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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数据库使用指南
一 数据库介绍
美国工程索引（Engineering Index，简称 EI）是世界著名的检索工具，由美国工程信息
公司编辑出版发行，该公司始建于 1884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信息提供者之一，早期出
版印刷版、缩微版等信息产品，1969 年开始提供 EI Compendex 数据库服务。EI 以收录工
程技术领域的文献全面且水平高为特点。EI 收录 5000 多种工程类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
科技报告。收录范围包括核技术、生物工程、运输、化学和工艺、光学、农业和食品、计算
机和数据处理、应用物理、电子和通信、材料、石油、航空和汽车工程等学科领域。 EI
Compendex 数据库检索可追溯到 1884 年，数据库记录 700 万条，数据库现在每周更新，
每年新增记录 25 万条。
二．访问途径
图书馆主页
电子资源导航
外文数据库
Ei（工程索引）
三．检索方法
3.1 快速检索(Quick Search）
快速检索方式下可以选择检索字段，进行三个字段之间的逻辑运算，具有文献类型限制、
文献内容限制、文献语言限制、文献出版时间限制和检索结果排序的功能。
3.1.1 逻辑运算
快速检索是由检索系统来进行字段间逻辑组配的检索方式，快速检索可以进行三个字段
的逻辑运算，每个字段对应的文本框内可以输入多个检索词，检索词之间默认逻辑运算符为
AND 可以输入 OR 或者 NOT 来改变默认逻辑运算。 快速检索方式下 AND，OR，NOT 的
优先级别相同，逻辑运算顺序为先算输入框内的检索表达式，输入框内的逻辑运算顺序为自
左向右。三个检索字段的逻辑运算顺序与选择的输入框间的逻辑运算符无关，而是按照输入
框的排列先后进行运算。 快速检索只能进行三个字段之间的逻辑运算，超过三个字段则需
要使用专家检索方式。
3.1.2 检索字段
数据库的检索字段在快速检索的检索字段有 15 种，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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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文献文体类型限制（Document Type）
可选文献类型包括核心期刊、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会议录等 11 类（见表 2）
表 2 EI 文献类型
文献类型

中文含义

说明

All document types

所有文献类型

Journal article

期刊论文

Conference article

会议论文

Conference proceeding

会议录

Monograph chapter

专论章节

独立章节的专论

Monograph review

专论综述

系统的专论，单卷或多卷连续出版

Report chapter

报告章节

Report review

报告综述

Dissertation

学位论文

Patents(before 1970)

