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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 成 立 于 1871年 ， 最 早 名 称 为 电 报 工 程 师 学 会

(Society of Telegraph Engineers)

▪ 2006年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IEE)和国际工业工程师学

会(IIE)合并，更名为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

▪ 欧洲最大的工程技术专业机构

▪ 非盈利会员组织，全球150多个国家拥有15.8万名会员

The IET inspires, informs and influences the global engineering community to engineer a better world.



关于我们—IET & Inspec

IEE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始于1871年的电报

工程师学会

IERE
（Institution of 

Electronic and Radio 

Engineers

—始于1925年的无线
工程师学会

1988年
合并

IEE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成立新IEE

IEE
（Institution of 

Electrical Engineers/

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IMfgE
(Institution of 

Manufacturing 

Engineers)

—始于1921年成立的
生产工程师学会

2006年
合并

IIE
（Institution of 

Incorporated 

Engineers/英国企业
工程师学会）

1991年
合并

Inspec

Archive

基于Science Abstracts，
可追溯到1898年

引入“化学索
引”和“数值

索引”

1987年

Inspec Direct

记录达1000

万条

2008年

Inspec

Analytics发布

2018年

Inspec收超录
2000万条记

录

2020年

IET

成立于1871年的非盈利机

构，源于IEE

欧洲最大的工程技术专业

机构

Inspec

IET出版的世界最

大的物理和工程

领域文摘数据库

Inspec源于IEE，Inspec文摘数据库致力于为EE（电气与电子工程）领域提供卓越的知识服务与解决方案。



IET源于科学家，服务于科学家的科研。

IET Fellow @ “中科大”

[信息来源: “中科大”官网]

薛开平教授是IET Quantum Communication期刊

的副主编。期刊目前已被INSPEC, EI, SCOPUS, 

DOAJ等数据库收录，





Inspec收录内容概览（学科、文献类型等）

Inspec

Archive

1898

4

22M+文章， 包含来自：4,500+ 本期刊、3,000+会议论文集、240K预印本等

3,000 Conferences



Inspec收录期刊来源国、出版机构等介绍

(来自47 countries & 400+ 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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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收录期刊出版社分布

❖ 收录24万多条预印本内容, 其中包括:
➢ 12.3万条涉及物理学科的记录
（物理是工程、技术的基础，获取物理领域最新动态）

➢ 4.5万条涉及计算机科学的记录

预印本内容 非英语内容

❖ 79万条中文记录
❖ 32.1万条俄语记录
❖ 25.7万条德语记录
❖ 18.3万条日语记录
❖ 13.3万条法语记录
❖ 总计：190多万条非英语内容



Inspec收录期刊覆盖广泛的研究领域

物理

清洁能源

人工智能

机械工程

工业4.0

可再生能源

电气工程

通信工程

微电子

交通工程医学工程

控制工程 计算机科学

船舶工程

环境工程航空工程

Inspec快速发现并收录高质量的相关科研成果，始终是追踪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前沿的学术服务行业
领头羊，高效的学术检索解决方案的最佳供应者。



Inspec on WoS 助力您

@ “中科大”
@ 高影响力科研的每一步，“理实交融”的每一刻！

高性能材料

人工智能

自主系统与机器人

能源与可持续

微电子

通信

数据科学

智慧城市





提高检索效率，有效排除噪音，在物理、工程领域实现精准发现

Inspec数据库



❖ 控词和非控词索引 ❖ 文档处理类型索引

❖ 化学索引

❖ 数值索引
❖ 天文学索引

❖ 学科分类代码索引

❖ IPC国际专利分类号



Inspec-精准人工专家索引

From 

Original 

Source

▪ Title

▪ Abstract

▪ Other 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 

▪ (Author, Source, etc.)

