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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hieve a high reversibility and long cycle life for Li–O2battery system, the stable tissue-directed/reinforced bifunctional separator/protection film (TBF) is in situ fabricated on the surface of metallic lithium anode. It is
shown that a Li–O2cell composed of the TBF-modified lithium anodes exhibits an excellent anodic reversibility (300 cycles) and effectively improved cathodic long lifetime (106 cycles). The improvement is attributed to the ability of
the TBF, which has chemical, electrochemical, and mechanical stability, to effectively prevent direct contact between the surface of the lithium anode and the highly reactive reduced oxygen species (Li2O2or its intermediate LiO2) in
cell.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rotection strategy describes here can be easily extended to other next-generation high energy density batteries using metal as anode including Li–S and Na–O2batteries. © 2017 WILEY-VCH Verlag GmbH &
Co. KGaA, Weinheim
(4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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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Compendex 有效支撑科研工作流

EI收录详解及常见问题

科研不同阶段-高效的应用EI

文献阅读和管理习惯的养成



EI收录详解及常见问题







◆ 声明

◆ 连续出版物/中文连续出版物/非连续出版物/停止收录出版物

（其中中国出版物：以英语（英译和直译）和中文列出期刊名称）

◆ 定义说明

Ei Compendex 收录清单的官方唯一渠道（动态更新）：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挑选并
评估出
版物

只选择
高质量
的内容

Compen

dex收录

Curated Content-经过甄选的内容

我们的顾客需要它

我们的事业依赖它

Ei的创始人Dr. John Butler Johnson创立Ei，只收录具有永久价值的论文
是我们今天依然努力坚持的宗旨



高水平的出版物选择基于多方面的组合

质量

多样性 相关性
成功期
刊选择

所发表内容的科学方面质
量, 以及发表格式和伦理

标准

在与宗旨和范围相
符前提下的作者/
编委(国际)多样性

内容类型和主题与
Compendex的（国
际）用户群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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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下最低要求来初步筛选期刊出版物：

英文版评选标准：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selection-criteria

中文版评选标准： https://bit.ly/2gFt3vm

Ei Compendex期刊评选标准

注册并有效的ISSN 同行评审 英文摘要 定期出版
出版伦理声明及数字
资源长期保存政策

通过初步筛选的期刊出版物会进一步按照18条定性/定量评选标准进行评审：

• 有说服力的编辑
理念

• 同行评审类型

• 编辑的多样性和
地域广泛性

• 作者的多样性和
地域广泛性

期刊方针

• 对相关领域的学术
贡献

• 与所述宗旨的相符
性及质量

• 摘要的清晰度

• 论文的可读性

• Roman参考文献

内容质量

• 期刊论文的引
用情况，包括
自引率

• 对于中国本土
期刊, 参考
ISTIC及其他国
内排名

期刊地位

• 出版无延迟或中断

• 每卷/期出版频率
和论文发表量稳定、
可预测

规律性

• 内容在线可访问

• 数字化政策以及长
期保存措施

• 英文版期刊主页

• 主页质量

• 数位物件识别号

在线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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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Compendex会议论文集评选标准

根据以下最低要求来初步筛选会议论文集：

通过初步筛选的会议论文集会进一步按照18条定性/定量评选标准进行评审：

• 有说服力且有重点
的宗旨范围

• 透明的同行评审政
策

• 组委会和专家委员
会的地域多样性和
广泛性

• 作者的地域多样性
和广泛性

会议方针

• 题目/摘要的专业、科
学、写作质量

• 对相关领域的学术贡
献

• 论文的可读性

• 与所述宗旨的相符性
以及质量

• 论文的原创性/真实性

• Roman字体的参考文献

内容质量

• 公开合作者/赞助
商

• 透明的作者指南和
说明

• 透明的费用结构

会议组织

• 组委会和专家
委员会的声誉/
地位

• 会议是否被列
入权威列表

会议地位

• 英文版会议主页

• 主页质量

• 数位物件识别号

在线可用性

具有英语摘要的全文
论文

注册并有效的
ISSN/ISBN 同行评审 出版伦理声明

内容在线可访
问

Recommended Practices to Ensure Technical Conference Content Quality

https://www.ieee.org/conferences_events/conferences/publishing/paper_acceptance_criteria.pdf


