词组隔开。



引号和括号

要检索更精确，词组或短语需用引号或括
号标引。

如："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solar energy}



特殊字符

除了a-z,A-Z, 0-9,?,*.#,( )
或{ }等符号外，其它符号均视为
特殊符号，检索时将被忽略。除
非用引号或括号将其括起，如：
{n<7}。



连接词

如果用短语检索时，允许句中使用
连接词（and ,or, not, near，onear)。
但该语句必须用引号或括号括起。

如：

{block and tackle}

“water craff parts and equipment”



截词符

用星号(*)表示，放置在词尾

截词命令检索到以截词符为止的前几
个字母相同的所有词

如：comput*可以将computer 
computerized computation 
computational computability等作为检索
词。



词干检索

取词根功能将检索以所输入词的词根为基础的所
有派生词。

在快速检索中，系统自动执行词干检索（除作者
字段）。

在高级检索中，系统不自动进行词干检索。
若做词干检索，需在检索词前加上“$”符号。

例如：输入$management ，返回结果为：
managing，managed，manager，manage，managers，
等。



快速检索中取消词干检索

取消词干检索



高级检索规则

检索式就是把检索词用选定的数
据库所支持的各种检索算符连接
起来组成的式子。

基本检索规则适用于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规则

高级检索采用within命令(wn)和字段码、
布尔运算符、 括号等组合成检索式。

如：
“linear induction motors” wn KY
diodes wn TI and ca wn DT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nd 
French wn LA
Apr 13 1992 wn CF



高级检索规则

可使用括号指定检索的顺序，括
号内的术语和操作优先于括号外
的术语和操作。也可使用多重括
号

如：gravitational effects AND (French wn

LA or German wn LA or English w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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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检索

回到检索页面，但不保
存检索策略回到检索页面，并保存

原有检索策略



Refine Research页面

重新回到之前的检
索页面，以便修改

检索策略



在结果中检索（Refine Result）



在结果中检索（Refine Result）

从检索结果中进一步限定或
者排除某检索词

对检索结果按作者排序，
出现频率最高的十个作者

更多作者排序



在结果中检索（Refine Result）

作者

分类码

控制词

作者单
位 出版类型

语言

出版年

出版商

自定义项
国别



在结果中检索（Refine Result）

作者Author
作者单位Author Affiliation
控制词Controlled Vocabulary
分类码Classification Code
国别Country
出版类型Document Type
语言Language
出版年Year
出版商Publisher
自定义项

进一步限定如下项：



在结果中检索（Refine Result）
自定义项

在所有项目中检索



Refine Result举例

举例：

在作者单位为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的检索结果中Refine 
Result，进一步检索任何字段包含“optic”
的2005到2006年出版的英文文章！



Refine Result举例

在检索结果中限定
语言和年度检索项



Refine Result举例

点击Include或Exclude包含
或排除语言和年度检索项



Refine Result举例

检索结果和检索策
略随之变化

Include为“＋”
Exclude为“－”



Refine Result举例

点击后将删除该检索项



Refine Result举例

删除第一个检索项后的
检索结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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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快速检索界面

专家检索界面



索引类型

作者（Author）
作者单位（Author Affiliation）
出版商（Publisher）
刊名（Serial Title）
EI控制词（EI Controlled Item）
处理类型（Treatment Type）
文献类型（Document Type）
语言（Language）



索引的使用

点击后弹出
索引对话框



索引的使用

选择所要检索词

语的第一个字母或
者在SEARCH FOR
栏中输入词语的前
几个字母，然后点
击Find按钮，就可浏

览。



索引的使用（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时，当用
户选择了索引中的
某词后，系统将自
动构造检索式，并
粘贴到检索框中。



索引的使用（快速检索）

快速检索时，当用户选择
了索引中的某词后，检索
词自动贴道检索框中，
“Search in”和“and not or”
下拉框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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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的选择（方法一）

直接选择



检索结果的选择（方法二）

要选择第1到第120条记录，必须点
击GO才真正选择了这些记录



检索结果的处理

查看，邮寄，保存，下载，打印

格式



浏览已选择的记录



组合新的检索
式，再次检索

保存检索
策略

重新浏览检索结果

检索历史



保存检索历史（检索结果）时未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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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接收E-mail专题服务

电子邮件（E-mail）专题服务就是当数据库更新

时，新增的符合保存检索条件的记录将通过E-mail自
动发给用户。用户最多可设定15个电子邮件（E-mail）
专题服务。

保存检索结果

保存检索策略

创建文件夹



注册界面

注册成功后，重新登录就可
以使用E－mail专题服务，保

存检索式，创建文件夹，保
存检索结果到文件夹等功能



E-mail专题服务

用户登陆后，在检索历史界

面，选择要进行E－mail定题服务
的检索式



E-mail专题服务

点击复选框后，自动保存到
帐号下检索历史中，系统并

提供E－mail定题服务

查看已经保存
的检索策略



保存记录到文件夹

保存已选择的检索结果到个人
帐号下的文件夹



保存记录到文件夹

第一次保存检索结果时，系统会
提示如数新建文件夹名称。一个

帐号可以建三个文件夹。



我的简表

管理检索历史

管理E－mail定题服务

管理文件夹

管理个人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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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咨询服务

咨询



在线帮助

中文帮助

英文帮助



在线帮助

帮助



EI收录的国内出版的中外文期刊



如何提高文章被EI检索的几率

1）投稿期刊时，署名要规范或严格依照期

刊编辑部的有关规定，由于著录方式几经
变动，在按作者或作者单位途径检索时注
意不同时期的细节变化．

2）我校学报自然版被纳入成为ＥＩ收录的

核心期刊．

3）除向期刊投稿外，注意参加在国内举办

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近来ＥＩ开始重视对
这类文献的收录．



End Session

检索完EI后及时点击End Session
按钮，以免浪费资源。结束检索。一
个检索处于非激活状态超过20分钟，
将自动结束



联系方式

Tel：62281970,62281933
E-mail ：libinfo@bupt.edu.cn

libref@bup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