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ineering Village- 

开展工程领域研究的首选方案 

(EI Compendex) 

 

 



EI数据库简介 







信息在工程领域的使用  

科研 教学 

课程设计 

授课&布置作业 

分享支持工具 

批改作业和评分 

检索、发现、阅读、评审 

合作 &  社交 

实验 

整合 & 分析 

• 我如何让学生参与/感兴趣？ 

• 我如何确保学生使用可信的信息来源？ 

• 我如何教导学生写一篇成功的研究论文？ 

• 我如何教导学生解决实际的开放式问题？ 

• 我如何为我的学生准备工作场所？ 

• 什么是最新的趋势和技术? 
• 研究之前有做过吗？ 
• 我有哪些新的研究机会？ 
• 我的同行在做什么? 
• 我如何写一个成功地投资提案? 
• 我如何监控我的竞争对手? 
• 如何找到我的合作伙伴? 
• 如何快速获取我不熟悉领域的背景知识? 





Ei

特
指 





在工科文献调研中的应用EI数据库 



一、文献收集重点-文献调研阶段 

大致确定课题方向后泛调研 

收集该领域的综述文献、博士学
位论文；重点利用本领域经典或

综述文集数据库 

重点阅读英文综述或研究论文标题、摘
要：了解前沿、难点、创新点、并收集

关键词 

确定研究题目=实验室研究背景+

当前研究热点+自身兴趣点 

确定具体研究题目后的精调研 

有针对性的收集文献，重点在于确定内容；
利用数据库的分析功能，查找主要的研究者

和机构 

文献阅读-泛读和精读相结合 

确定课题实施方案（技术和方法的创
新） 

此页引自清华大学图书馆钱俊雯《开题与立项前的文献调研概述（理工类）》 



General Review 

一般性综述 

二、先看综述性论文，再看研究论文。 

 
• 特点：综合性、扼要性和评价性，参考文献多。 

• 应作为“起步文献”加以参考利用。 

Literature Review 

文献综述  



三、注重学位论文的检索和阅读。 

五个显著特点：                             ⑶ 可得到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⑴ 数据图表充分详尽                     ⑷ 可跟踪名校导师的科研进程 

⑵ 参考文献丰富全面                     ⑸ 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ProQuest  Dissertation 

学位论文 

可以获得课题研究的
更多相关文献 



四、阅读本领域的主要研究者/机构的文献 

• 如何知道主要的研究者/机构？ 

•  利用数据库的分析功能获得。 

•  通过本领作者发文量域重要国际会议中的特邀报告人信息获得。 

Author 

作者信息 

Author Affiliation 

机构信息 



阅读高被引次数的文献 

• 被引次数是判断一篇论文是否有影响力（价值）的一种比较直观和比较有效的方法。 

引文信息 





EI数据库文献检索过程 



检索方式 

快速检索 

专家检索 

叙词检索 

作者信息 

科研机构 

科研图谱 





增加检索字段 

功能列；快速检索、
专家检索、词库检索 

选择数据库 

限制条件、排
序选项 

页面介绍 



检索结果管理：以关键词“air pollution”检索  

Selected Records：暂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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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出版社(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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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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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词汇                               作者                                       作者机构                            学科分类 

            国家                                 文献类型                                   原文语言                                  年 

                   刊源                                 出版社                                   赞助机构 



分析检索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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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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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ine Results 的用途 

• 了解你的同行，他们目前研究处于什么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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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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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巨大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输入检索词汇和检索字段代码 



通配符 * 

• *右截词-命中检索词起始部分相同的记录 

 

• Learn* 命中 learn, learns, learning, learned, learnt, learner(s), learner’s, 

learnability, learnable 

 

此页引自清华大学图书馆花芳《文摘库Ei在文献调研中的应用》 

位置算符 “”{ } 

• 词组检索“ ” 或{ }- 词间不能插词，词序不能颠倒 

•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命中包含有词组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的
记录 



查收-人名检索 

EI数据库的作者有九种写法：  以赵文立（Zhao Wenli） 为例 Zhao Wenli or Zhao 

Wen-li or Zhao Wl or Zhao W-l or Zhao W or Wenli Zhao or Wen-li Zhao or Wenli 

Z or Wen-li Z  

 

