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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EI平台检索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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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分类 



 
• 国外全文库多由各个学会或期刊出版商出版，

数量众多，且不互相包含，文献来源有限。 
 

• 直接用全文库调研，检索方法简单，分析功能
少，效率低且难查全； 
 

为什么外文文献调研时一般都
用文摘库？而不直接在全文库
中查？ 

文摘库的优势 



文摘数

据库 
质量高：收录的

文献经过筛选 

地域广：收录世界

各国重要的出版物 

学科多： 

EI-工程技术应用领域； 

WOS-基础学科 

时间长：EI 1884年-； 

WOS  1900年- 

此外，检索功能强大 
•多个检索字段，可进行规范词检索、分类检索 
•二次检索功能 

文摘库的优势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科学引文索引) 

EI          ——EngineeringInformationInc( 美国工程索引) 

CPCI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es( 会议录

引文索引，旧称ISTP) 

世界著名的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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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数据库介绍 



EI  新产品” 

1998 

电子版数据库Eicompemdex ，
DIALOG联机检索 

清华大学图书馆与美国
工程信息中心合作，建
立了EI中国镜像站点 

EI compen dex  

以光盘形式广泛发行  

创刊：是全世界
最早的工程文摘
来源，由美国工
程信息公司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编辑出版。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1884 

网络版EI Compendex  WEb 

至今 

EI产品的发展变化 



EI收录特点 

 

内容涵盖了工程技

术、应用科学相关的

175种专业工程学科； 

内容分别来自1

万多种工程期刊、

会议文集和技术

报告； 

Ei Compendex 收录

年代自1969年起，目前

包含1100多万条记录，

每年新增50万条文摘索

引信息；自从1992年起

收录中国期刊 

每周更新一次 



来源路径 



数据库界面 



02 使用方法与技巧 



检索目标 

查
全 

查全：与主题相关的所有文献都检索到 
查准：查找到的文献都与主题准确相关 

查
准 



              短语检索 

若关键词是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字组成固
定短语（如：solar 
cell），请在前后加上

双引号“”或者{ } 
（“solar cell”或者
{solar cell} ），即可

执行与输入的关键词
串完全相同的检索。 

词中间不会加词，词
序不会颠倒  

               截词符 （*） 
输入computer*，可
找到computer、
computers、
computerize 、 
computerization。 
             通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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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
据。 
输入fib??，可以找到
fiber、fibre。 

检索算符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stem cell*” AND lymphoma 

检索含有“stem cell”或者“stem cells”同时含有及词语 “lymphoma”。  

等效于检索“stem cell*” lymphoma 

检索的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用于检索同义词或者词的不同表达
方式。 

标题: aspartame OR saccharine OR sweetener*  

检索至少含有一个关键字的数据。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ids NOT hearing 

检索含有“aids”的数据，排除含有“hearing”的文献。 

检索算符 
Boolean Operator 布尔逻辑算符:AND OR NOT 



检索算符 

两个词之间可插入0-n个词，
词序不能颠倒 
例如： solar onear/3 cell 

可以检索出： 
solar energy storage cell 
Solar cell  

 

Near/n  Onear/n  

 两个词之间可插入0-n个词，
词序可以颠倒 ， 
例如：solar  near/3 cell 
可以检索出：  
a cell that converts solar 
solar energy storage cell 



EI检索方法 



选择检索字段 ：您可以选择所有字段（all fields） 、摘要
（abstract）、作者（author）、标题（ title）、出版社
（publisher）、来源刊名（source title）或控制词汇
（controlled term）、会议信息（conference）、ISSN、基
金号（funding  number）等。 
 

快速检索方法 



 

Sort by：排序  （按照相关度和日期） 
browse index: 浏览索引 （可以按照作者、期刊等进行勾选） 
autoStemming：能自动将所有和输入的关键词相关的词汇一起做检索
（相关的词汇是指含 有与关键词相同的字尾、字根、名词／动词／形容词
等形式变化的字），如若 您输入关键词controllers，您将会得到包含
controllers、 control、controlling 、controlled以及controls这些关键词的检索
结果；  
Treatment：分类进行检索，如经济、生物、实验、数据、综述等 
 

快速检索方法 



专业检索方法 输入检索词汇和检索字段代码 

检索代码 



专业检索方法 

通过运算符和WN将所要检索的词汇连接起来 

WN: within的缩写 

示例：爬壁机器人的结构设计 

爬壁机器人：climbing robot 

结构设计： mechan* design; structur*design; 

                     machine design; 

