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I & Scopus 数据库使用简介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与科学文献出版社之一，属

于里德·爱思唯尔集团旗下，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

其前身可追溯自16世纪，而现代公司则起于1880年，

出版品包括学术期刊《柳叶刀》、《细胞》，以及

教科书《格雷氏解剖学》等。每年共有250,000篇论

文发表在爱思唯尔公司出版的期刊中。

旗下电子产品主要有ScienceDirect全文数据库、

Engineering Village 、Scopus、SciVal、Reaxys。

爱思唯尔（Elsevier）



EI 数据库使用简介



Engineering Index：美国工程索引数据库，是全世界最早的工程文摘来源

数据库，涉足190个工程学科，最早的文献纪录从1884年开始。

网络版：EI Compendex 。

Engineering Index （EI）简介



• 学科范围

…..土木工程

采矿工程

机械工程
电气工程

化学工程

一般工程



1884年

美国工程信息公司创立

1992年

收录中国期刊

1998年

被爱思唯尔收购

推出Ei Compendex Web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中国镜像站

2000年8月

推出EI Village-2新版本

2009年1月

2011年

所有数据都是Ei Compendex的形式

清华镜像站点停止使用

EI发展历程



特点：







• 检索模式：检索字段+限定条件

限制条件

检索字段
检索方式

EI



• 检索方式 默认检索

专业检索

叙词表检索

一、Quick 检索

作者检索

机构检索

机构研究概况

and、 or、 not



附加标引

• 检索字段



1.在出版文章 2.书 3.书籍章节 4.会议文章 5 会议 6.学位论文 7.社论 8.勘误表 9 注释 10

期刊文章 11.报告章节 12 综述报告 13.标准

• 限定条件

限定年

限定周



词根扩展（选中→取消扩展）



1.应用 2.人物传记 3.经济 4.实验 5.一般综述 6.历史 7.文献综述 8.管理 9.数值 10.理论



二、Expert 检索

• 采用“within”命令(wn)和字段码，可以在特定的字段内进行检索。

• 采用布尔运算符(AND, OR, NOT)连接检索项目。

• 使用括号指定检索的顺序，括号内的术语和操作优先于括号外的术语和操作。可使

用多重括号。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or MIR ) wn AB ) AND (gravitational effects wn 

AB) ) AND (French wn LA or German wn LA or English wn LA)

例如：检索摘要中含有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或 MIR，且检索的结果均含有

gravitational effects及所检的文献为法语（French）或德语（German）或英语（

English）。



① 优先运算符( )：括号中嵌套越深的检索式越优先执行

② 使用通配符 通配符* ：表示零或多个字符（optic* optic，optics，optical）

通配符? ：表示单个字符（wom?n woman or women ）

词根检索符$ ：$management manage, managed, manager, 

managers, managing, management（等价于Autostemming功能）

③ 词组或短语用引号“”或大括号{ }标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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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组检索不能使用通配符与字根符

快速检索和专业检索小技巧



⑥可使用的位置算符

Onear/n

两个词之间可插入0－n个词，词序不能颠倒，如Distance Onear/3 learning

Near/n

两个词之间可插入0－n个词，词序可以颠倒，如Distance near/3 learning

④特殊字符：除了a-z, A-Z, 0-9,?,*,#,( ),{ }等符号外，其它符号均视为特殊符号，检

索时将被忽略。除非用引号或大括号将其括起，如：{n<7}

⑤停用词：如果检索的短语中包含停用词（and ,or, not, near)，必须用引号或大括

号括起，如:“block and tackle”/{block and tackle}（滑轮）



– 主标题词(Main Heading)— 叙词

控制词(Controlled Term)— 叙词

Ei 提供规范的专业术语词汇系统 Thesaurus (叙词表)用来规范管理和控制主题词。

叙词表，将文献作者、标引者和检索者使用的自然语言转换成规范化的叙词型主题检索语言的术语控制工具，亦

称主题词表、检索词典。它是一种概括某一学科领域，以规范化的、受控的、动态性的叙词(主题词)为基本成分

和以参照系统显示词间关系，用于标引、存储和检索文献的词典。



1） — 避免拼写差异/缩写歧义/同义词差异

• program (= programme) 

• air cleaners (=air purifiers)

• personal computers (= PC = desktop computers)

• aircraft (= aeroplanes = airplanes)

2） — 检索结果相关性高(标引相同叙词→主题内容相同)

3） — 利用EI叙词表提供的叙词之间的等级

关系及相关性(广义词/狭义词/相关词)



