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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IEL  数据库概况及使用方法

ACM 数据库概况及使用方法

WSN 数据库概况及使用方法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资源及其检索

IEL数据库简介

检索功能

检索注意事项

主要内容



IEL数据库简介：收录内容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IEL) 数据库提
供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和英国电
气工程师学会（IEE）出版的205种期刊、6500
余种会议录、1500余种标准的全文信息。多数
出版物提供1988年以后的全文数据，但有IEEE
学会下属的13个技术学会的18种出版物可以看
到更早的全文。数据库每月新增25万余条信息。



IEL数据库简介：收录内容

1988年以后出版的IEEE/ IEE学报、期
刊、杂志、会议录的全文，约1.3万种出
版物的100多万篇文献；

1950年以后上述范围文献的部分目录；

IEEE全部现行标准



IEL数据库简介：学科范围

计算机

电气电子

信息科学

物理学



IEL数据库简介：其它

书目数据来自于INSPEC数据库

全文格式多数为PDF，用户通过检索可以浏
览、下载或打印与原出版物版面完全相同的
文字、图表、图像和照片的全文信息（需安
Acrobat Reader），少量全文为HTML格式。

检索平台：IEEE XPLORE



IEL检索平台

主页



IEL数据库简介：IEEE
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是一

个非盈利的技术专业协会，拥有来自
175个国家的36万个人会员。

IEEE在计算机工程、生物医学技术、远
程通信、电力、航空航天、消费电子学
等领域中引领着世界权威。



IEL数据库简介：IEEE

出版电气工程、计算机与控制技术领域
的文献占全世界30％
每年举办300多种重要学术会议

拥有900多种现行标准，另有700种标
准正在制定中



IEL数据库简介：IEE
IEE(The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871年，是
欧洲最大的专业工程学会，拥有来自全
世界的近13万会员，致力于电气学、电
子学和制造科学与工程的发展。



IEL数据库简介：IEE主要产品

print and electronic publications (books, 
journals, magazine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in many areas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Wiring Regulations and a suite of  
associated publications.
The Inspec® bibliographic database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资源及其检索

网址：http://ieeexplore.ieee.org

北邮图书馆主页 电子资源
IEEExplore







此时人数已满，
请稍后再试



检索功能

基本检索（Basic Search）
高级检索（Advanced）
作者检索（ Author）
浏览检索（Browse）



检索功能：基本检索







检索规则

检索词包括：关键词、主题词、姓名、号码或词组
（短语）。

词组检索时若不做特殊说明，系统则认为词组间的
词是与关系。

如：optical fiber 为optical and fiber.
用引号将检索词括起，表示检索词做精确检索。
如：“optical fiber”检索结果中出现的词与输入词相
同。

简单检索中，系统可自动归并单、复数及词干检索。

如：fiber在结果中可包括fibers,fiberglass等词。



检索规则

通配符
通配符可用“?”和“*”表示，？可替代一个字母，*可替代多
个字母。

如： cable?包括cables,cabled.
t?re 包括 tire,tyre,tore. 
electro*包括electron,electrons, eletronic,    
electroics, electromagnetic等。

C3?.2*包括C37.20.2-1993,C37.20.2b-
1994, C37.26-1972(IEEE标准).



检索功能：高级检索



检索规则

逻辑算符为：and, or, not
位置检索

<in>表示检索词被限定在某一字段中检索，

如：ceramic <in> ti
<paragreph>表示检索词被限定在某一段落中检索，

如：optical <paragreph> fiber
<sentence>表示检索词被限定在某一句子中检索，

如:optical <sentence> fiber
<phrase>表示检索词被限定在某一短语中检索；

<near/n>表示两词之间可插n个词；

<order>表示保持词序检索。



检索规则

在输入框中，一次可输入一个或多个检索词。

利用字段代码限定检索区域。

如: (optical fiber <in> ti)
(Automatic control <in> jn)
(Automatic control <in> jn) <and> (optical 

fiber <in> ti)
高级检索中的词检索

用引号将检索词括起，可完成精确检索。



检索规则

执行不完整拼写检索。如：rad system结
果可包括radar system, radio system, 
radial system.
完成不同书写方式检索。如：self contain 
可检索到self-contain。
作者名称采用前方一致检索。 如：
Johnson,J.W <in> au  不能查到Johnson,j,
或Johnson,J.R;



检索功能：作者检索



检索功能：作者检索

K.Ramchandran,A.Ortega,and M.Vetteri, 
“Bit  allocation for dependent 
quantization with applications to 
multiresolution and MPEG video coders,”
IEEE Trans.Image Processing,
vol.3,pp.533-545,Sept.,1994.