Bibliographic

Record

Consistent thesaurus maintained by subject experts for over 50 

years:

▪ Controlled Index – 5 levels of subject classification and >10k 

controlled terms

▪ Uncontrolled Index – curated by expert indexers 

Subject 

Terms

▪ Classification Codes

▪ Treatment Codes   

▪ Chemical Indexing

▪ Numerical Data Indexing 

▪ Astronomical Object 

Indexing

▪ Patent Classification CodesSpecial 

Indexes

Added 

Value 

Fields 

by 

Human 

Indexer

Inspec Database Indexing Expert：
Dr. Christopher Marker 

• UCL PhD in Physics
•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s and expertise in indexing



Inspec—数据库中数据标引介绍
（专家团队人工编加，精准定位文献）

❖ 叙词表-控词和非控词索引
-1898年开始标引

❖ 文档处理类型索引
-1969年开始标引

❖ 化学索引
-1987年开始标引

❖ 数值索引
-1987年开始标引

❖ 天文学索引
-1995年开始标引

❖ 学科分类代码索引
-1898年开始标引

❖ IPC国际专利分类号
-1969年开始标引



Inspec叙词表—“控词”和“非控词”索引

数据来源: https://www.theiet.org/publishing/inspec/guides-and-support/

控词

1. 是什么？- 是一种通过专家标引系统对学术术语等加以规范化标引，以便
后续进行精准检索的实用标签。

3. 如何做到？- 相比自然语言，Inspec受控词表更加规范地对所有的知识、
术语进行标引。控制词表强制要求所有Inspec收录的数据采用这些经过专
家标引系统标引且权威认定的术语，保证Inspec数据的一致性和可被精准
检索到。

2. 为什么？- 用于描述科学和技术的语言常常存在同形异义词、同义词和多
义词等不规范不准确的问题，科学术语也可能由于发表时间、地点、作者
的不同具有不同的意思。

非控词

非控制词来源于作者在标题、摘要中所使用的学术语言表述，可以高效、

及时地揭示新兴学术概念或重要学术表述等，Inspec引入了非控词概念，

每周更新，保证Inspec对文献记录全面、精准的发现性。

10000+控词

数百万的非控词

精准、全面的文
献发现

控词：Inspec

控制关键词

6g (6 grams)

6G 

(communications)

https://www.theiet.org/publishing/inspec/guides-and-support/


在WoS平台如何查看Inspec Thesaurus

1.下拉并选择Inspec数据库

2. 下拉并选择controlled Terms（控词）



在WoS平台如何查看Inspec Thesaurus

1. 下拉并选择controlled Terms（控词）
2. 点击控词结构图



在WoS平台如何查看Inspec Thesaurus

1.输入感兴趣的检索词

2. 点击？来查询相关检索词详细信息

4. 点击控词等级结构图3. 下拉找到相关的检索词

5. 下拉查询相关
学科信息

6. 该控词的上位控词



在WoS平台，用Inspec Thesaurus查看检索词的同义词

1. 控词树状结构图

2. 查看该控词的相关控词

6. 添加控词到检
索框

3. 该控词的顶位控词

4. 该控词的同义控词

5. 该控词的相关学科代码





Inspec—数据库的跨学科性

5级学科分类及学科
分类代码标引

3,600个精准类别

详情参考：https://www.theiet.org/publishing/inspec/inspec-content-coverage/inspec-classification/

https://www.theiet.org/publishing/inspec/inspec-content-coverage/inspec-classification/


在WoS平台，用Inspec Thesaurus查看学科分类

2. 学科分类树状结构图

1. 输入关键词进行查找

2. 点击查看学科等级图



问题: 如何检索微波光子学在6G

移动通信领域的研究论文?

Source: T. S. Rappaport et al.,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Above 100 GHz: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6G and Beyond," DOI: 10.1109/ACCESS.2019.2921522.

