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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四大科技检索工具



Engineering Village简
介

1. EI (Engineering Index)

2.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3. ISTP (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

ISR (Index to Scientific Reviews)

世界四大科技检索工具

4. ISR (Index to Scientific Reviews)



Knovel 23个学科

SPIE Digital Library--国际光学工程学会期刊及会议录 9个领域

ASABE Journal 美国农业生物工程师学会 7个领域

ASME Digital Library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 8 个领域

与工程领域相关的主要数据库

Engineering Village简介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IEL)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和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IEE)全文数据库22个学科 242种
期刊 每周增加5,800篇最新文献

Biotechnology and Bioengineering Abstracts (1982-)--生物技术和生物工程文摘数据库(CSA) 7个领域

万方数据库－中国机械工程文摘数据库 2个学科 全国机电、仪表行业各类期刊约750种以上的专业文献，各种专
题文献、会议论文和全文

万方数据库－中国科学工程期刊文摘数据库 10个学科



• Established, accepted science sourced from recognized societies &  publishing 
partners

• Stringent selection process driven by customer requests and vetted by 
industry experts

•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provides deep engineering experience & leadership 

ensuring depth & breadth of content meets customer needs

权威可靠的内容

技术信息集成于数据分析与搜索工具

为工程师设计的最佳化搜寻

将资料分析工具 整合在工程师的工作流程中

• Finds hidden data, hidden tables, graphs, and equations

• “Understands” engineering language • Allows numeric range 
search

• Automatically performs unit conversion • Performs multi-variable search

• 容易使用的工具可以做初步的计算与资料的整合

• 超过95,000种互动表格、图解和公式

• 可以同在工作表中排序般，容易地客制化并操作数据

• 可以直接在图表中绘制一个或多个数据点和曲线

• 可以汇出数据到指定的格式和档 (Excel, MathCAD)



直接从内容页(content page)
中使用已数字化的交互式表格
、图解、方程式以及文字。

搜寻数据：

7

在超过95,000个已数字化的表格
、图解与公式中搜寻

整合搜寻约4,000种的手册、数
据库、参考书以及95,000个相关
的交互式表格、方程式、图解。



EI数据库：190个应用科学和工程类别
ü核技术
ü生物工程
ü交通运输
ü化学和工艺工程
ü照明和光学技术
ü农业工程和食品技术

ü土木工程
ü机械工程
ü材料工程
ü石油
ü宇航
ü汽车工程

Engineering Village简介

ü农业工程和食品技术
ü计算机和数据处理
ü应用物理
ü电子和通信
ü控制工程

ü汽车工程
以及这些领域的子学科

EI数据库：最详尽的工程文献数据库



Engineering Village接口与收录内容

• 由Elsevi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 所出版，提供工程领

域的信息

• EV 平台接口下 内涵各种多元数据库：

• Compendex(其中Compendex回溯期刊需另购)

• INSPEC (需另购)• INSPEC (需另购)

• NTIS (需另购)

• Referex Engineering 电子书 (需另购)

• GeoBASE (需另购)

• GeoRef (需另购)

• EnCompassLIT ＆ EnCompassPAT  (需另购) Chimica&CBNB (需另购)

• PaperChem (需另购)

• USPTO / EPO专利 (需另购)



Compendex

• 收录年代：1969年至今

• 5,600多种工程研讨会、期刊、商业杂志、会议记录和技术报告资料

• 资料量：超过 1580 万篇，每年新增约 65 万篇资料

• 包含 190 种工程领域学科，如：化学工程、土木工程、矿业、机械
工程、电子工程、环境、结构、材料科学、固态物理学、超导体、
生物工程学、能源、光学、空气和水污染、固态废弃物处理、道路生物工程学、能源、光学、空气和水污染、固态废弃物处理、道路
运输、运输安全、应用工程、
质量管理、工程管理等

• 收录超过55个国家的出版品

• 更新频率：每周

• 回溯期刊： 1884年-1968年



Compendex – 细分学科领域

Civil Engineering – in the areas of：

•Bioengineering

•Building Materials Properties

•Construction Materials

•Geology

•Ocean and Underwater Technology

•Pollution and Wastes

•Sanitary Engineering

•Transportation

Mining Engineering - in the areas of：
•Fuel Technology

•Metal Groups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Petroleum Engineering

•Transportation

•Water and Waterworks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in the areas of：
•Aerospace

•Automotive

•Fluid Flow

•Heat and Thermodynamics

•Materials Handling

•Naval Architecture and Marine

•Nuclear Technology

•Plant and Power

•Railroa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 in the areas of：
•Computers and Data Processing

•Control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and Communication

•Light and Optical Technology

•Sound and Acoustical Technology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Electric Components and Equipment

•Electronic and Thermionic Materials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Tubes