建议大家采用通配符“ * ”，以三种形式来代替，并用其他检索字段来限制 Zhao W* 

or Wenli Z* or Wen-li Z* 

 

利用作者单位提高查准率  

 ((Zhao W* ) or (Wenli Z* ) or (Wen-li Z*)) wn au AND (Aalto onear univ* ) 

wn af ) 

 

用作者查不到某篇文章时，可用篇名试试 

 



查收-机构检索 

 

•推荐检索式： 

•以清华大学为例 

• (tsinghua onear univ* and (beijing or 100084 or china)) wn af and 

2015 wn yr 

•由refine results－author affiliation可知，均为清华大学。 

•（此检索式只供参考，在借鉴使用时一定要考虑自身情况优化） 

此页引自清华大学图书馆花芳《文摘库Ei在文献调研中的应用》 





Thesaurus Search – 叙词检索 



精确查找特定研究领域：Ei独有的工程索引叙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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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4年起，一直在发展中 

13,026 
上位词关系 

21,829 
词汇总数 

9,854 
非首选词 

11,116 
首选词 

859 
分类码 

17,450 
相关词关系 

Materials 
Science 

Surface 
properties 

Surface 
charge 

Surface 
analysis 

Adhesion 

Bond 
(mansory) 

叙词表是由专业的规范词组成，它可以将同一主题不同表

述的词，按主题内容规范在标准的专业词下，避免了由于

词汇书写不同造成漏检，或词义概念混淆导致错检的问题。 

用户利用叙词表可从主题角度检索文献，进而提高文献的

查准率。 

利用叙词表还可以从主题概念的角度扩展或缩小检索范围。  



索引实现精确搜索和检索 

术语表
达 

不同机
理 

材料种
类 

电池类
型 



如果没有Engineering Village上的Ei Compendex 

 

工程师需要花上2页半长
的搜索查询才能相当于Ei 
Compendex叙词表的贡献 



而在Engineering Village上的Ei Compendex… 

工程师只需通过叙词表中的 

“Secondary batteries”在Engineering 

Village上检索所需结果 
(Ei Thesaurus) 



THESAURUS词库-Secondary batteries 

•Narrow 
Term 
狭义词 

•Related 
Term 
相关词 

•Broader 
Term 
广义词 

Electric 
Batteries 

Battery 
storage 

Lithium 
batteries 

Solid-state 
batteries 

Charging 
time 

Flow 
batteries 

and so on 

and so on 



   |   39 叙词检索Thesaurus Search：迅速高效了解新领域 



Refine by physical property 数值搜索  



Engineering Village是唯一支持Compendex和Inspec数值搜索的平台。 

       数值数据通常描述工程文献中最重要的方面。 通过数字数据索引，研究人员可以访问可能未通过纯

文本搜索发现的文档。 

 

-为Compendex索引的62种不同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在Compendex和Inspec数据库中可用于交叉搜索的记录超过650万条。 

 

-460,000种不同的数字数据写入方式 - 匹配，转换和标准化。 

检索科研前沿 (收录预出版及数值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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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半导体纳米技术 

用户受益： 

一：打破计量
单位限制 

 

二：提高查全
率-数值检索比

关键词检索的
结果多出一倍 

 

三：高效便捷
地跟踪前沿 



Engineering research profile   工程报告检索 



工程机构概述报告 (Engineering research Profile) 

最多的基金
源是哪里？ 

弄清自己机构的工科类研究并追踪论文发表情况: 仅需单个界面 

教职员在哪
里发表论文？ 

最热的研究
领域是什么？ 

谁在发表？ 

论文发表趋势？ 

最热的研究
主题是什么？ 



EI收录详解及常见问题 



Ei Compendex 收录清单的官方唯一渠道（动态更新）：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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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下最低要求来初步筛选期刊出版物： 

