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ei.org

資料庫教育訓練

碩睿資訊 2019



Compendex小故事

1884 1918 1969 1995 1998 2007 2013

•Dr. John Butler Johnson

撰寫第一冊工程索引

（Engineering Index，簡

稱 EI）

•被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收購

•發展為機讀格式產品：
COMPENDEX

（COMPuterized

ENgineering inDEX）

•EngineeringVillage.com

的出現，COMPENDEX

開始在網際網路上使用

•Ei 為Elsevier旗下
資料庫之一

•EngineeringVillage.com平台
還加入EnCompassLIT & 

PAT, Chimica, CBNB, and 

PaperChem等資料庫內容

•至2013年2月，收錄超
過1500萬筆記錄

•參考來源：http://www.ei.org/evhistory

Engineering Village（簡稱EV）為一平台名稱，其內容有 COMPENDEX、

EnCompassLIT & PAT, Chimica, CBNB, PaperChem 等工程相關的資料庫內容。

EI 為 COMPENDEX 前身，目前台灣大專院校圖書館多以訂購 COMPENDEX為主，
如需得知文獻是否被 EI收錄，在 EV 平台的 COMPENDEX 查詢即可！

http://www.ei.org/evhistory
http://bit.ly/11ugqSS


Engineering Village介面與收錄內容

• 由美國Elsevi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 所出版，提供工程領域的

資訊

• EV 平台介面下內涵各種多元資料庫：

• Compendex

• INSPEC

• NTIS 

• Referex Engineering 電子書

• GeoBASE

• GeoRef 

• EnCompassLIT ＆ EnCompassPAT

• Chimica&CBNB

• PaperChem

• USPTO / EPO專利

• Scirus



Compendex

• 收錄年代：1969年至今

• 5,600多種工程研討會、期刊、商業雜誌、會議記錄和技術報告資料

• 資料量：超過 2200 萬筆，每年新增約 65 萬筆資料

• 包含 190 種工程領域學科，如：化學工程、土木工程、礦業、機械
工程、電子工程、環境、結構、材料科學、固態物理學、超導體、
生物工程學、能源、光學、空氣和水污染、固態廢棄物處理、道路
運輸、運輸安全、應用工程、
品質管理、工程管理等

• 收錄超過77個國家的出版品

• 更新頻率：每週

• 回溯期刊： 1884年-1968年

Ei Compendex cross-disciplinary areas



EV特色

檢索利器

1.Refine Results ：提供多種欄位支援精確搜尋，並可做成圖表

如：控制詞彙、分類號、文件形式、刊名等（共11種）

2.專家思維：工程領域專家學者分類之控制詞彙– Thesaurus 索引典

3.使用者思維：自然語彙 – Tag 標籤

4.專業的專家檢索模式：可自行輸入搜尋語法



檢索技巧

• 右切截 (*)

• 輸入comput*，可找到

computer

computers

computerize

computerization

• 萬用字元(?)

• 使用問號可以代表一個字母

• 例如輸入wom?n ，可以找到 woman

或 women的資料



Quick Search - 快速檢索

Expert Search -專家檢索

Thesaurus search -索引典檢索

Author Search -作者檢索

Affiliation Search -機構檢索

Engineering Research Profile -工程研究機構檢索

檢索
方式



Quick Search –快速搜尋



Quick Search

• 相似詞搜尋 (建議開啟)

• 增加搜尋欄位

選擇檢索資料庫

限制條件和排序選
項，Browse Index：
可利用索引功能瀏
覽／查詢作者、作
者服務機構、Ei控
制詞彙、期刊名稱
和出版社

可切換快速搜尋、專家搜尋、索引
典搜尋及本次登入檢索記錄



結果頁面 - 1

文獻內容-摘要形式/文獻內容-詳
細格式

左側可對檢索結果進一步限縮

檢索結果後系統自動提供關聯關
鍵詞



結果頁面 - 1
物理特徵數據篩選：

1. 針對Compendex
和Inspec可進行
62種物理屬性篩
選相關研究

2. 設定數值範圍之
條件

3. 選取度量單位

勾選後，點按上方
或下方的Limit to 或
Exclude進行限縮或
排除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answers/detail/a_id/25924/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answers/detail/a_id/25924/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結果頁面 - 2 Selected Records：暫存文章
管理搜尋結果：寄E-mail/列印/下載書目資訊/
存到我的資料夾/移除重複文章