INSPEC

• 收录资料自1969年至今

• 收录全球电子工程、电子学、物理学、控制工程、信息
科技、通讯学、电子计算器等科学文献

• 从4000多种科学和技术性期刊、2000篇会议记录中收录
超过1100万篇书目摘要数据超过1100万篇书目摘要数据

• 数据库每年增加约60万篇新纪录

• 收录超过80个国家的出版品

• 更新频率：每周更新

• 回溯期刊：1989年-1968年

• 需另购



专利：USPTO / EPO

USPTO

• 收录年代：1970年至今

• 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供从1970年至今的全文专利数据库

• 1970至1975年间的专利数据仅能以专利号码、US分类号进行查找

• 当输入检索词汇时，系统会开启新窗口连结至USPTO网站显示检索
结果

- 收录950万篇专利数据

结果

• 更新频率：每周更新
• 需另购
EPO

• 资料来源：欧洲专利局
• 更新频率：每周更新
• 需另购

SooPat



界面介绍

2012年7月18日，Engineering Village平台升级



更新内容

• 在快速检索栏里添加新的 “Add Search field”（添加检索领域
）功能

• 更加简洁的检索结果界面，从而更简单的找到所需的文章

• 各功能栏都在检索结果界面直接可视，并且仅需很少的滑动页面

• 各功能栏均可通过拖拽和取消从而在界面上重新布局• 各功能栏均可通过拖拽和取消从而在界面上重新布局

• 更便于操作的 “Combine Previous Searches” （合并之前检索
）选项

• 检索历史直接呈现在网站首页，位于所有检索框的最下方

• 检索结果可选择一次呈现25个、50个或100个

• 根据视觉特点，重新设计摘要界面



•Quick Search - 快速检索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Thesaurus search - 词库检索

检索方式



Quick Search – 快速检索



Quick Search

增加检索字段

功能栏：快速检索、专家检索、
词库检索

注册/登
录

选择数据库

检索历史

限制条件和
排序选项

相似词检索 (建议不要勾
选)



检索技巧

• 右切截 (*)

•输入comput*，可找到

computer、

computers、

computerize

computerization

•万用字符(?)

•使用问号可以代表一个字母

•例如输入wom?n，可以找到 woman或 women的资料



检索技巧

uEI数据库的作者有九种写法：以王府井（Wang Fujing

） 院士为例

Wang fujing or Wang fu-jing or Wang fj or Wang f-

j or Wang f or fujing wang or fu-jing wang or 

fujing w or fu-jing w 

u建议大家采用截词符 “ * ”，以三种形式来代替，

并用其他检索字段来限制

Wang F* or fujing W* or fu-jing W *



Browse Index

Browse Index：可利用索引
功能浏览／查询作者、作者
服务机构、Ei控制词汇、期
刊名称和出版社



结果页面 - 1 检索结果：
快速检索/1203143篇摘要数据/
数据库： Compendex & INSPECT

可选择每页显示几篇数据
-图表显示
-输出数据
-打开/关闭限缩
字段详细信息

另可用拖曳的方
式改变限缩字段

输入关键词开启新
的检索

式改变限缩字段
顺序

文献内容-摘要形式/文献内容-详
细格式/在Scopus中被引用次数



结果页面 - 2 Selected Records：保存文章
管理检索结果：寄E-mail/打印/下载书目信息/存到我的数据夹/移除重复文
章

可依照相关程度、日期、作者、文献来源、出
版者排序(预设为相关度)；在相同条件之下，
再依降序或升幂规则排序

可同时勾选多篇文献，进行管理(E-mail/打印/
下载书目信息/存到我的数据夹/暂存)



文献内容：摘要形式
在Scopus中引用之文献，
点选连至Scopus数据库!



文献内容：详细格式
Accession number:文章检
索号
Authors：点选作者名字找
到更多该作者发表的文章

Author affiliation：每
位作者的所属机构

E-mail：主要作者联络信
息
ISSN：找到更多关于这本ISSN：找到更多关于这本
期刊的文章

Main heading：主要主题

Controlled term：索引词
汇标准

Uncontrolled term：相关
主题的广义分类

Classification code：在
来源中其它附加优势的字
汇和词组



结果中再检索



Refine Result 结果再检索

•在Refine Results检索结果中:可依作者、作
者所属机构、国家、文献种类等类别进阶筛
选 :可Include或是Exclude一个或多个标目
•在Refine Results中可结合超过 一个以上的
分析项目，透过每篇标目前的勾选框勾选要结
合的记录合的记录