(climbing onear/3 robot) and (mechan* design or machine 

design or  structur* design) 



专业检索方法 



专业检索方法 



03 案例展示 



示例1：作者检索 

注意： 
 
用作者查不到的文章可以用篇名检索确定文章是否收录 

 

案例：查找燕山大学许允斗老师被EI收录的文
献信息 



示例1：作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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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查找燕山大学2017年发表的文章被EI收录情况。 
 

检索词和检索式的确定：从机构索引中查看学校名称 
 

 

示例2：机构检索 



示例3：主题检索 

案例：查询有关爬壁机器人结构设计方面的文献 
（范围大而宽的主题如何寻找相关文献？） 

爬壁机器人：climbing robot 

结构设计：    mechan* design; structur*design 

                        machine design; 

(climbing onear/3 robot) and (mechan* design or 

machine design or  structur* design) 



示例3：主题检索 

检索结果细化 



Refine Results的作用 
         Refine 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结果分析工具，用户可以

从中获得大量的情报信息。 

• 通过Refine，可以了解谁在与你研究同一课题，进展情况如

何？ 

• 了解你关心的课题它所涉及的领域，发现新的研究方向； 

• 通过年代文献量的分析，了解课题所处的生命周期； 

• 通过出版项分析了解论文发表的质量； 

• 通过文献类型了解论文的分布，帮助你获取更多的信息。 

示例3：主题检索 



示例3：主题检索 



示例3：主题检索 



示例3：主题检索 

检索结果查询和导出 

通过邮件、打印、下载等方式对所选文献导出 



示例3：主题检索 

通过邮件、打印、下载等方式对该文献导出 

单篇文章查看、导出和下载 



示例3：主题检索 
单篇文章查看、导出和下载 



示例3：主题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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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SCI/SSCI/ESI简介 



 



访问网址：http://webofscience.com 

Web of Science平台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Web of Science平台新界面 



数据库介绍页面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即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 



 

SCI 

CPCI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xtend 

our retrospective coverage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ck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ury of Science initiative 

makes that dream come true.” 

 

 
 

 

 

 

 

 
 

引文索引 

• Dr. Garfield 1955年在 Science 发表论
文提出将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新的文献检
索与分类工具。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字
段从而跟踪一个Idea的发展过程 

 

 

• 1963年出版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1973年出版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1978年出版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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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参考文献 

1993 
1991 

1995 

1980 

2003 施引文献 

相关记录 

2003 

2004 

1999 

2002 

1994 

2004 

 Citing  

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 

沿着科学研究的发展道路… 

1998 

分析： 

学科分布、发展趋
势、机构/作者等 

参考文献： 越查越深 

施引文献： 越查越新 

相关记录： 越查越广 



 

   Web of Science: SCI/SSCI/A&HCI  
  科学研究与科研管理的重要工具 

•严格遵循50多年来一贯的选刊标准，遴选全球
最具学术影响力的高质量期刊 

•一百多年的数据回溯 

•独特的引文索引揭示科学研究间的内在联系和
发展，反映了科学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doitpoms.ac.uk/tlplib/optimisation-biomaterials/figures/wright_sml.jpg&imgrefurl=http://www.doitpoms.ac.uk/tlplib/optimisation-biomaterials/printall.php&usg=__SjJAQYTQNDcj3voG1DU_2WhR4No=&h=347&w=500&sz=36&hl=en&start=13&tbnid=Mh8GgnnTR8YLiM:&tbnh=90&tbnw=130&prev=/images?q=wright+brothers+plane&gbv=2&hl=en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fencecheck.com/files/C3WPprT404Tcxl6egcJBrT4BM4MMys30.jpg&imgrefurl=http://www.fencecheck.com/news/DC-3_Passenger_Flights_End_in_the_UK/&usg=__h2tud14kf1RDlpDXPy4NhCNfOMQ=&h=436&w=655&sz=122&hl=en&start=8&tbnid=OnlYtaWpr8ZpoM:&tbnh=92&tbnw=138&prev=/images?q=dc+3+aircraft&gbv=2&hl=en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public.iastate.edu/~s_g_t/Images/Aircraft/Concorde.jpg&imgrefurl=http://www.airliners.net/aviation-forums/aviation_photography/read.main/299402/&usg=__e43op-mj5BgcpWuybIehBoGZtXo=&h=1462&w=2495&sz=439&hl=en&start=39&tbnid=XzqO92Oqmrsp3M:&tbnh=88&tbnw=150&prev=/images?q=concorde+plane&gbv=2&ndsp=20&hl=en&sa=N&start=20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wallpaperbase.com/wallpapers/space/spaceshuttle/space_shuttle_13.jpg&imgrefurl=http://en.board.bigpoint.com/darkorbit/showthread.php?t=36166&usg=__xM9C6S3SySND2NhVe7foBcOKkos=&h=768&w=1024&sz=138&hl=en&start=1&tbnid=FZrczczdDVcJ3M:&tbnh=113&tbnw=150&prev=/images?q=space+shuttle&gbv=2&hl=en&sa=G