出版伦理及数字资源长期保存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about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files/Code%20

of%20conduct%20for%20publishers%20c

hinese_1.pdf

Publishing Ethics Resource Kit 

(PERK)

http://www.elsevier.com/editors/perk

http://www.clockss.org/clockss/Home

https://clockss.org/clocksswiki/files/CLOC

KSS_Handout_Chinese.pdf

http://www.portico.org/digital-preservation/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about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files/Code%20of%20conduct%20for%20publishers%20chinese_1.pdf
http://www.elsevier.com/editors/perk
http://www.clockss.org/clockss/Home
https://clockss.org/clocksswiki/files/CLOCKSS_Handout_Chinese.pdf
http://www.portico.org/digital-preservation/




EI收录的常见问题

1、Ei期刊会议收录什么标准及流程？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selection-criteria

2、有作者反映，投稿期刊写了Ei刊源，为什么一直检索不到文章？
排查：先查刊此刊是否包含在源表：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

village/content

如果期刊为Ei刊源，请直接联系Ei中文客服查找并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需要注意的是
在您提交证明资料后，Ei会和期刊核实信息，得到确认后文章记录就会经过加工后上库。

3、Ei记录有一条信息错了，联系谁？
中文邮箱：support.china@elsevier.com

电话：4008426973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selection-criteria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mailto:support.china@elsevier.com


科研不同阶段-高效的应用EI
1、开题阶段

•Quick Search   快速检索

•Thesaurus search 词库检索



一、开题阶段文献收集重点

导师给定方向后泛调研

收集该领域的综述文献、博
士学位论文；主要利用本领
域经典或综述文献数据库

重点阅读英文综述或研究论文标
题、摘要：了解前沿、难点、创

新点、并收集关键词

实验室研究背景+当前研究热
点+自身兴趣点=确定研究题

目

确定研究题目后的精调研

有针对性的收集文献，确定内容；

利用数据库的分析功能，查找主要
的研究者和机构

文献阅读注意泛读和精读相结合

基于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确定课
题实施方案

此页引自清华大学图书馆钱俊雯《开题与立项前的文献调研概述（理工类）》



二、先看综述性论文，再看研究论文。

• 特点：综合性、扼要性和评价性，参考文献多。应作为“起步文献”加以参考利用。
• 方法：以关键词Review限定在Title范围，再键入关键字进行检索。 （例如AI）



三、注重学位论文的检索和阅读。

五个显著特点： ⑶ 可得到课题研究现状综述
⑴ 数据图表充分详尽 ⑷ 可跟踪名校导师的科研进程
⑵ 参考文献丰富全面 ⑸ 学习学位论文的写作方法
方法：键入关键词后，勾选Document type中的Dissertation，直接命中。

可以获得课题研究的
更多相关文献

Dissertation

学位论文

此页引自清华大学图书馆钱俊雯《开题与立项前的文献调研概述（理工类）》



四、阅读本领域的主要研究者/机构的文献

• 利用数据库的分析功能获得。
• 方法：键入关键词后，看左边的数据筛选器，直观获取。

Author

作者信息

Author Affiliation

机构信息

此页引自清华大学图书馆钱俊雯《开题与立项前的文献调研概述（理工类）》



五、阅读高被引次数的文献

• 被引次数是判断一篇论文是否有影响力（价值）的一种比较直观和比较有效的方法。
• 方法：完成一次检索后，引用数据会直接显示在相应的记录上。

引文信息

此页引自清华大学图书馆钱俊雯《开题与立项前的文献调研概述（理工类）》



Quick Search – 快速检索



2

9



一、筛选检索结果

•在Refine Results检索结果中进行类别筛选: 受控词、学
科、作者、机构、国家、文献种类等，可Include或是
Exclude一个或多个标目
•在Refine Results中可结合超过 一个以上的分析项目，
透过每篇标目前的勾选框勾选要结合的记录