作者检索说明

在输入框中，键入作者的姓（一般为姓名中
后部分）进行快速检索。

输入姓名中的部分字母也可进行检索。

利用作者字顺表查询检索。







检索结果检索结果



浏览检索

浏览期刊

浏览会议文献

浏览标准

浏览图书（摘要）

快速检索



快速检索

在浏览检索中，每一个页面里均含有
快速检索方式，如：

某一出版物的快速查找

某种出版物内容的快速查找

快速检索方式均由出版物文献特点决定





期刊目录浏览

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期刊快速查找





选择年份选择年份



选择卷期选择卷期



浏览检索结果显示



检索结果的保存

检索结果



勾选检
索结果

勾选检
索结果



显示所选
记录

显示所选
记录

显示检索
结果

显示检索
结果



查看摘要查看摘要



引文全文引文全文

引文文摘引文文摘





PDF
格式
全文









检索结果：全文格式(HTML)

只有2种出版物具有html格式的全文

IEEE Spectrum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H
T
M
L

格
式



检索限定（高级检索）

文献形式限定

年代限定

显示形式限定

排序限定

输出条数限定



检索注意事项：词检索作者检索布尔运算

词检索：输入information technology，
则information technologies也可以检出

作者检索：姓＋空格＋名的首字母＋.。
如Wainwright M. J.; Jaakkola T. S.
布尔运算:(Zhang H. <IN>AU)OR(Wang 
D. H. <IN>AU)AND(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I)



举例：

K.Ramchandran,A.Ortega,and M.Vetteri, 
“Bit  allocation for dependent 
quantization with applications to 
multiresolution and MPEG video coders,”
IEEE Trans.Image Processing,
vol.3,pp.533-545,Sept.,1994.



检索注意事项：检索字段



检索注意事项：检索字段
Full text      全文

Abstract          ab  文摘

Affiliation       cs  机构

Document Title     ti  题目

Author(s)         au     作者

Catalog  number   ca  分类号

Conference date   cy   会议日期

Editor(s)         au        编辑者

ISBN              in
ISSN              in
Meeting date      cy会议日期

Publication  Title    出版物题名



检索注意事项：刊名检索

若已知信息不是十分准确时，应该考虑
使用逻辑组配检索。如要检索刊名：

IEEE Transactions on Magnetics 可用
Transactions和Magnetics实施逻辑“AND”
运算。



检索注意事项：题名检索

如要检索题名：

The effects of disk morphology on
flying-height modulation: experiment
and simulation
可将其中几个关键词进行逻辑组配检索。



检索注意事项：词根检索

系统默认词根检索：如输入technology，
则technologies， technological也可检出，
并按相关度排序；也可用<many>表示
这种检索。

<Stem>:结果相同，但不排序

如不想进行词根运算，则可使用“”号或
<word>，如“computer” 或
<word>computer



检索注意事项：相关检索

用<Thesaurus>算符支持同义词、近义
词的运算。例如，<Thesaurus>fusion检
索结果可以包括：fusion、compound、
blend、mixture等。



检索注意事项：优先运算

可以使用（）来改变检索的执行顺序。



检索完毕：logout退出



检索完毕：logout退出



ACM(美国计算机学会)

电子期刊及会议录全文数据库

贺轩

2005年11月15日



ACM简介

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美国计算机学会）创立于
1947年，并于1999年起开始提供电子数
据库服务――ACM Digital Library全文数
据库。文献类型包括：书目信息、文摘、
评论和全文。通过因特网提供检索服务。



