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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世界著名三大检索工具之一

• EI 工程索引 Engineering Index

由Elsevier工程信息公司(Elsevi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

原美国工程信息公司)出版，创刊于1884年,主要提供应用科学和工程领域

信息，是世界工程领域内学术文献最主要、最权威的综合性检索工具之一。

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其收录论文状况

是评价国家、单位和科研人员的成绩、水平及进行奖励的重要依据之一。

• SCI 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我校1997年至今）

• CPCI-S (原ISTP) 科技会议录引文索引（我校2004年至今）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

由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 出版，可在web of science (WOS)平

台上同时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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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Index)将某种信息集合(如目录、题录、文摘)中的一组相关信息，按照某种顺序组织

并指引给用户的一种指南。它具有便于检索，揭示文献信息深入、详细的优点。通常，
引从属于特定的信息集合，为其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入口)，在检索系统中占有重

地位。索引条目一般由检索标识和存贮地址组成。标识是索引条目所指示的文献信息某
面的特征，如主题词、著者姓名、分类号等；存贮地址是指明标识所表达的特定信息在

息集合中的地址，它通常是文献存取号(文摘号)。

EI compendex

为EI 网络版，数据包括了EI核心数据和扩展数据，其核心数据与EI印

刷版和光盘版是一致的；

EV是 “Engineering Village”的缩写，是EI检索平台，该平台除提供

compendex检索外，还提供其他数据库的检索，如Inspec等数据库。

Elsevier爱思唯尔公司，是一家著名的荷兰出版发行商，出版期刊、图

书专著、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纸版和电子版，其旗舰产品：ScienceDirect,

Scopus，Compendex，Inspect等.

一般说的Elsevier数据库，指Elsevier SD(ScienceDirect)，为全文库，我

校购买了该库工程、计算机、物理和管理四个学科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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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为文摘库，不提供全文信息，但有全文链接



文摘库优势

１、收录范围广、数据量大、文献类型齐全

完备的索引系统，数据经过筛选质量高。

２、是查找全文文献的重要和必要线索

通过阅读文摘，判断是否需要下载或查找全文。

３、了解与某课题或某研究领域相关的研究状况，把握

研究前沿动态，判断课题的新颖性。

４、通过看英文摘要，了解其他非英语国家的研究成果。



Compendex

• 收录年代：1969年至今

•  应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会议/期刊/技术报告等文摘索引信息

• 资料量：4100 多种期刊，88300各类会议论文集和87000多个技术报告，
超过 1880 万篇，每年新增文献100多万篇

• 包含 190 种工程领域学科，如：生物工程、计算机和数据处理、应用物

理及光学、电子和通信、控制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交通运输等。

• 收录75个国家，2129个出版商的出版物

• 更新频率：每周

• 回溯期刊： 1884-1968年回溯数据178万条

（数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2月）



Compendex



Compendex



http://lib.bupt.edu.cn/





检索方式：
Quick Search - 快速检索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Thesaurus search - 词库检索



Quick Search – 快速检索



Quick Search 注册/登录

检索历史

添加检索字段

检索结果排序

限定检索范围
词根检索（建议不要勾选）

检索方式：快速检索、专家检索、词库检索



Add Search field – 增加检索字段

可根据需求增加检索字段 移除检索字段



Search field –检索字段

All fields                所有字段（默认）

Subject/Title/Abstract    主题词/标题/摘要

Abstract                  摘要

Author                    作者

Author affiliation        作者单位

Title                     篇名

Publisher                 出版商

Source title              刊名

Controlled term           Ei受控词

Ei classification code    EI分类号，是数据库赋予某一类

文献的指定分类代码



Search field –检索字段

主题词/标题/摘要（Subject/Title/Abstract）

将从以下字段中检索：

摘要（Abstract）

题目（Title）

翻译的题目（Translated title）

Ei受控词（Ei controlled terms）

Ei主标题词（Ei main heading）

自由词（Uncontrolled terms）



LIMIT TO– 限定检索范围
文献类型：出版物类型
All document types(default):全部(默认)
Journal article：期刊论文
Conference article：会议论文
Conference proceeding：会议录
Monograph chapter：专题论文
Monograph review：专题综述
Report chapter：专题章节
Report review：综述报告
Dissertation学位论文
Unpublished paper：未出版文献

处理类型:说明文献的研究方法及
所探讨主题的类型
All treatment types：全部（默认)
Applications：应用
Biographical：传记
Economic：经济
Experimental：实验
General Review：一般性综述
Historical：历史
Literature Review：文献综述
Management Aspects：管理方面
Numerical：数值
Theoretical：理论