控制词汇 作者 作者机构 学科分类

国家 文献类型 原文语言 年

刊源 出版社 赞助机构 开放获取



快速检索实例：

• 以关键词AI和Learning System进行Ei检索，使用or连接得到相关结果
23,303条，需进一步过滤筛选；



快速检索实例续一：
• 例如，勾选了最近3年，国家为China和United States，学科限定后点击limit

得到相关检索结果1327条，后续可以根据需求再次筛选检索结果

3

3



二、分析检索结果

• 统计图表输出的按钮会出现在每个检索结
果项目的旁边

• 此功能允许使用者可以透过图表形式浏览
各项目结果数据，或是下载成文字文件并
可以输出到其它软件中，例如：Excel



分析检索结果

•点选 图标可以

让您将图表输出
成tab档案

•您也可以将输出
的档案以Excel软
件开启分析管理



快速检索实例续二：分析检索领域研究热点

• AI和学习系统的检索，在使用年、国家和学科精简后，找到受控词
Controlled  Vocabulary，并下载数据库。



Refine Results 的作用

•所在领域的标杆作者和机构的研究动态：看作者Autor和机构
Affiliation

•所在领域的热点，他们又有哪些成就：看Controlled Vocabulary
•你关心的课题所涉及的领域，是否能有新的切入点发现新的研究
方向：看学科Classification

• 课题所处的生命周期，通过文献计量的年代分析：看年year
• 课题的热门期刊，作为投递文章的选择：看期刊或会议Source 
title



Thesaurus Search –叙词检索



索引实现检索的查全和查准

术语表
达

不同机
理

材料种
类

电池类
型



如果没有Engineering Village上的Ei Compendex

工程师需要花上2页半长
的搜索查询才能相当于Ei
Compendex叙词表的贡献



而在Engineering Village上的Ei Compendex…

工程师只需通过叙词表中的
“Secondary batteries”在Engineering 

Village上检索所需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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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确查找特定研究领域：Ei独有的工程索引叙词表

从1884年起，一直在发展中

13,026
上位词关系

21,829
词汇总数

9,854
非首选词

11,116
首选词

859
分类码

17,450
相关词关系

Materials 
Science

Surface 
properties

Surface 
charge

Surface 
analysis

Adhesion

Bond 
(mansory)

叙词表是由专业的规范词组成，它可以将同一主题不同表

述的词，按主题内容规范在标准的专业词下，避免了由于

词汇书写不同造成漏检，或词义概念混淆导致错检的问题。

用户利用叙词表可从主题角度检索文献，进而提高文献的

查准率。

利用叙词表还可以从主题概念的角度扩展或缩小检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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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在Search中切换到Thesaurus：以关键词Distribution networks进行Thesaurus 

Search：点击 “Thesaurus”，打开叙词表，输入关键词，点击“Search Index”，系
统显示与之相应的叙词；



Ei Patents-专利检索



不同科研时期EI的正确应用:
二、后续科研

•Expert Search  专家检索

•Refine by physical property 数值搜索

•Engineering Research Profile 工科研究档案



5

2

实时追踪科研动态



重复查找很辛苦



54

选定标杆持续关注



Expert Search –专家检索



Expert Search – 专家检索

输入检索词汇和检索字段代
码

检索代
码



通配符
• *右截词-命中检索词起始部分相同的记录
• Learn* 命中learn, learns, learning, learned, learnt, learner(s), 

learner’s, learnability, learnable

此页引自清华大学图书馆花芳《文摘库Ei在文献调研中的应用》

位置算符

• 词组检索“ ” 或{ }- 词间不能插词，词序不能颠倒

•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命中包含有词组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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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新推出作者/单位检索

问题：由于作者的名字有表述差异，
难以找全特定作者/单位所发表的文献

我们的方案: 用户们现在可以在
Engineering Village的Compendex
中利用经过标准化/消歧处理的作者、
机构记录查询作者和机构信息。

实现的价值: 能够更精确、更快得到
Compendex中的作者和机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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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ne by physical property 数值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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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科研前沿（收录预出版及数值检索）：

Ei中收录1300种期刊的Article-in-press文献，最大程度的揭示前沿信息。

此外，Engineering Village是唯一支持Compendex和Inspec数值搜索（Refine by 
physical property）的平台。数值数据通常描述工程文献中最重要的方面。通
过数字数据索引，研究人员可以访问可能未通过纯文本搜索发现的文档。为
Compendex索引的62种不同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在Compendex和Inspec数据库
中可用于交叉搜索的记录超过650万条。460,000种不同的数字数据写入方式 -
匹配，转换和标准化。帮助用户进行科学前沿跟踪：



Title: White light-emitting diodes based on ultrasmall CdSe

nanocrystal electroluminescence

Abstract: … these LEDs have excellent color 

characteristics, defined by their pure white CIE color 

coordinates (0.333. 0.333). correlated color temperatures of 

5461-6007 K. and color rendering Indexes as high as 96.6. 