专利（1970 年前）

Ei1970 年后不再收专利文献

Article in Press

被确定接受的手稿

它不是最终的印刷稿

3.1.4 所有内容文献类型
Ei 具有一种文献分类是根据文献的内容进行划分的，称为 Treatment type，这种划分不
同于学科类别。利用这种类别限制，可以选择相应文献的内容进行检索。
3.1.5 所有语种
语种限制是对原始文献的语言进行限制，可以选择的语言包括英语、汉语、法语、德语、
意大利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如果检索不属于这些语言的文献，可以在专家检索中用
语言字段（language——LA）进行精确的限制。
3.2 专家检索（Expert Search）
专家检索需要手工编写检索表达式，因此更增加了检索的灵活性。利用专家检索可以进
行任意多字段和任意多个检索词之间的逻辑运算。在专家检索方式下，系统仍然提供了限制
出版时间、选择输出结果排序的类型的功能。
3.2.1 字段限制的使用方法
字段限制符使用格式：X wn Y，其中 X 为检索词，Y 为字段码，即字段名称缩写，一
般为两个字母。字段限制符和字段码大小写均可。
例：computer wn TI；
同属于一个字段的字段限制可以合并，合并时与运算不必加逻辑运算符，如果加上逻辑
运算符，则必须加括号改变逻辑运算顺序，
例：（1）computer wn ti and device wn ti=computer device wn ti= (computer and device) wn
ti； 但是如果检索表达式为 computer and device wn ti，则与上式检索结果不同。
（2）computer wn ti or device wn ti=(computer or device) wn ti
3.2.2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是专家检索最通用的运算，逻辑运算符在各检索系统中的功能是通用的，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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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系统逻辑运算顺序有所差异。Ei 中的逻辑运算符有三个分别是 AND 与, OR 或, NOT
非。 逻辑运算符大小写均可。逻辑运算符的运算优先级别相同，多个逻辑运算时逻辑运算
顺序为自左向右。逻辑运算顺序可以用括号来改变，当有括号时系统首先算括号内的逻辑运
算。当逻辑运算和字段限制运算同时存在时，先进行字段限制运算。
3.2.3 检索表达式的构造
检索表达式可由逻辑运算符、字段限制符、截词运算符、词根检索符等构成。
例 computer wn TI and petroleum wn AB
短语检索用双引号或大括号。
例：“oil and gas”；{oil and gas}
截 词 运 算 符 用 符 号 “*” 例 ： comput* 可 查 computer, computers, computerize,
computerization
词根检索用符号“$”
例：$management 可查 manage, managed, manager, managers, managing, management
3.3 词典检索（Thesa-urus）
词典提供了 Ei 精选的 1.8 万受控词，可以通过词典检索检验自己拟定的检索词是否
合适，把自己拟定的检索词输入，核对是否标准受控词，如果输入的词不是系统的受控词，
系统把与非受控词相关受控词调出，以提供标准受控词检索途径。
词典具有检索（Search）精确查找（Exact term）、浏览（Browse）三种查找词语的功能。
词典检索的结果除了提供输入了的检索词外，还提供上位概念词（broader terms）、下位概念
词（narr-ower terms），相关概念词(related terms)，可用来扩大或缩小检索结果的范围。可以
选择多个受控词，并可设定检索时受控词间的逻辑运算关系，默认为或运算。 词典表浏览
需要输入一个词，浏览显示该词前后的几个受控词，这些受控词按照字母排列，与词义无关。
3.4 检索历史
检索历史是指数据库使用过程中，系统为每次检索保存检索表达式和命中文献信息，可
以利用检索历史的组配功能重新组合检索表达式。检索历史的重新组合可以有两种情况，一
是检索历史的组合，二是检索历史与其它检索词的重新组合，例： #1 petroleum wnti #2 (oil
& gas) wnti 在输入框中可以输入： #1 or #2 或 #1 or #2 and computer wn ab 上述两式均合
法，系统把#1 和#2 对应的检索表达式恢复进行重新组合，执行组合好的新检索表达式。
四．辅助索引
可以利用 8 种索引表的辅助功能，分别是作者索引（Author）、作者机构索引(Author
Affiliation）、出版物标题索引(Serial title)、出版单位索引（Publisher）、Ei 受控词索引（Ei
controlled terms）文献分类索引（Treatment type）、文献类型索引（Document type）
、语言索
引（Langu-age）。利用索引浏览功能可以在检索之前查找相应的检索用词，并可获知数据库
中是否有自己要检索的文献。
索引表提供查找功能，除了可以按照字顺查找需要的检索词以外，还可以利用查找功能
检索需要的检索词，如可以在作者索引表中输入 Chen Q，点击 find 按钮，找到 Chen Qinghua
勾选该项，即可在快速检索或专家检索中进行作者检索，找到数据库收录的作者 Chen
Qinghua 的全部文献。
五.检索结果的输出方式
数据库检索结果可以直接浏览，逐篇文献阅读，也可以利用选择框进行选择，并下载、
打印或者通过 E-Mail 邮寄选择的文献。下载或邮寄文献的格式有三种选择分别是全部信息、
题录、题录加文摘，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服务器提供了保存文献的功能，可以注册后在服
务器上建立文件夹保存文献，最多可保存 80 篇文献信息。
六.帮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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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过程中如遇到什么问题，可点击数据库检索页面上的“

”，点击打开即

可。
七．检索实例
选择字段

文献类型限定
语种限定

Zhang xiaoguo or zhang xiao-guo or xiaoguo zhang or xiao-guo zhang or zhang x.g

点击浏览

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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