ACM收录情况及数据库特色

ACM全文期刊29种，会议录近170种。

超过69,000篇的全文文章来自期刊、杂志、和会议录。

1954年至今出版的期刊、杂志目录以及超过23,000 
篇的引用文献。

1985年至今出版的990多卷会议记录的文章目录以及
超过48,000 篇的引用文献。

与ACM文章关联的大约150万篇参考文献。其中20万
篇参考文献链接有全部书目资料，5万篇可链接全文。

更多的参考链接和被引用的链接。





ACM数据库期刊列表（共29种）
ACM Computing Surveys (CSUR) 
ACM Journal of Computer Documentation (JCD)
ACM Letters on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Systems 
(LOPLA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Computing (JERIC)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lgorithmics (JEA) 
Journal of the ACM (JACM)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Crossroads 
StandardView 
Ubiquity 
eLearn 
intelligence 
interactions 
netWorker 



ACM数据库期刊列表
ACM Transactions on Asian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ALIP)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ational Logic (TOCL)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 Systems (TOCS) 
ACM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 (TOCHI) 
ACM Transactions on Database Systems (TODS) 
ACM Transactions on Design Automation of Electronic 
Systems (TODAES) 
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TOG) 
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TOIS) 
ACM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and System Security 
(TISSEC)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Technology (TOIT) 
ACM Transactions on Mathematical Software (TOMS) 



ACM数据库期刊列表

ACM Transactions on Modeling and 
Computer Simulation (TOMACS) 
ACM Transactions on Programming 
Languages and Systems (TOPLAS) 
ACM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Methodology (TOSEM) 
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TON)



ACM数据库网址进入

http://acm.lib.tsinghua.edu.cn
北邮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ACM
数据库





ACM主页面：http://acm.lib.tsinghua.edu.cn



检索方式

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浏览方式



快速检索

输入框输入框 点击执
行检索
任务



检索结果检索结果









PDF
格式
全文
可以
在此
页面
进行
打印
复制
保存
操作



字段选择字段选择



字段
ALL FIELDS: 全记录

TITLE：指文章题目或书目标题、副标题,在此可输入词或词组；

AUTHOR ：文章作者及文献编者；

ABSTRACT：即可用词或词组，也可以用短语方式进行检索；

ISBN/ISSN：指在“国际（标准书号／刊号）中检索；

PUBLISHERS：期刊、会议、图书的出版者 ；

SOURCE：出处，可以用刊名、会议录名、书名等进行检索；

KEYWORD: 关键词；

FULLTEXT：指在所有文本字段中检索；



在检索结果
范围进行二
次检索



检索结果检索结果















逻
辑
符：
可
多
次
组
合

高级检索界面







运算符说明

逻辑运算符：AND、OR、NOT;
位置算符：

－ADJ：表示两词相邻,一般以空格表示，是系统默认状
态；

－NEAR/n：表示两词之间可插入n个词，词序可颠倒；

－W/n：表示两词之间可插入n个词，词序不可颠倒；



运算符说明

“?”：模糊检索,如:int??net,可检出internet, 
interanet…；

“*”：进行词根检索，如：inter*,可检出inter, 
internet, international;
“＋”：进行词义相同检索，如：program+,可检出
program, programmed, programming, 
programmer…;
“＃”：进行精确检索，如：program#只作该词检索。



浏览检索



浏览检索－浏览期刊



浏览该期刊的期次



浏览该期次的文章



查看该文章的详细信息



查看该文章PDF全文



ACM补充说明

目前该库中大多数内容可看到全文(pdf格式)，
但有些文献只能看到文摘；如果是ACM出版物，
则都有全文。

各种文献的收录年代范围也不统一，有的收录
自创刊起直到当前的 新内容，有的只收录了
某几年的内容。

该库中查到的由IEEE主办的会议，如果没有全
文，请到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全文
库中查找全文。



WorldSciNet （WSN）
数据库概况及使用方法

贺轩

2005年11月15日



WSN数据库简介

WorldSciNet（WSN）为新加坡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电子期刊的
发行网站，目前提供58种全文电子期刊，
涵盖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
材料、环境、计算机、工程、经济、社
会科学等领域。所有电子期刊的访问年
限为2000－2002年。