Inspec叙词表的价值演示1

1. 输入相关学科关键词，此处
“microwave photonics”

一键消除99%的

检索噪音



Inspec叙词表的价值演示2

(细颗粒度, 精准揭示, 高效发现)

Controlled Term: “Solar cells”
Subject Classifications of “Solar cells”



Inspec –数值索引

• 数值检索字段包含文献中涉及物理量参数。可使用科学计数法（如2.65E+10Hz）和普通计数法(如26500000000Hz)进行数值输入，较大数

值建议使用科学计数法，以保证准确。每一个数值索引字段格式包含：

• 检索设置规则:

❖ 如果在左侧检索框中输入一个数值，而右侧空缺，表示检索范围为大于或等于左侧输入数值。

❖ 如果在右侧检索框中输入一个数值，而左侧空缺，表示检索范围为小于或等于右侧输入数值。

❖ 如果在左侧和右侧输入相等的数值，表示检索范围为等于输入数值。

❖ 如果两侧输入不同的数据，则表示搜索范围在两者之间。

详情参考：https://www.theiet.org/media/8804/numerical-data-indexing.pdf

Inspec – 数值索引包含的物理量及单位

• 年龄（年） • 电子伏特能量（电子伏特） • 辐射吸收剂量（戈雷）

• 海拔（米） • 能量（焦耳） • 辐射剂量当量（西弗）

• 视在功率（伏安） • 频率（赫兹） • 辐射暴露（库仑每公斤）

• 带宽（赫兹） • 增益（分贝） • 放射性（贝克勒尔）

• 比特率（每秒字节数） • 银河距离（秒差距） • 无功功率（乏）

• 字节率（每秒字节数） • 地心距离（米） • 电阻（欧姆）

• 电容（法拉） • 日心距离（天文单位） • 尺寸（米）

• 计算机执行率（每秒指令数） • 损失（分贝） • 恒星质量（太阳质量）

• 计算机速度 (每秒浮点运算次数) • 磁通密度（特斯拉） • 存储容量（字节）

• 电导（西门子） • 质量（公斤） • 温度（开尔文）

• 电流（安培） • 内存大小（字节） • 时间（秒）

• 深度（米） • 噪声系数（分贝） • 速度（米每秒）

• 距离（米） • 图片尺寸（图片元素） • 电压（伏特）

• 效率（百分比） • 功率（瓦特） • 波长（米）

• 电导率（西门子每米） • 压力（帕斯卡） • 字长（字节）

• 电阻率（欧姆·米） • 打印机速度（每秒字符数）

物理量 数值 单位

https://www.theiet.org/media/8804/numerical-data-indexing.pdf


问题: 如何检索单片微波集成电路（MMIC Power Amplifiers）

在Ka波段（Ka-band） (26.5GHz-40GHz)的科研文献?

（Left & Right: 5G mmWave massive MIMO 

[source: Qorvo, Inc] ）



数值索引的价值—检索演示

一键消除83%的

检索噪音



分析方法—化学索引介绍：Inspec数据库将文献中讨论的物质和材料系统的信息进行标引。总体可分为两种角色类型：基本角色

和功能角色。基本角色是对物质涉及化学信息的基本描述，即物质本身是由几种元素组成。功能角色是对物质涉及的材料工艺进

行描述，即物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掺杂、基质等。

Inspec化学索引

详情参考：https://www.theiet.org/media/5239/chemical-indexing-updated-jan-2020.pdf

（图3：Inspec“化学标引”简介，来源：Inspec）

https://www.theiet.org/media/5239/chemical-indexing-updated-jan-2020.pdf


✓ （避免歧义） Avoid ambiguity, e.g. ： CO/bin for carbon

monoxide, CO/el for cobalt；

✓ （精准检索）Precise retrieval, e.g.: GaN growth on SiC

substrate can achieve lower thermal expansion, lower lattice

mismatch, and excellent thermal conductivity, there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N. SiC palys the role of

substrate, in Inspec chemically indexed as SiC/sur, GaN

indexed as GaN/bin. Use chemical indexing fields GaN/bin &

SiC/sur to retrieve all relevant records precisely.