Refine Results 的作用

• 了解你的同行吗，他们又有哪些成就呢？

• 了解你关心的课题所涉及的领域，是否能发现
新的研究方向

• 了解课题所处的生命周期，通过文献计量的年
代分析

• 了解课题的热门期刊，作为投递文章的选择

• 通过文献类型了解论文的分布





Refine Results Graphs & Export

• 当点选 图表，
会开启一个新窗口
看到在各分析项目
中前10个结果的图
片。

• 例如：右图呈现该
检索主题各国家的
学者所发表的文献
数量。并可将此图
片存盘、打印、或
是Email。



Refine Results Graphs & Export

• 统计图表输出的按钮会出现在每个检索结
果项目的旁边

• 此功能允许使用者可以透过图表形式浏览
各项目结果数据，或是下载成文字文件并
可以输出到其它软件中，例如：Excel



Refine Results Graphs & Export

•点选 图标可
以让您将图表输
出成tab档案。

•您也可以将输出
的档案以Excel
软件开启分析管
理。





检索历史

结合检索策略数字，利用布尔逻辑结合查询

Query details：显示详细检索信息

Edit： 编辑检索指令
Save Search：储存检索策略 (* 需要注册个人账号)

Create Alert：建立e-mail新知通报(* 需要注册个
人账号)

点选检索策略重新查
询或修正查询



管理检索结果

Blog/E-mail/打印/

下载书目信息/存到我的数据夹



有五种选项保存需要的文章



Blog this

：



可以email这篇文章

：



直接打印

：



也可以下载成需要的书目软件格式

：



存到我的资料夹

：

注意，此为个人化功能，需注册及登录后才能使用。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输入检索词汇和检索字段代码

检索代码



Thesaurus Search – 词库检索



词库检索：Thesaurus (Exact Term)

可利用词库：自动衍生工程专用同义词汇

开启上下位或相关词汇& 自动组合多个词汇以利合并检索



THESAURUS词库

•Related 

•Broader
Term
广义词

•Narrow 
Term
狭义词

•Related 
Term
相关词



THESAURUS词库

•Related 

•Broader
Term
广义词

•Narrow 
Term
狭义词

•Related 
Term
相关词



个性化功能



Tag（标签）的功能

• 使用者可对任何的数据指定其关键词（标签）

• 使用者可透过标签执行检索

• 使用者可选择将自己的标签对其他人公开

•所有的EV使用者

•个人所属机构中的使用者

•只在个人所属的研究团队

•只限个人使用，不对其他人公开

注意，此为个人化功能，需注册及登录后才能使用。



Tag 文章

•Public = 所有 Engineering Village 使用者都可看到此标签
•Private = 只有 “我” 可看到此标签 (建议使用)
•My Institution= 只有来自同一所属机构的使用者可看到此标
签签
•Login for groups = 自定分享群组



Tag 透过标签检索可提升效果
• 使用者可自行指定 “任何” 有意义的关键词做
为标签

• 使用者也可以编辑标签

• 使用者的标签可成为新的检索关键词

• 检视 “标签云”大小：可依照其字母顺序、
受欢迎程度或新颖程度排序



Tag 团队间的分享

•可为研究团队、合作者、友人建立特定分组
•所有标签数据将只为分组成员所用
•分组成员可看到所属团队的所有标签
•可选择透过电子邮件将新增的标签数据分享给分组成员



Tag科研社交平台



My Setting List



My Saved Search & Alerts

建立Email 新知通报

(先勾选再储存)



My Profile

• 功能

•储存检索策略 (125个)

•建立E-mail Alert (25个)

•建立个人数据夹•建立个人数据夹

•3个资料夹

•每个数据夹可储存50篇记录

•修改个人账号信息



EV特色

检索利器

1.Refine Results ：提供多种字段支持精确检索，并可做成图表

如：控制词汇、索书号、文件形式、刊名等(共10种)

2.专家思维：控制词汇 – Thesaurus 词库

3.使用者思维：自然语汇 – Tag 标签

4.专业的专家检索模式：可自行输入检索语法



在线询问 可在线询问EV的三种专家 1.EV专业工程师
2.EV产品专员
3.图书馆员





常见问题

• 1 现在Ei收录内容还有核心非核心的区别么？

没有。Ei Compendex数据库从2009年1月起所收录的中国期刊数据不再区分

核心和非核心数据。

• 2. 期刊论文从刊出到收录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这取决于Ei编辑何时收到期刊寄出的纸本论文；编辑收到纸本论文到Ei收这取决于Ei编辑何时收到期刊寄出的纸本论文；编辑收到纸本论文到Ei收

录的时间大约为6～8周。

• 3."Ask an expert" 选项卡如何使用？

此选项卡提供参考咨询服务，分为“ask an engineer”、“ask the 

content specialist”和“ask a librarian”，用户可以向图书馆老师或

者业内工程专家咨询，最快当天就可以收到回复，取决于对方的时间。

• 4. Ei数据库的收录内容是什么？

请访问：http://www. engineeringvillage.org



爱思唯尔科技部（中国）
http://china.elsevier.com
电话：010-85208818

www.ei.org

电话：010-85208818
邮箱：cninfo@elsevier.com
新浪微博：励德爱思唯尔科技

http://china.elsevier.com
http://www.ei.org
mailto:cninfo@elsevi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