选择语言



组合顺序

如果三个文本框中均有输入，快速检索（Quick Search）总是

先合并检索前两个文本框中的词，然后再检索第三个文本框中

的词。

a AND b OR c 检索的顺序为 (a AND b) OR c

a OR b AND c 检索的顺序为 (a OR b) AND c

a OR b NOT c 检索的顺序为 (a OR b) NOT c



检索技巧-通配符

• 右截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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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中Autostemming off ，关掉自动取词干功能，
不选，输入的词自动用截词检索

• ｛｝或“”表示精确检索

• 用NEAR 或 ONEAR 实现邻近检索

“near field scanning”

精确检索中截词符失效

用“near field scan*” 检索不到“near field scanning”



检索技巧

ONEAR/n指定检索词的先后顺序，中间插入n个词。
如： energy ONEAR/1 policy 
可检索出energy policy

energy policies
energy efficiency policy

NEAR 词序不定
如：Solar NEAR/0 energy   
可检索出energy solar 与 solar energy 

NEAR和ONEAR为词干检索，可连用，但不支持截词符、
通配符、括号或引号。



检索技巧

作者检索要考虑作者姓名拼写的各种方式

如：“张建国”可能会有如下拼写方式

zhang jianguo

zhang jian guo

zhang jian-guo

jianguo zhang

jian guo zhang

jian-guo zhang

zhang j g

zhang j

通常可以用作者单位(Author affiliation)辅助定位检索

如北邮地址可用：100876 OR posts OR bupt



Search history– 检索历史
可对多个检索结果重新编辑检索

显示详细的检索信息

点击检索结果可重新查询编辑检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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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se indexes–查找索引



检索结果

文献内容-详细格式/
摘要预览/ Scopus中
被引次数/全文链接

选择每页显示的文献数量，最多100篇/页

检索方式、条件与检索结果

二次检索

-图表显示
-导出数据
-展示/关
闭限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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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结果

可同时勾选多篇文献，
进行管理(E-mail/打
印/下载/暂存)

Selected Records：暂存文章
管理检索结果：E-mail/打印/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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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结果



文献内容：详细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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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更多关于这本期
刊的文章

Abstract：文章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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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检索号：Accession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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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种类等类别进行筛选

•在Refine Results中可同时选定多个限定条件，
可选择limit(仅限于) 或Exclude (排除)操作



Refine Results Graphs & Export

•

•

统计图表及输出的按钮会出现在每个检索
筛选项旁边
使用者可通过图表形式直观浏览检索结果

数据，也可以将数据下载输出到其它软件

中。例如：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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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排名前10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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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此图片
存盘、打印、或是
Email。



Refine Results Graphs & Export

• 点选 图标可以
让您将图表输出
成 Excel 文件进
行分析管理



检索结果管理

Blog/E-mail/打印/

下载书目信息/存到我的数据夹



文献分享



Email发送

：



直接打印

：



下载成需要的书目软件格式

：



Tag（标签）的功能

• 可对任何的数据指定其关键词（标签）

• 可透过标签执行检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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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n for groups = 自定分享群组



Tag 透过标签检索可提升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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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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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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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输入检索词和检索字段代码

此处默认勾选进行精确检索

检索字段代码



编制检索式：运用布尔逻辑运算符和相应的检索字段

采用within命令（wn）和字段代码，在特定的字段内进行检索。

例如：“light weight steel autobody” wn AB

AB=Abstract                             摘要

TI=Title                                      标题

KY=Subject/Title/Abstract     主题

AN=Accession number           EI检索号

也可以采用布尔逻辑运算符连接检索词。

例如：(seatbelts OR “seat belts”) wn TI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Thesaurus Search – 词库检索



THESAURUS词库

•Narrow
Term

狭义词

•Related
Term

相关词

•Broader
Term

广义词



THESAURUS词库

•Narrow
Term

狭义词

•Related
Term

相关词

•Broader
Term

广义词



词库检索：Thesaurus (Exact Term)

自动匹配上下位或相关词汇，可组合多个词汇合并检索

可利用词库：自动衍生工程专用同义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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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wse Index



个性化功能



My Profile

• 功能

•储存检索策略 (125个)

•建立E-mail Alert (2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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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Saved Search & Alerts

建立Email新知通报

(先勾选再储存)



My Setting List



在线询问 可在线询问EV专家:

1.EV专业工程师 2.EV产品专员 3.图书馆员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图书馆一层咨询部125室

Tel：010-62283502
E-mail: libconsult@b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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