✓ （行业、学科领域分析），例如“镍”

Why & How? — Chemical Indexing

（figure：GaN on SiC/Si substrate 

source：elettronica-plus.it）



化学索引的价值—检索演示

[source: IndustryWired]

问题 : 如何检索在基质材料蓝宝石 sapphire

(𝐴𝑙2𝑂3)上生长半导体材料𝐺𝑎2𝑂3的文献?

https://industrywired.com/where-is-the-ai-chip-industry-headed-to/


化学索引的价值—检索演示

一键消除超99%
的检索噪音



Inspec是唯一标引IPC代码
的A&I数据库
支持非专利文献检索 −A部－人类生活必需（农、轻、医）

−B部－作业、运输

−C部－化学、冶金

−D部－纺织、造纸

−E部－固定建筑物（建筑、采矿）

−F部－机械工程

−G部－物理

−H部－电学

国际专利分类（IPC）

欧洲专利分类号(ECLA)

美国专利分类号（CCL）

日本的分类法（FI/F-term）

联合专利分类（CPC）

…

*全面覆盖，红色为Inspec重点覆盖领域
*随着CPC分类的更多应用，Inspec也在考虑将CPC引入底层数据标引中

Inspec—IPC国际专利分类代码



• 《国际专利分类表》（IPC分类）是根据1971年签订的

《国际专利分类斯特拉斯堡协定》编制的，是惟一国际

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和检索工具，为世界各国所必备，

用来对大量专利文献进行分类。

• 在传统的专利文献检索中，有诸多的专利文献数据库进

行支持，同时，专利文献检索技巧也较为成熟，能够通

过IPC、CPC等分类方案快速完成检索

• 而在非专利文献检索领域，往往能够运用的数据库和检

索方法很少，在Inspec底层数据中所标引的IPC国际专利

分类，能够填补非专利文献检索领域的空白，可以保证

专利相关学者、技术人员在查找文献时有足够的文献支

持，同时配合Inspec独特的叙词、数值、化工检索等字段，

能够快速准确定位相关文献

非专利文献检索

专利文献 非专利文献

Inspec

IPC专利分类号



Inspec Analytics Plus
— 细颗粒度、多维度分析工具



1) 用户可以通过https://inspec-analytics-app.theiet.org/#/landing访问Inspec

Analytics (IA)平台

2) 基于IP地址进行权限管理，无需登录账户和密码（如果有访问问题，请确认是

否为校园IP或与图书管理员联系）

认证成功，已登录平台 认证失败，提示检查IP

https://inspec-analytics-app.theiet.org/#/landing


Inspec Analytics

多维度

机构
32,451 机构

学科分类

3,570 学科分类

受控关键词

10,040 控制词

搜索&分析工具

物理&工程



助力研发创新

改善协作

– 探索协作网络资源

– 寻找合作者或领域内专家

– 衡量合作的影响和有效性

竞争情报

– 查明竞争对手——谁在研究什么

– 发现相关研究和创新的新兴、增长或利基领域

– 分析发展趋势并探索互补的研究领域

明确研究优势

– 在全球范围内对研究成果进行基准测试和评估

– 支持IP商业化/知识转移

– 评估机构的影响

为战略决策提供信息

– 确定研究重点，分配研究资源

– 定义研究计划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影响和创新

图情团队 工程领域从业人员 科研管理研究人员



An intuitive, precision analytics tool, providing unparalleled insight of the global engineering research landscape

为什么选择 Inspec Analytics?

由 Inspec 提供支持：权威内容确保可信度、准确性和数据质量

直观的揭示：易操作的界面、可导出的报告和可视化使研究分析直观而高效

精确分析：获取详细而细致的研究情报，为战略决策提供信息

全面覆盖：（32,451个机构）（3,570 个学科分类）（10,040 个受控术语）

新功能：1. 引用评价值（Citation level score），通过机构平均引用水平与全球平均引用水平的对比，直观了解该机构在

各细分领域的影响力水平。2. 资助机构，基于Inspec受控关键词的Top20资助者数据，颗粒度更细、信息更精准。

揭开全球工程研究格局



控制词（Controlled Terms）

- 通过网格状的控制词映射出特定主题的重要关键词集合(以3D打印为例)