02 使用方法与技巧 



 

搜集文献的步骤 

• 第一步：确立检索词 

• 第二步：编制检索式 

• 第三步：分析检索结果，寻找权威和重要的图书建
立该领域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寻找文献综述获取研
究动态 

• 第四步：根据初步搜素结果选择细分的研究领域 

• 第五步：阅读细分领域中相关的期刊论文了解研究
现状 

• 第六步：选择感兴趣的重要论文展开进一步搜索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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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字段 
主题 在标题、摘要、关键词中

进行检索. 
“white oak” or “quercus alba” 

Vitamin A 

作者 检索论文中的任一作者 Bergstrom CT 

Wallen K* 

Researcher ID 检索作者的Researcher 

ID号码 

www.researcherid.com 

A-1009-2008 

团体作者 检索该论文相关的机构或
组织的名称 

Aberdeen Lung Cancer 

Group 

Beta Cell Biology 

Consortium   

出版物名称 期刊名称 Czech Journal of Food 

Sciences  

Progress in Brain Research  

出版年 论文出版的年代 1999 

2003-2005 

地址 检索作者的地址 Emory Univ, Dept Biol, 

Atlanta, GA 30329 USA  

基金资助机构 检索基金资助机构 

名称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授权号 检索授权号 P01* 

DP0342590  

许允斗： 
xu yd  
xu yundou 



 

Boolean Operator 布尔逻辑算符 

检索包含所有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stem cell*” AND lymphoma 

检索含有“stem cell”或者“stem cells”同时含有及词语 “lymphoma”。  

等效于检索“stem cell*” lymphoma 

检索的数据中至少含有一个所给关键字。用于检索同义词或者词的不同表达
方式。 

标题: aspartame OR saccharine OR sweetener*  

检索至少含有一个关键字的数据。 

排除含有某一特定关键字的数据。 

标题: aids NOT hearing 

检索含有“aids”的数据，排除含有“hearing”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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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符 

Symbol Retrieves 

* 
截取零到多个字符 

*carbon* 

carbon, hydrocarbon, 

polycarbonate 

$ 
截取零到一个字符 

colo$r 

color, colour 

? 
截取一个字符，可用于词前、词中、
词后 

en?oblast 

entoblast, endoblast 

注意: ，当使用词形还原的
时候，通配符$不能使用在
双引号内(i.e. “colo$r 

theory”). 



 

Exact Search 精确检索 

词组检索 如果希望精确地检索某个短语，应将其放置在
引号内。 

 

范例:  “stem cell” 

如果没有“”，相当于stem AND cell 



 

案例：关于忆阻器（memristor）的相关研究 

忆阻器（memristor）是一种具有记忆功能的电阻器。通
过控制电流的变化可以改变其阻值，如果把高阻值定义为
1，低阻值定义为 “0”，则这种电阻就可以实现存储数
据的功能。实际上就是一个有记忆功能的非线性电阻器，
能记忆先前通过的电荷量。 

 

目前正在开发忆阻器的团队包 

括惠普，SK海力士，HRL实验室。 



 

memristor* 

检索词：memristor* 

检索字段：主题 

检索数据库：SCIE 



 

检索结果 



 



 

快速锁定高影响力的论文——被引频次（降序） 

发现了丢失的忆阻器 

用于金属/氧化物/金属纳米器件的忆阻切换机制 

纳米级忆阻器装置作为神经形态系统的突触 

由不对称Ta2O5-x / TaO2-x双层结构制成的快速，高耐用性和
可扩展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件 



 

惠普科研小组的Strukov DB

和Williams RS  等成功制作
了具有忆阻性能的纳米级的
存储单元忆阻器，第一次证
实了忆阻器的存在。 



 

全记录页面——施引文献 

3949被引频次 



 

