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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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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收錄超
過2,000萬筆記錄

EI 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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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NDEX為 EI 前身，目前臺灣大專院校圖書館多以訂購 COMPENDEX為
主，因此，如何得知自己文獻是否被 EI收錄，則在 EV 平台的 COMPENDEX 

查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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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ndex
• 收錄年代：1969年至今

• 5,600多種期刊文獻、會議記錄和技術報

告資料

• 資料量：超過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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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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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dex 所涵蓋之學科領域

化學工程 (Chemica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 (Cival Engineering)

採礦工程 (Mining)

機械工程 (Mechanical 

Engineering)

電氣工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一般工程(General 

Engineering)



THESAURUS索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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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Engineering Village 最引以傲的功能



範例 -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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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知道心中關鍵字是否為索引詞彙

Search- 顯示所有相似意義的控制詞彙

Exact - 顯示該詞彙階層關係

Browse - 該詞彙的字母順序位置,但不一定在意義上有關係





結果頁面 - 1 搜尋結果：
快速搜尋/1093117筆摘要資料/

資料庫： Compendex & INSPECT

可選擇每頁顯示幾筆資料

輸入關鍵字開啟新
的搜尋

-圖表顯示
-輸出資料
-打開/關閉限縮
欄位詳細資訊

另可用拖曳的方
式改變限縮欄位
順序

文獻內容-摘要形式/文獻內容-詳
細格式/在Scopus中被引用次數



結果頁面 - 2 Page format：選擇不同的呈現格式
管理搜尋結果：寄E-mail/列印/下載書目資訊/存到我的資料夾/暫存文章至
selected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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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同時勾選多篇文獻，進行管理(E-mail/列印/下
載書目資訊/存到我的資料夾/暫存)



文獻內容：摘要形式

在Scopus中引用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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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編輯文獻方式



EV 相關資源

• 連線至 http://www.ei.org/compendex 查看或直接下載最新
清單

• 若您為期刊的主編，想了解EV期刊收錄標準與期望被收
錄，請連線至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

tools/engineering-village/title-suggestion

 臺灣官方網站 Taiwan.elsevier.com

http://www.ei.org/compendex
http://www.elsevier.com/__data/assets/excel_doc/0004/215581/Ei_CompendexSourceList_04Sept2014_els_com.xlsx
http://www.elsevier.com/online-tools/engineering-village/title-suggestion
Taiwan.elsevier.com


小試身手

Question 1：

請用Quick Search搜尋：目前在EV Compendex所收錄題名有關
exposure to radio frequency，最早是西元幾年發表?

Tips: 輸入關鍵字“exposure to radio frequency”→ Search in (搜尋欄位) 「Title」，用Date 來排序尋找最早發表的
時間

A.1980

B.1990

C.1964



小試身手

Question 2：

請利用EV Thesaurus 索引典，查出electromagnetic fields相關詞(Related 

terms)有多少個?

Tips. 點選頁面左上方”Thesaurus”，輸入”electromagnetic fields”，於查詢結果列表裡點選”Exact Term”，即可得知
相關詞有多少個。

A.6個

B.7個

C.8個



小試身手

Question 3：

請用Quick Search搜尋：目前在EV Compendex所收錄有關waste water

，發表文章數量最多的是哪個單位?

Tips: 輸入關鍵字“waste water”→ Search in (搜尋欄位) 「all fields」，用左邊Author affiliation進行查看

A.美國地質調查局

B.西北太平洋國家實驗室

C.哈爾濱工業大學



小試身手

Question 4：

請用Quick Search搜尋：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於1920年《Science》第51

期期刊上發表一篇名為『Time』的文章，請問：這篇文章的Ei main heading

是?

Tips: 輸入關鍵字“Albert Einstein”→ Search in (搜尋欄位) 「Author」，點進文章詳細頁面進行查看

A.Electromagnetic wave

B.Gravitation

C.Theory of relativity



小試身手

Question 5：

請用Quick Search搜尋：目前在EV Compendex所收錄有關”Coke”的專利，
請問會得到哪兩間公司的專利?

Tips: 輸入關鍵字“Coke”→ Search in (搜尋欄位) 「 all fields 」，搭配「 ADVANCED OPTIONS」底下「 LIMIT TO」下
拉式選單選擇「 Patents(before 1970) 」進行查看

A. Dow Chemical Co.

B. Certain-Teed Fiber Glass Cor

C. Brown Co.

D. Koppers Co,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