英文版评选标准：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selection-criteria 

中文版评选标准： https://bit.ly/2gFt3vm 

Ei Compendex Selection Criteria 

Ei Compendex期刊评选标准 

注册并有效的ISSN 同行评审 英文摘要 定期出版 
出版伦理声明及数字
资源长期保存政策 

通过初步筛选的期刊出版物会进一步按照18条定性/定量评选标准进行评审： 

• 有说服力的编辑
理念 

• 同行评审类型 

• 编辑的多样性和
地域广泛性 

• 作者的多样性和
地域广泛性 

期刊方针 

• 对相关领域的学术
贡献 

• 与所述宗旨的相符
性及质量 

• 摘要的清晰度 

• 论文的可读性 

• Roman参考文献 

内容质量 

• 期刊论文的引
用情况，包括
自引率 

• 对于中国本土
期刊, 参考
ISTIC及其他国
内排名 

期刊地位 

• 出版无延迟或中断 

• 每卷/期出版频率
和论文发表量稳定、
可预测 

 

规律性 

• 内容在线可访问 

• 数字化政策以及长
期保存措施 

• 英文版期刊主页 

• 主页质量 

• 数位物件识别号  

在线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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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Compendex Selection Criteria for Conference Proceedings 

Ei Compendex会议论文集评选标准 
根据以下最低要求来初步筛选会议论文集： 

通过初步筛选的会议论文集会进一步按照18条定性/定量评选标准进行评审： 

• 有说服力且有重点
的宗旨范围 

• 透明的同行评审政
策 

• 组委会和专家委员
会的地域多样性和
广泛性 

• 作者的地域多样性
和广泛性 

会议方针 

• 题目/摘要的专业、科
学、写作质量 

• 对相关领域的学术贡
献 

• 论文的可读性 

• 与所述宗旨的相符性
以及质量 

• 论文的原创性/真实性 

• Roman字体的参考文献 

内容质量 

• 公开合作者/赞助
商 

• 透明的作者指南和
说明 

• 透明的费用结构 

会议组织 

• 组委会和专家
委员会的声誉/
地位 

• 会议是否被列
入权威列表 

会议地位 

• 英文版会议主页 

• 主页质量 

• 数位物件识别号   

在线可用性 

具有英语摘要的全文
论文 

注册并有效的
ISSN/ISBN 同行评审 出版伦理声明 

内容在线可访
问 

Recommended Practices to Ensure Technical Conference Content Quality 

https://www.ieee.org/conferences_events/conferences/publishing/paper_acceptance_criteria.pdf


FAQs From Our Colleague 

• Ei期刊会议收录什么标准及流程？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selection-criteria  

• 有老师问Ei记录有一条信息错了，联系谁？ 

（中文）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英文）editorial@engineeringvillage.com 

• 有作者反映，投稿期刊写了Ei刊源，为什么一直检索不到文章？ 

排查一：先查刊此刊是否包含在源表：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排查二：如果期刊为Ei刊源，则上库查找是否有同期的文章被收录：如果没有，请联系出版社询问是否按
时提交资料；如果有直接联系Ei中文客服查找并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 Ei词表是什么，涉及我的学科吗？ 

叙词表是由专业的规范词组成，它可以将同一主题不同表述的词，按主题内容规范在标准的专业词下，避
免了由于词汇书写不同造成漏检，或词义概念混淆导致错检的问题。 

Ei词表电子版是指Thesaurus search的功能。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selection-criteria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selection-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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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mailto:editorial@engineeringvill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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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 对于与Engineering Village相关的一般查询，例如数据库访问问题，IP授权，产品使用
（例如检索问题和检索式优化等），内容（例如，缺失文章和索引问题），请直接联系
我们的客户支持团队 （支持中文）： 

− 电子邮件 (除周末外，24小时内保证首次答复):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 电话：010-85208765 （邮件开case后使用） 

− 在线对话：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hat/chat_launch/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 有关Engineering Village内容的其他相关问题，请直接用英文联系：
editorial@engineeringvillage.com 

• 有关Ei Compendex和GEOBASE覆盖范围建议的任何疑问，请直接用英文联系：
titlesuggestion@engineeringvillage.com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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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hat/chat_launch/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hat/chat_launch/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mailto:editorial@engineeringvillage.com
mailto:titlesuggestion@engineeringvillage.com


www.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爱思唯尔工程部解决方案顾问   母志旭    

微信/电话：18516566637 

QQ：77278861 

EI数据库刊源列表访问： 

https://www.elsevier.com/

solutions/engineering-

village/cont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