可依照相關程度、日期、作者、文獻來源、出
版者排序（預設為相關程度）；在相同條件之
下，再依降冪或升冪規則排序



結果頁面 - 2

下載紀錄可選擇下載位置(可直接存放於雲端)，及匯出格式(支援書目管理軟體)



文獻內容：摘要形式

快速切換摘要、詳細資訊
及參考文獻

可至原文原下載路徑，全文
取得仍以單位訂購範圍為主



文獻內容：詳細格式
Authors：點選作者名字找
到更多該作者發表的文章

Author affiliation：每位作
者的所屬機構

E-mail：主要作者聯絡資訊
ISSN：找到更多關於這本期
刊的文章

Abstract：文章內容摘要

Main heading：主要主題

Controlled term：索引詞彙
標準

Uncontrolled term：相關主
題的廣義分類

Classification code：在來源
中其他附加優勢的字彙和
片語



文獻內容：詳細格式

右側區塊提供與此篇文章的
Related Documents(相關文獻)



文獻內容：參考文獻



文獻加值內容：PlumX Metrics



文獻加值內容：PlumX Metrics

此功能可以瞭解此篇文章自發表後持續被使用與關注的情
形，即時掌握文章被使用情形，並觀測網路上的各種意見，
以促進更多的學術交流與互動。

PlumX Metrics提供5大指標:

1.使用(Usage)：蒐集自資料庫點擊、下載、瀏覽、影片播放
次數等

2.擷取(Captures)：蒐集自Mendeley、Goodreads等，被加
入書籤、我的最愛、Readers等

3.社群媒體(Social Networks)：蒐集自FaceBook、
Google+、Reddit等按讚、分享、轉推等

4.引用(Citations)：蒐集自PubMed Central、Scopus、
PMC Europe、USPTO等資料庫被引用情形

5.提及(Mentions)：蒐集自部落格文章、評論、留言、維基
百科等



文獻加值內容：PlumX Metrics

點按Detail可查看各指標詳細資訊，包含
各種來源及詳細次數，下方亦有此article
的簡易資訊



結果中再檢索



Refine Result 結果再檢索

•在Refine Results檢索結果中:可依作者、作者所
屬機構、國家、文獻種類等類別進階篩選 :可
Limit to 或是 Exclude 一個或多個標目
•在Refine Results中可結合超過一個以上的分析
項目，透過每筆標目前的勾選框勾選要結合的
記錄



結果頁面 - 1

輸入關鍵字開啟新
的搜尋

限縮面版提供12種欄位
進行篩選，亦提供每一
欄位進行圖表顯示及匯
出功能



結果頁面 - 1

以作者為例，透過欄位圖表顯示，可更了解
在該主題下，作者發文量的多寡及比較



結果頁面 - 1

上方功能亦可直接進行下載(csv檔)，可透過
Excel另外製作個人化圖表

另外可將此長條
圖下載為其他檔
案類型



Refine Results Graphs & Export

• 點選 圖示可以
讓您將圖表輸出
成CSV檔案

• 您也可以將輸出
的檔案以Excel軟
體開啟分析管理



Tag（標籤）的功能

• 使用者可對任何的資料指定其關鍵字（標籤）

• 使用者可透過標籤執行檢索

• 使用者可選擇將自己的標籤對其他人公開

•所有的EV使用者

•個人所屬機構中的使用者

•只在個人所屬的研究團隊

•只限個人使用，不對其他人公開

注意，此為個人化功能，需註冊及登錄後才能使用。



Tag 文章

•Public = 所有 Engineering Village 使用者都可看到此標籤
•Private = 只有“我”可看到此標籤 (建議使用)
•My Institution= 只有來自同一所屬機構的使用者可看到此標籤
•Top graphene = 自定分享群組



Tag 透過標籤檢索可提升效果

• 使用者的標籤可成為新的搜尋關鍵字

• 檢視“標籤雲”大小：可依照
其字母順序、受歡迎程度或新穎程度排序

• 使用者可自行指定“任何”
有意義的關鍵字做為標籤

• 使用者也可以編輯標籤



Tag 團隊間的分享

•可為研究團隊、合作者、友人建立特定分組
•所有標籤資料將只為分組成員所用
•分組成員可看到所屬團隊的所有標籤
•可選擇透過電子郵件將新增的標籤資料分享給分組成員