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期刊/journals、
会议

/conference

同义词/leads-in

并发词/Co-occurring 
terms

关联词/related terms

机构
/organisations

学科/Subject 
classifications

3D printing

4D printing

additive manufacturing

four-dimensional printing

rapid prototyping (industrial) 6621篇文献）

polymers (2249 篇文献）

production engineering computing （2177篇文献）

biomedical materials （1986篇文献）

tissue engineering （1548篇文献）

广义术语（Broad term）: printing

关联术语（Related term）: inkjet printing; rapid prototyping (industrial) 

同义关键词

并发关键词
（举例Top 5）

关联关键词



学科分类（Subject classifications）

- 通过学科分类集合查找相关学科领域

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期刊/journals、
会议/conference

同义词/leads-in

并发词/Co-
occurring terms

关联词/related 
terms

机构
/organisations

学科/Subject 
classifications

3D打印在关联学科：“A8770-生
物医学工程学科”有3274篇文献

(备注：球体积越大，文献量越大)

A8770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8100 -
Materials science

E1000 -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on

关联
学科



关联研究机构（organisations）、期刊（journals）、会议（conferences）、资助机构

Three-
dimensional 

printing

期刊/journals、
会议

/conference

同义词/leads-in

并发词/Co-
occurring terms

关联词/related 
terms

机构
/organisations

学科/Subject 
classifications



精准检索，定位所需。

沧海无尽

取之一瓢





Inspec检索案例

1. 铜氧化物高温超导材料机理研究

2. 高温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镍掺杂电化学电极材料研究

图片来源：:Raza, Rizwan et al. DOI: 

10.1016/j.rser.2015.08.049.
图片来源：Phys.org



检索案例1—铜氧化物高温超导材料机理研究

课题描述：超导现象是物理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它是凝聚态物理和量子物理交叉的前沿课题，隐含着物质结构深层

次的物理规律，理论意义重大。超导技术是21世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和重大战略意义的技术，可广泛应用于能源、国

防、交通、医疗等领域。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2025》均把高温超导技术、材

料确立为新材料前沿技术之一。高温超导（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是一种物理现象，指一些具有较其

他超导物质相对较高的临界温度的物质在液态氮（77 K(开尔文)）的环境下产生的超导现象。高温超导体（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是超导物质中的一种族类,它们也被称作铜氧化物超导体。本课题重点关注高温超导

材料机理研究（详情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专项项目）。

❖ 根据课题描述，关键信息和参数如下：

✓ 高温超导（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

✓ 超导材料（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ng material）

✓ 高温超导体（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

✓ 临界温度(T> 77 K)

✓ 铜氧化物（𝐶u𝑥𝑂𝑦）

✓ 超导机理（Theory of superconductivity）

http://www.gov.cn/jrzg/2006-02/09/content_183787.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5/19/content_9784.htm
https://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42/info81890.htm


❖ INSPEC Analytics-研究进展

➢ 在Inspec Analytics中快速概览控词引力波“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 的研究进展，包含文

章数量、被引数据、研究机构、发文期刊和并发控词等信息。

项目分析

❖检索策略

➢ 步骤: Inspec数据库中独特的控词、数值索引、化学索引、学科分类代码索引和处理类型索引检索，步

步屏蔽检索“噪音”，最终获得精准的检索结果。

1. 主题词检索：运用逻辑运算符“OR” 构成主题词检索字段, 避免因为文章中使用不同表述而查漏，查全与主题

词相关文章

2. 控词检索：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精准锁定文章范围

3. 数值检索：高温超导：T（临界温度）> 77 K（开尔文）

4. 化学检索：铜氧化物超导：CuO/ss OR CuO/bin OR Cu/ss

5. 学科分类检索：超导材料机理：A7420（Theory of Superconductivity）和 A7420M（Other Theories of Superconductivity）

6. 处理类型检索：试验性的（Experimental）



概览: 基于Inspec控制词“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的文献分析

1. “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作为控词索引，发文总量（2013年-2020年）。
数据来源：Inspec Analytics 详见https://inspec-analytics-app.theiet.org/#/controlled_terms/6923