3、Thesaurus 检索

Search: 查找列出与输入词相关的所有词

Exact Term: 已知某叙词 / 精确查找列出其详细信息

Browse: 按字母顺序显示输入词在叙词表中的位置





广义词

相关词

狭义词



检索的结果界面 - 默认Citation（题录格式）

精炼检索

详细格式 摘要预览

输出数据

图标方式显示

勾选自动添加记录



单篇文献页面（Abstract / Detailed）

链接全文
在Scopus引用文章详细信息

链接至Scopus中作者简历

文章EI号



Search History

组合成新的检索式

编辑
检索
式

提醒 保存需注册登陆



EI 举例 ：查课题

1)主题检索（主）

EI标引的主题:  

a. 主题概念明确时，选择检索词一般考虑以下基本原则：

①主题有相应叙词可以描述，优先选用叙词作为检索词。
（检索字段选择控制词或主标题词）

②主题是新概念，没有对应叙词可以表述/用叙词表述不够全面时，选用非
控制词作为检索词。

（检索字段选择非控制词或主题/篇名/摘要）

③叙词对应文献较多/全面；非控制词对应文献较少/专指度高，可作叙词有
效补充→将叙词检索和非控制词检索合理结合。



b. 主题概念不明确时，可先从EI中设法找到一篇相关的文献，根据文献记录提

供的主标题词/控制词/非控制词/分类号链接出更多相关文献，帮助分析明确主

题概念，确立/深入研究课题。

c. 利用EI叙词表提供的叙词之间的等级关系以及相关性(广义词/狭义词/相关

词)，加深对课题的理解，扩展/缩小检索范围。

d. 利用文献类型和处理类型结合主题检索，获得某一特定类型的研究信息，如

发展趋势等。

e. 注意：EI Compendex Web数据库2009年之前收录的数据分为核心数据和非

核心数据，对于非核心数据不进行深加工，即没有分类号、主标题词和控制词

等数据。2009年1月起，不再分核心数据和非核心数据，全部进行深加工。



例：用Thesaurus方式检索有关高层建筑抗震结构设计方面的文献。

从课题名称中提取概念

高层建筑英文为：tall building

抗震：Earthquake resistance

结构设计：Structural design

检索式：

({Tall buildings} AND {Earthquake resistance}AND {Structural design}) WN CV，命中94条











EI 举例：查收录

（1）查个人收录





（2）查单位收录









（3）查会议和期刊收录

问题：

我想投一个会议： Conference on Lasers and Electro-Optics/Pacific 

Rim, 但是不知道这个会议是不是被EI收录?

问题类型：查某个会议录是否被EI收录以及收录情况。









Scopus 数据库使用简介



2000年，爱思唯尔投资4000多万美元，

启动过刊数字化项目——Scopus，将其之前

近200年内出版的400多万篇文章全部电子化。

2004年11月正式推出。目前，Scopus已成为

全球最大规模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

Phylloscopus Collybita



期刊：

• 旗下拥有来自5,000出版社发行的科技、医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22000多种同行评议

期刊

• 在线出版期刊逾3750种；4,200份黄金开放获取访问期刊；

• 覆盖的刊物超过40多种语言，含近600种中文同行评议的核心期刊



图书：

• 收录120,000种图书（2003年至今）

• 500种系列丛书

会议：

• 收录逾17,000种全球会议,共约7,200,000 篇会议论文

专利：

• 收录五大专利局的27,000,000条专利

• US Patent & Trademark Office (美国专利商标局)

• European Patent Office (欧洲专利局)

• Japan Patent Office (日本专利局)

•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 UK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英国知识产权局)



Scopus 特点

• 专业的引文分析功能

（1）全面了解作者学术成就

（2）准确获取科研全面信息

（3）准确评估科研机构产出

• 独特的H指数

由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位物理学教授乔治·赫希（Jorge E．Hirsch）在2005 

年提出的一种定量评价科研人员学术成就的方法。



h 代表“高引用次数”（high citations）。

一个人的h 指数是指他至多有h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h 次,同时剩余论文的引

文数都小于h。

赫希认为h 指数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一个人的h指数越高，

则表明他的论文影响力越大。

例如，赫希本人的h 指数是49，这表示他已发表的论文中，每篇被引用了至少49 次的

论文总共有49 篇。



CiteScore是计算期刊连续三年论文在第四年度的

篇均被引用次数。

SJR是SCImago Joumal Rankings的缩写，是一个既考虑了期刊被引数量，又考

虑了期刊被引质量的指标。它采用Google的Page Rank算法，赋予高声望期刊的引

用以较高的权重，并以此规则迭代计算直到收敛。

SNIP是Source Normalized Impact per Paper的缩写，是荷兰莱顿大学科技研究

中心(CWTS)的Hank Moed博士开发出的期刊度量指标。SNIP是在三年引文中某一

来源出版物中的每篇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与该学科领域的“引文潜力”之间的比值，

其中“引文潜力”是指一篇文章估计在指定的学科领域中所达到的平均被引次数。

它不用考虑期刊分类，就可以对不同学科领域的期刊进行直接比较。

• 独特期刊评价指标







and、or、and not

检
索
字
段





精炼检索





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



了解该领域相关的杂志和会议







了解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者



了解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



了解课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布局



了解课题的成果发表形式及涉及的相关学科





作者检索

• Scopus为每一位有科研成果记录的学者建立了学术档案

• Scopus有超过12,000,000个学者档案，而Web of Science 只有270,000个

• Scopus有丰富的学者评价系统







了解作者的科研产出趋势



了解作者成果的发表情况



了解作者的合作团队



了解作者的合作机构



了解作者的国际合作情况



了解作者的项目基金申请情况



了解作者的科研产出的类型和学科分布









归属机构检索

• 包含全球5000家科研机构



















分析研究机构的科研水平发展趋势



分析研究机构科研成果的主要发表期刊



分析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



分析研究机构的国际合作情况



分析研究机构的科研产出的类型和学科分布



输入检索式

选择检索字段

高级检索



来源期刊检索与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