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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在工程领域的使用-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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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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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科文献调研中的应用
EI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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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收集重点-文献调研阶段

导师给定方向后泛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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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研究题目后精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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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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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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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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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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学位论文的检索和阅读

• ⑴ 数据图表充分详尽

• ⑵ 参考文献丰富全面

• ⑶ 可得到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 ⑷ 可跟踪名校导师的科研进程

• ⑸ 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可以获得课题研究的更多相关文献

ProQuest  Dissertation

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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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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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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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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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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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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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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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独特的叙词表-深度标引，助力高效检索及跨学科发现



|     11|     11|     11

Ei的优势：高效筛选信息，并提供文献计量数据及分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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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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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只关注‘中国’近5年的‘air pollution’的研究



|     13|     13|     13

•Quick Search -快速检索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Thesaurus search -词库检索

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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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aurus Search –叙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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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主题检索效率的方法 （准且全）

• 从文中选词检索易漏检或误检

– 一个概念有多种表示－导致漏检 (如heavy water，也
叫Deuterium oxide-检索时需要收集同义词，费时麻
烦且易漏检)

– 一个词可以表示多个概念－导致误检 (cell 细胞、电
池 Cell wn ti, 检出的文献中有solar cell, tumor cells等)

• EI的解决方案：对文献进行主题标引

– 做到标引词与概念一一对应，

– 标引词来源于词表，故EI的标引词也称为受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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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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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词表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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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控制词汇

o 不使用其他的术语

• 每年更新

o 词汇工作组和索引工作人
员决定变化

o 叙词表新版本

• 具体范围标记

o 受控词的信息

• 分面层次

o 分面: 按类别分组

o 层次: 上位类/下位类

• 自动显示的款目

o 有信心检索专属性的任一层次

• 相互参照

o 引导用户使用有效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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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AURUS词库-Beverages（饮料）

•Narrow 
Term
狭义词

•Related 
Term
相关词

•Broader
Term
广义词

Food 
products

Bottling 
plants

Fruit 
juices

Cocoa

Dairy 
products

Casein

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thesHome.url?database=1#/search/thes/fullrec.url?snum=1&CID=thesFullRec&term=Food+products&database=1
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thesHome.url?database=1#/search/thes/fullrec.url?snum=1&CID=thesFullRec&term=Bottling+plants&database=1
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thesHome.url?database=1#/search/thes/fullrec.url?snum=1&CID=thesFullRec&term=Fruit+juices&database=1
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thesHome.url?database=1#/search/thes/fullrec.url?snum=1&CID=thesFullRec&term=Cocoa&database=1
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thesHome.url?database=1#/search/thes/fullrec.url?snum=1&CID=thesFullRec&term=Dairy+products&database=1
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thesHome.url?database=1#/search/thes/fullrec.url?snum=2&CID=thesFullRec&term=Casein&databas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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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用叙词表选词进行主题检索

• 用Thesaurus方式检索有关气候学中气候变化的温室效应

• 构设计方面的文献。

• 从课题名称中提取概念

– 气候学 Climatology

– 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 温室效应 Greenhouse effect

• 专家检索式写法：

• ((({Climatology} WN CV) AND ({Climate change} WN CV) AND 

({Greenhouse effect} WN CV)))



|     20|     20|     20

用EI叙词表选词

点击 “Thesaurus”，打开叙词表，输入关键词，点击“Search Index”，
系统显示与之相应的叙词，勾选后，系统将所选的叙词调入检索框。
选完词后，点击”search”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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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检索

•PlumX 指数

•工科院校Ei档案

•检索历史

特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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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检索-来自数值数据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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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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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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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检索优势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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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26|     26

PlumX 指数：进一步了解论文影响力

26

PlumX Metrics

PlumX Metrics提供了人们与在线环境中各个研究成果交互方式
的衡量。在评估研究文章时，度量标准可用于确定文档的范围或
影响。度量标准分为5个独立区域：

Citations – traditional citation 

indexes such as Scopus, as 

well as citations that help 

indicate societal impact such as 

Clinical or Policy Citations.

Impact – indicate societal 

impact such as Clinical or 

Policy Citations.

Usage - clicks, downloads, 

views, library holdings, video 

plays 

Reach –How many others 

are using the research. 

Captures – Bookmarks and 

favorites are examples of 

Captures.

Social media -tweets, 

Facebook likes, etc. that 

reference the research. 

Mentions – Blog posts, 

comments, reviews, and news 

media are tracked as Mentions.

Engagement – Mentions is a 

way to tell that people are truly 

engaging with the research.

Repeat Use – Indicates leading 

indicator of future citations.

Attention - Social Media can 

measure “buzz” and how well a 

particular piece of research has 

been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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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院校Ei档案 Engineering School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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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院校Ei档案

综合基金、研究重点和综合情况做出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

基于EI Compendex数据库分析并回答：

基金来源 主要科学家 最强学科出版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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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展望

•作者和机构检索 Author & Affiliation Search

•下载限制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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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检索

31

基于Institution ID的检索，提升查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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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索

32

基于ORCID的检索，提升查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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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特色

检索利器
1、有效筛选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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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叙词词表及检索

3、为工程科研人员优化的数值检索功能

4、一键获取学校Ei收录概览：工科学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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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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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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

er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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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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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i最新刊源信息公布链接为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

village/content

• 中文使用指南，培训课件和Webex视频培训：爱思唯尔 ：
https://www.elsever.com/zh-cn/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

• 英文产品相关信息： www.elsevier.com/engineering-village

https://www.elsever.com/zh-cn/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
http://www.elsevier.com/engineering-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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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