…

Numerical data indexing: temperature 5.46e+03K to 6.01e+03K

LED的发光色取决于其温度。

案例介绍：白色LED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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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纳米技术

用户受益：

一：打破计量
单位限制

二：提高查全
率-数值检索比

关键词检索的
结果多出一倍

三：高效便捷
地跟踪前沿



Engineering research profile   工程报告检索



工程机构概述报告 (Engineering research Profile)

最多的基金
源是哪里？

弄清自己机构的工科类研究并追踪论文发表情况: 仅需单个界面

教职员在哪
里发表论文？

最热的研究
主题是什么？

谁在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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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authors
Research focus
Funding
Publishing trend
Subject area
Source titles



文献阅读和管理习惯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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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2

-厚积薄发



有五种选项保存需要的文章



存到我的资料夹

：

注意，此为个人化功能，需注册及登录后才能使用。



文献管理



• All references and full text articles stored in cloud and available on 

− Desktop software for offline access

− Web browsers for easy access

− Mobile for travelling

•使用我们的iOS和Android应用程序移动阅读论文

76

Desktop 
Web Mobile 

参考文献管理工具

学术社交平台

文献管理



•随时随地在线访问您的论文

77

参考文献管理工具

学术社交平台
Mendelay

文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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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管理工具

学术社交平台

已保存全文，可直接调取

免费的2G云空间

可以检索

文献管理



阅读笔记

79

参考文献管理工具

学术社交平台

增加备注

文献管理



Word插件

80

参考文献管理工具

学术社交平台

文献管理



将文献通过Mendeley引用至您的手稿中

选择word中的Reference
的Insert Citation

将文献以指定方式插入手稿中

选择相应期刊接受的引用格式

http://www.mendeley.com/groups/


EV特色

检索利器
1.有效筛选和分析 ：提供多种字段支持精确检索，并可做成图表
如：控制词汇、索书号、文件形式、刊名等(共10种)

2.知识图谱：叙词词表及检索
3.专业的专家检索模式：可自行输入检索语法
4.专为科研人员打造的追踪前沿利器：数值检索
5. 一键获取学校Ei收录概览：工科机构档案



帮助



售后服务
• 对于与Engineering Village相关的一般查询，例如数据库访问问题，

IP授权，产品使用（例如检索问题和检索式优化等），内容（例如，
缺失文章和索引问题），请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户支持团队 （支持中
文）：

− 电子邮件 (除周末外，24小时内保证首次答复):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 电话：010-85208765 （邮件开case后使用）

− 在线对话：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hat/chat_launch/supporthub/engineering-

village/

• 有关Engineering Village内容的其他相关问题，请直接用英文联系：
editorial@engineeringvillage.com

• 有关Ei Compendex和GEOBASE覆盖范围建议的任何疑问，请直接
用英文联系：titlesuggestion@engineeringvill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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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hat/chat_launch/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mailto:editorial@engineeringvillage.com
mailto:titlesuggestion@engineeringvillage.com


相关网站资源

• Ei最新刊源信息公布链接为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

village/content

• 中文使用指南，培训课件和Webex视频培训：爱思唯尔：
https://www.elsevier.com/zh-cn/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

• 英文产品相关信息： www.elsevier.com/engineering-village

https://www.elsevier.com/zh-cn/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
http://www.elsevier.com/engineering-village


科学世界的变化给研究人员带来新挑战



www.elsevier.com/research-intelligence

谢谢！

Engineering Village info site: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Engineering Village China Site：https://www.elsever.com/zh-cn/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

Engineering Village blog: https://blog.engineeringvillage.com/

Twitter: https://twitter.com/engvillage

Helpdesk: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For Author: editorial@engineeringvillage.com

For Publishers：titlesuggestion@engineeringvillage.com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
https://www.elsever.com/zh-cn/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
https://blog.engineeringvillage.com/
https://twitter.com/engvillage
https://service.elsevier.com/app/contact/supporthub/engineering-village/
mailto:editorial@engineeringvillage.com
mailto:titlesuggestion@engineeringvillag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