2. “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的并发控词，其中对“钡合金”、“钇合金”、“超导临界温度”等的研究
论文最多。

https://inspec-analytics-app.theiet.org/#/controlled_terms/6923


概览: “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主要研究机构、期刊、并发控词等

TOP机构 期刊 会议

并发控词 学科分类和学科代码

备注：并发控制词为与该控制词研究领域相关的其他控制词领域，根据文章数量排序。



Note：

1. 选择Inspec数据库，使用所

有Inspec检索字段。

主题词检索结果



控词“high-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对主题词检索结果进行初步精炼

小结：通过Inspec“控词”数据索引的精炼，将文献检索结果，从126013条缩小到119837条。



“数值”索引对检索结果进一步精炼

小结：通过Inspec“数值”数据索引的精炼，将文献检索结果，从119837条缩小到21943条。



“化学”索引对检索结果进一步精炼

小结：通过Inspec“数值”数据索引的精炼，将文献检索结果，从21943条缩小到19817条。

通过数值和化学索引，将84%的检索

“噪音”屏蔽，锁定超导临界温度高
于77 K并且是铜氧化物的高温超导体。



小结：通过Inspec“学科代码”数据索引的精炼，将文献检索结果，从19817条缩小到128条。

“学科分类”索引对检索结果进一步精炼
备注：“学科分类”是Inspec数据库独有的检索

字段，在检索平台上可以通过左侧精炼选项找
到“分类”，也可以添加“学科分类代码”检
索字段，然后选择需要的学科代码。如：学分
类科代码：A7420为超导理论

进一步锁定所研究学科的文献范围。根据课
题研究目标, 选择该学科分类，锁定了铜氧
化物高温超导的机理的文献范围。屏蔽99%

的“检索噪音”。



文档“处理类型”索引

小结：通过Inspec文献文档“处理类型”数据索引，进一步缩小文献范围，贴合课题实际需求。

可根据科研需求，选择合适的文献文
档处理类型，实现“有的放矢”，进
一步缩小文献阅读范围。



为课题组文献分享组会定制高级检索式，快速查新！

备注：利用检索字段之间的布尔运算规则以及“AND”、“OR”、“NOT”等逻辑运算符优先级关系，
可在检索式预览中编辑符合课题需求的检索式。以便在之后课题组文献分享组会中一键快速查新。



检索案例2—高温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镍掺杂电化学电极材料研究

描述：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国制造2025》《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等重要战略纲要中，均被列为要大力发展的产业。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高效、

环保发电技术。SOFC 是由具有不同电传输特性的陶瓷和金属材料组成的多层结构。 所有组件都必须显示

出经过良好调整的热膨胀行为、材料界面的化学相容性以及在主要大气中的化学稳定性。本案例将演示如

何使用Inspec数据库，检索研究高温下镍掺杂材料作为SOFC电化学电极的文献。

根据课题描述，关键信息和参数如下：

✓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

✓ 电化学（Electrochemistry）

✓ 电化学电极（Electrochemical Electrode）

✓ 镍（Ni，掺杂）

✓ 温度（Temperature，800-1000摄氏度）
Solid Oxide Fuel Cell-principle of operation.

[Credit: Maciej K. Stodolny])



概览: 基于Inspec控制词“solid oxide fuel cells”的文献分析

1. “solid oxide fuel cells”作为控词索引，发文总量、篇均被引频次（2013年-2020年）。
数据来源：Inspec Analytics 详见https://inspec-analytics-app.theiet.org/#/controlled_terms/8067

2. “solid oxide fuel cells”的并发控词，其中对“电化学电极”、“电解质”等的研究论文最多。

https://inspec-analytics-app.theiet.org/#/controlled_terms/8067


概览: “solid oxide fuel cells”的主要研究机构、期刊、并发概念等文献信息

主要学科分类和学科代码

TOP机构

期刊

控词相关信息

主要资助机构



A. 主题词字段: Solid oxide fuel cells (SOFC)

Note：

1. 选择Inspec数据库，使用所

有Inspec检索字段。



B. Inspec学科分类：Electrochemistry and Electrophoresis

Note：

1. Inspec学科分类在WoS平台的左侧精炼栏。

2. 用户也可以通过添加检索行，在检索框中进入Inspec叙词表查找相关学科分类（详情见第24页）。



C. Inspec受控词： Electrochemical Electrodes

Note：

1. Inspec控制词在WoS平台的左侧精炼栏。

2. 用户也可以通过添加检索行，在检索框中进入Inspec叙词表查找相关控制词（详情见第19页）。



D. Inspec化学索引：镍 (Ni) 

一键消除99% 检

索“噪音”



