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ei.org 

Elsevier 
数据库教育训练－ 
 



Engineering Village接口与收录内容 

• 由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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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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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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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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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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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ng Engineering - in the areas of： 

•Fuel Technology 

•Metal Groups 

•Metallurgical Engineering 

•Petroleum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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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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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IS 

• 收录自1899年至今 

• 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Database（简称NTIS），

内容选自美国由国家资助之研究发展计划的研究报告，包
含美国太空总署(NASA)、能源部(DOE)及其它政府部门提供
的各类研究报告，收录超过210万篇文献资料 

• 涵盖建筑工业技术、化学、能源与能量、环境保护与控制、
工业与机械工程、材料科学、自然资源、动力与燃料等学
科 

• 更新频率：每周更新 

• 需另购 

 



GeoBASE 

• 收录自1980年至今 

• GeoBase®是一个横跨地球科学各个领域并将其研究文献编

入索引的数据库，收录超过2000种期刊、190多万篇数据 ，

包括：同行审查期刊、商业出版物、丛书和会议论文集。 

• GeoBase®是国际上在此领域收录文献最广的数据库。 

• 涵盖领域包括：地质学、人文地理学、环境学、海洋学和

地质力学 

• 数据库每年增加约10万篇新纪录 

• 收录超过50个国家的出版品 

 



GeoRef 

• 涵盖了地质学和其相关科目。包含了学术期刊、书籍、
地图、会议论文，用以评估地质学中的历史、经济、工
程等研究信息。 

• 收录超过290万篇文献资料，其中包含了超过3,500种期
刊、电子书、地图集、会议论文、技术报告和论文 

• 每年新增90,000篇资料 

• 特别收录北美地区信息：1785年起 

• 收录全球地区信息：1933年起 

• 收录了所有US Geological Survey的出版品，以及在美加地
区各大学所发表的博硕士学术论文 

 



Referex (电子书) 

• 收录工程专家1600多本优质工程电子书，内容从工程概
论书籍到深度专业参考书均收录其中。 

• 由化学、石油化学和加工，机械与材料，电子与电机、
土木与环工、计算机、网络与安全6个专辑所组成。 

• 每篇数据均会显示封面并依相关程度排列，可查看书籍
简介、全文、相关章节以及目次，全文均以PDF格式呈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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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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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录950万篇专利数据 



EncompassLIT & EnCompassPAT 

• EnCompassLIT ＆ EnCompassPAT内容来自美国石油学会于1964起收录
有关石油、石化和天然气工业相关的科技文献及专利摘要。 

• 收录范围： 

• 87万篇科技文献、会议论文集和商业学报 

•从全球40个专利局收率近50万篇专利数据 

• EnCompass词库收录超过7000篇控制词汇 

•内容范围遍及俄罗斯、中国、德国、日本等 

• 更新频率：每周更新 

• 涵盖学科领域：石油炼制，石化，天然气，以及相关能源产业 

• 需另购 



Chimica & CBNB 

• Chimica 

• 从500本国际化学期刊中收录将近300万篇资料 

• 更新频率：每周更新 

• 涵盖学科领域：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应用化学，分析化学和化学
工程 

• 需另购 

• CBNB 

• 收录范围： 

•来自超过300个核心贸易出版品，市场研究报告，公司报告，期
刊和新闻稿以及其它灰色文献 

• 更新频率：天天更新 

• 需另购 



PaperChem 

• 收录超过60万篇摘要资料 

• 收录年代：自1967年起 

• 每年增加约1.5万篇数据 

• 学科范围：纸浆与造纸工业 

• 需另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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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比较 

数据库类型 全文数据库 索摘数据库平台 

收录内容 Elsevier旗下出版资源 
应用科学和工程 

Compendex 

特色 

1.四大Alert通报 

2.图表检索功能 

 

1.精确字段检索 

2.控制词汇索引 

3.自然语汇索引 

4.专家检索语法 

更新频率 每日 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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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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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历史 

功能列；快速检索、专家检索、
词库检索 

注册/登录 

选择数据库 

限制条件和
排序选项 相似词检索 (建议不要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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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页面 - 1 检索结果： 
快速检索/1093117篇摘要数据/ 
数据库： Compendex & INSPECT 

可选择每页显示几篇数据 

输入关键词开启新
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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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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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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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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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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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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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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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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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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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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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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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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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上下位或相关词汇& 自动组合多个词汇以利合并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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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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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历史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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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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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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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ing List 



My Saved Search & Alerts 

建立Email 新知通报 

(先勾选再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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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网站资源 

• Ei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engineering-
village 

• Ei中文信息网站： 

•http://china.elsevier.com/elsevierdnn/ch/电子产品信息
/EngineeringVillage/tabid/578/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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