全记录页面——施引文献 

基于氧化还原的电阻开关存储器 - 纳米离子机制，前景
和挑战 

用于金属/氧化物/金属纳米器件的忆阻切换机制 

纳米级忆阻器装置作为神经形态系统的突触 

TiO2电阻开关存储器中导电纳米丝的原子结构 



 

全记录页面——施引文献 

26篇参考文献 



 

全记录页面——参考文献 

用于存储器应用的薄氧化膜中的可重现切换效应 

分子结器件的内部结构：通过Ti蒸发将PtO 2化学还原到中间有机单层上 

电迁移中的电极 - 空隙漂移和过渡金属的氧化还原 

MEMRISTOR - 缺少电路元件 



 

1971年华裔科学家蔡少棠预言忆阻器的存在 



 

ESI高水平论文 

高被引论文 

（highly cited paper） 

高热点论文 

（Hot paper） 

过去10年中发表的论文,

被引用次数在同年同学
科发表的论文中进入全
球前1％ 

过去２年中所发表的论文,

在最近两个月中其影响力
排在某学科前0.1%的论文 



 



 "文献级别用量指标”即Item Level Usage Metrics (ILUM) 

针对单篇文献使用量的新指标。数据从2013年2月1日开始记录，
针对每篇文献增加两个计数分别为： 

 

"使用次数-最近180天"——最近 180 天内某条记录的全文得到访
问或是对记录进行保存的次数 

 

"使用次数-2013年至今"——从2013年2月1日开始某条记录的全文
得到访问或是对记录进行保存的次数 

“文献级别用量指标” 

备注： 

•使用次数记录的是全体 Web of Science 用户进行的
所有操作，而不仅仅限于您所属机构中的用户。 

•如果某篇文献在 Web of Science 平台上有多个不同
版本，则这些版本的使用次数将加以统计。 

•使用次数每天更新一次。 



 

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最新进展：材料，开关机制和性能 

来自多晶单层二硫化钼的多端存储器 

一种非挥发性有机电化学装置，作为神经形态计算的低
压人工神经突触 

具有扩散动力学的忆阻器作为神经形态计算的突触模拟器 



 



 



 

锁定特定学科领域论文 

工程电气电子 



 

锁定工程电气电子学科的相关忆阻器文献 



 

分子，半导体，光和信息：迈向未来的传感和计算范例 

具有忆阻设备的神经形态计算 

基于忆阻装置的人工神经网络 

回顾提出的基于氧化还原的电阻开关结构的机制 

查看综述性文献 



 

检索小结 

高影响力论文——— 被引频次降序排列，ESI高水平论文 

 

最新发表的论文——文献级别用量指标（使用次数） 

 

锁定相关领域的论文—— 精炼检索结果（Web of Science

类别） 

 

综述文章—— 精炼检索结果（文献类型Review） 

 

…… 



 

分析已有文献的信息价值 

分析字段： 

 

 ▪作者              ▪出版年 

 ▪来源期刊       ▪文献类型 

 ▪会议名称       ▪国家/地区 

 ▪基金资助机构 

 ▪授权号           ▪团体作者 

 ▪机构              ▪机构扩展 

 ▪语种              ▪编者  

▪ WOS学科类别  

▪丛书名称       ▪研究方向 



 

分析某研究课题的总体发展趋势。 

找到该研究课题中潜在的合作者和合作机构。 

对该课题领域的国家信息分析，例：国家内领先机构和高校等 



 

出版年分析:了解课题发展的趋势及判断课题发展的阶段 



 

著者分析: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研究人员，选择导师，选择同行审稿专家，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机构分析: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大学及研究机构，有利用机构间的合作，发现深造的研究机构 

加州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院 

 

HEWLETT PACKARD 

  

西南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能源部 

 

密歇根大学 

 

密歇根大学系统 

 

清华大学 

 

 



 

国家分析: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国际或地区，进行国家与地区间的研究与对比 

中国 

 

美国 

 

韩国 

 

英格兰 

 

德国 

 

意大利 

 

印度 

 

西班牙 

 

澳大利亚 

 

日本 

 

法国 



 

中国研究者发表关于忆阻器的 相关文献情况 



 



  

如何 
让科研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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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Web of Science跟踪最新研究进展 

• 怎样利用ISI Web of Science 将有关课题的最新文
献信息自动发送到您的Email邮箱? 

–  定题跟踪  

–  引文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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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引文跟踪－随时掌握最新进展 

2019-09-17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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