E. Inspec数值索引：Temperature (800—1000 °C )



F1. Inspec在WoS平台进行引文索引、排序、导出（EndNote等）…

Note：

WoS平台的文献管理功能，如导出

数据（单次可导出1000条记录）、

排序、引文索引、EndNote等在

Inspec数据库均可以使用。



F2. Inspec记录在WoS平台可查看来自各数据库的被引数据

Note: 

Inspec记录可以在WoS平台查看来自各数据

的引用数据。

可在WoS进行其他选项的精炼。



F3. Inspec特殊索引字段均可在WoS进行结果分析…

此标记表示文章为Open Access，用户可以

免费阅览全文。



案例分析小结

[source: left from iStock & right from Mmix The Millions]

https://www.istockphoto.com/photos/standing-on-the-shoulders-of-giants
https://millionsmillions.tumblr.com/post/70151742456/caution-too-much-reading-can-lead-to-retinal


WoS产品更新_2021年12月9日

要点速记：

1) 在WoS平台订阅Inspec数据库的用户

2) 可在全数据库、核心合集的检索结果中看到Inspec的人工数据标引字段（Inspec也同时收录该检索结果

的情况下）

3) 本次更新包含的Inspec标引字段：国际专利分类、学科分类代码、CODEN、控制词和非控制词



案例演示



案例演示

❖用户可便捷查看Inspec的人工数据标引。



案例演示

❖ 用户可点击任何一个Inspec标引中Inspec®标签进入到Inspec数据库内查看该检索结果。



案例演示

❖ 用户可点击任何Inspec人工标引的学科分

类代码（如上）、控制词（如下）进入到

Inspec数据库内查看相关学科分类代码、

控制词的文献记录。



Science drives Inspec, Inspec drives innovation.

Thank you！

作者 INSPEC China Team

联系方式 CLiu@theiet.org

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正。



更多Inspec on WoS案例分析，

请联系我们

低功耗、高速 CMOS工艺模数转换器的研究 （电路，VLSI）

Xe工质低输入功率离子推进器在航天推进领域的研究

引力波高能电磁对应体的研究（天文学）

基于量子级联激光器的气体传感器（环境工程）

Ka波段MMIC功率放大器(半导体、通信、声纳、雷达)

宽禁带功率半导体SiC在高压IGBT在新能源汽车电力变换器中的研究）

3D打印及生物医学材料钛合金在组织工程中的应用（医学工程）

……



IET出版期刊



诚挚欢迎“中科大”学者加入IET期刊编委、审稿人队伍

诚挚欢迎合工大学者与IET合作共创高水平新刊

❖Aim & Scope
The scope of the journal includes:

IET Metaverse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tend to publish original research papers in all main branches of the

metaverse, especially software technology, hardwar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e invite

submissions on a wide range of research topic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ocial media
•head-mounted displays (HMDs)
•digital economy
•Cryptocurrencies 
•Smart home technology
•Digital society
•Virtual reality economy
•Internet engineering
•Cloud collaboration
•Distribu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igital energy
•Digital twin

•Network and computing technology: Including spatial 
computing, virtual scene fitting, real-time network transport, 
GPU servers, edge computing, cost reduction and network 
congestion
•Display/interactivity technology: Virtual reality (VR), 
Augmented reality (AR), mixed reality (MR), Extended Reality 
(XR) etc. 
•Game: such as a game engine that supports game program 
code and resources (graphics, sound, ani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ternet of Things (IoT)



欢迎“中科大”老师、同学们

扫描右侧二维码参与 Inspec专

场的有奖问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