58种全文电子期刊学科领域及分布

• 物理 17 种

• 数学 22 种

• 化学 02 种

• 非线性科学 05 种

• 环境科学 03 种

• 材料科学 04 种

• 计算机科学 28 种

• 工程学 22 种

• 医学与生命科学 12 种

• 经济与管理科学 17 种

• 社会科学 04 种



WSN网址

http://worldscinet.lib.tsinghua
.edu.cn

北邮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WSN
数据库





网址：
http://worldscinet.lib.tsinghua.edu.cn



检索方式

浏览查找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快速检索

－－二次检索（对一次检索结果的追加检索）



一、浏览查找



按
期
刊
名
浏
览

按
期
刊
名
浏
览

每页显示多少条每页显示多少条

•点击”browse”将显示WSN所收录的58种期刊



浏览58种出版物

列表。用户可以
点击期刊的刊名
对期刊进行浏览

浏览58种出版物

列表。用户可以
点击期刊的刊名
对期刊进行浏览



点击任一期次号，浏览该期期刊



点击文章名可以获得该文章更多的信息



点
击
此
键
可
浏
览
文
章
全
文

(PD
F

格
式)

该篇
文章
所在

期次
页码
网络
链接
信息
以及
文摘
和关
键词
信息



PD
F

全
文



按期刊主题
（学科）浏览

按期刊主题
（学科）浏览



点击“Chemistry”，就可
以浏览WSN所收录的

所有化学方面的期刊

点击“Chemistry”，就可
以浏览WSN所收录的

所有化学方面的期刊





二、基本检索



二、基本检索－在文献中检索



二、基本检索－在某一指定刊物中检索



二、基本检索－在刊名中检索



检索字段



检索字段
All words ：检索字段必须含有全部检索词，词序及
位置不定，检索词间的关系相当 逻辑“ AND ” 。

Any words ：检索字段中，含有任一词即可。检索
词间关系，相当逻辑“ OR ”关系。

Exact phrase ：严格按照检索词输入状态进行精确
检索。

Boolean search ：检索词可用逻辑算符匹配。确定
限定条件（高级检索与基本检索的区别在于，前者
限定条件更为细腻、灵活，后者较为粗放）；



检索实例



检索实例



检索结果检索结果

查看全文查看全文



三、高级检索



输入出版日期
可以使检索更
加精确

点击
选择
要进
行检
索的
期刊

隐藏高级
检索选项

隐藏高级
检索选项



检索规则
基本及高级检索是基于整个期刊文献内容的全字段检
索(不包括作者）。

检索式的逻辑语言，采用布尔逻辑。用逻辑算符
“AND”、”OR”、”NOT（ANDNOT）”表示。

邻近算符“NEAR”表示两词彼此相邻，并在一个字段
出现，词顺可以颠倒；若希望词序不颠倒可将检索式
用引号括起。

如："system near manager”
用邻近算符检索出的结果，其排序按两词间距大小排
列，相邻距离越近排列在前，否则在后；

在检索中，使用NEAR匹配词组比AND更精确。



检索规则

检索词可以是一个词或一组词，也可以用检索式表
示；

在词尾后坠以“*”，表示系统做词根检索。如：输

入key*,可以命中key; keying; keyhole; keybard;

词尾后坠以“**”,则表示该词的所有时态变化词都

在检索范围内。如:输入sink**，系统自动将sink
的不同时态词sinking、 sank、 sunk一起检索;
使用or查找拼写不同的词，如：colour or color;



实例



显示检索结果

在结果中
二次检索

在结果中
二次检索



打开标记表



显示被标记文献

点击标题，查看
文摘及全文



查
看
PDF
全
文



四、快速检索－二次检索

通过
关键
词快
速检
索本
刊内
容



四、快速检索－二次检索

在结果中
二次检索

在结果中
二次检索











讲座预告

时间：周四下午2：30（ 11 月 17 日）

地点：新办501
题目： Ei 简介与科技论文的写作与发表

主讲：钟似璇

（EI 公司的中国全权代表）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