Expert Search –專家搜尋



Expert Search –專家檢索 輸入檢索辭彙和檢索欄位代碼

檢索代碼



Thesaurus Search –索引典搜尋



THESAURUS索引典

Engineering Village 最引以傲的功能

一般口語表達用詞
為自然語言，但每
人對詞彙認知與用
法有所差異，學術
文獻的用字措辭更
是嚴謹，需避免自
然語言混淆不清或
模稜兩可用法。

透過專家編寫的索引典
(Thesaurus)，將自然語言
分類重組為「廣義詞」、
「狹義詞」、「相關詞」。
對同一概念採用固定的詞
彙表達，以達到控制詞彙
目的，清楚呈現整個主題
概念的結構，進而提高檢
索的精確度。



Climatology
氣候

Climate 
Change
氣候變遷

Greenhouse 
effect

溫室效應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Air pollution
空氣汙染

Air quality
空氣品質

Narrow 
Term
狹義詞

Related 
Term
相關詞

Broader
Term
廣義詞

THESAURUS索引典



Thesaurus檢索選項

顯示所有相似意義的控制
詞彙

顯示該詞彙階層關係

該詞彙的字母順序位置，
但不一定在意義上有關係

Vocabulary Search

Exact Term

Browse



THESAURUS索引典

Fuels
燃料

Biofuels
生質燃料

Biodiesel
生質柴油

Bioethanol
生質酒精

Alternative 
Fuels

替代燃料

Narrow 

Term

狹義詞

Related 

Term

相關詞

Broader

Term

廣義詞



利用Browse檢索索引典，可查看文字
符合索引典字典的關鍵詞

可利用索引典：自動衍生
工程專用同義詞彙

THESAURUS索引典



THESAURUS索引典

利用Vocabulary檢索關鍵字，可查索引典
字典有關連的關鍵詞



THESAURUS索引典

利用Exact term檢索關鍵字，可查索引典字
典有廣義、狹義、關聯的關鍵詞



索引典檢索：Thesaurus (Exact Term)

開啟上下位或相關詞彙& 自動組合多個詞彙以利合併檢索



Author Search –作者搜尋



Author Search –作者檢索(直接查詢作者所著文章)

Author last name: 姓氏

Author first name: 名字

Affiliation name: 作者所在機構

或可輸入作者ORCID
直接查找



Author Search –作者檢索(查詢作者所著文章)

因可能會有同名同姓的作者或作者於不同機構著作之文章
，因此條列結果會呈現所有清單，可再依其領域、機構等
分類確認欲查詢作者之文章後，再點擊View Records



Author Search –作者檢索(查詢作者所著文章)



Affiliation Search –機構搜尋



Affiliation Search –機構檢索

機構查詢可查看該機構在
Engineering Village之文章，
以交通大學為例，輸入機構
英文名稱檢索



Affiliation Search –機構檢索

因學校在不同文章顯示名稱
可能不太相同，因此結果頁
面會陳列所有符合之結果。
如確認為該結果，即可點擊
View Records



Affiliation Search –機構檢索



Engineering school profile–工程學校簡介



輸入想要查詢追蹤學校名稱
後，可點擊建議選單後查看



可選取加入最愛，做為常
用追蹤清單



管理檢索結果



檢索歷史

點選檢索策略重新查
詢或修正查詢

結合檢索策略數字，利用布林邏輯結合查詢

Query details：顯示詳細檢索資訊

點 Edit ：編輯搜尋指令
Save Search ：儲存檢索策略 (* 需要註冊個人帳號)
Create Alert ：建立e-mail新知通報 (* 需要註冊個人帳號)



三種主要保存文章的方法



Blog this

：



直接列印

：



也可以下載成需要的書目軟體格式

：



個人化功能



My Profile

• 功能

•儲存檢索策略、建立E-mail Alert

•建立個人資料夾

•10個資料夾

•每個資料夾可儲存100筆記錄

•修改個人帳號資訊



Alerts & Saved Searches

可重新執行檢索策略

啟動檢索策略追蹤



Folders

可查看儲存文章



線上詢問



相關網站資源

• Ei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http://www.ei.org/

• Compendex Scource List (2019/05)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excel_doc/000
7/56392/CPXSourceList_05172019.xlsx

•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 (CONCERT)

•http://www.stpi.org.tw/fdb/ei/index.html

http://www.ei.org/
https://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excel_doc/0007/56392/CPXSourceList_05172019.xlsx
http://www.stpi.org.tw/fdb/ei/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