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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Inspec®数据库获取工程研究信息 



• INSPEC简介 

• 利用Inspec ®数据库获取工程研究信息 

–进行课题检索 

• 利用控制词、数值索引、化学索引等来精确检索 

–检索结果分析管理 

–设置课题追踪等个性化服务 

• INSPEC on ISI Web of Knowledge总结 



INSPEC 的英文全称为：
Information  

Service in  

Physics、 

Electro-Technology、
Computer and Control， 

即英国IEE的物理、电子电气、计
算机与控制及信息科学文摘。 



•前身 “科学文摘”SA始于1898年，由IET(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英国工程技术
学会)出版。 

•专业面覆盖物理、电子与电气工程、计算机与控制工程、
信息技术、生产和制造工程等领域，并覆盖材料科学，海
洋学，核工程，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工程、生物物理学等
领域的内容。 



•“科学文摘”历史悠久，收录的文献品质高，文献数据
量大，文献类型齐全，语种多，数据规范性好、分类及索
引系统完备。 

•Inspec是理工学科最重要、使用最为频繁的数据库之一，
也是全球著名的科技文摘数据库之一。 

•它为物理学家、工程师、信息专家、研究人员与科学家
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息服务。 



• 1200多万条文献(1969 – 

Present) 

• 覆盖超过80个国家的出版物 

• 覆盖超过140个国家的作者 

• 约5000期刊和2000多会议论

文集 ，还有图书、研究报告

和学位论文的相关信息 

• 每年增加逾50万条文献,即每

星期增加10,000条文献 



 

• 期刊  73% 

• 会议论文（集）  17%  

• 发表在期刊的会议论文 8% 

• 其它*    2% 

 

25 % 

期刊 73% 

会议 25% 其他 2% 

*包括书及其章节、报告及其章节、毕业论文 



•五大学科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文献，全球各国查新和专利
申请/审批的必检数据库 

 

•物理 (Physics) 

•电气与电子工程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Computer &Control Engineering) 

•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生产与制造工程 (Production &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物理 
 (58%) 

A 

电气与电子工程 
(32%) 

B 

计算机与控制工程 
(28%) 

C 

信息技术 
(8%) 

D 

  E 

生产与制造工程 
( 7.5% ) 



A0  通用部分 

A1  基本粒子 

A2  核物理 

A3  原子分子物理 

A4  基础物理 

A5  等离子体和放电物理学 

A6  固态 (非电子) 物理 

A7  电子固体物理 

A8  跨学科物理学 

A9  地球物理学, 天文学 

10% 20% 30% 



检索领域 期刊数量 

High Energy Physics 266 

Atomic & Molecular Physics 149 

Fluid Dynamics & Plasma & Optics 125 

Solid State Physics 193 

Materials & Mechanics 146 

Biophysics & Biomedical Journals 129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220 



0% 20% 40% 

  

B0  通用部分 

B1  电路 

B2  电子与元器件 

B3  磁性器件及材料 

B4  光电子 

B5  电磁场 

B6  通信 

B7  测量仪器及应用 

B8  电力系统 



0% 20% 40% 

  

C0  通用与管理 

C1  系统和控制理论 

C3  控制技术 

C4  数值和计算机理论 

C5  计算机硬件 

C6  计算机软件 

C7  计算机应用技术 



0% 20% 40% 60% 

D1 通用与管理 

D2 信息技术应用 

D3 通用系统 

D4 办公自动化(通信) 

D5 办公室自动化(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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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 通用主题 

E1 生产和制造工程学 

E3 工 业 界 



traffic control 
Traffic signal control by Egograms 

environmental science 
Impac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acemakers 
Paradoxical  
undersensing  at  a high 
sensitivity in dual 
chamber pacemakers 

photography 
Color handling in panoramic 
photography 

computer games 
A  principal  cognitive precondition of successful 
child-computer interac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laser printers 
Long-haul lasers [buyer's guide] 

radar 
Fully integrated automotive radar sensor 
with versatile resolution 

radiation effects 
Modeling  natural  space  ionizing  radiation 
effects on external materials 

manufacturing 
Analysis of a decentralized 
production-inventory system 

nanotechnology 
Molecular motors: nature's 
nanomachines 



• INSPEC简介 

• 利用Inspec ®数据库获取工程研究信息 

–进行课题检索 

• 利用控制词、数值索引、化学索引等来精确检索 

–检索结果分析管理 

–设置课题追踪等个性化服务 

• INSPEC on ISI Web of Knowledge总结 



www.isiknowledge.com 
 



默认一般检索 多种检索字段 

选择限制条件 



检索字段 检索字段 

控制词  主题 

非控制词 标题 

分类代码  作者 

处理类型 出版物名称 

化学索引 出版年 

数值索引 地址 

天体目标索引 会议信息 

识别码 

语种 

文献类型 



应用规则 例子 

大小写沒有区分 输入Internet ，INTERNET或 internet 都可以查寻到相同的結果 

布尔逻辑算符 and、
or、not，same，
near 

and:输入Television AND Satellite，检索出有关“电视机和卫星”的文章。 

or:输入Television OR Satellite ，检索出有关“电视机或卫星”的文章。 

not:输入 Television NOT Satellite ，检索出有关“电视机”的文章，但不
含卫星。 

Same:连接的检索词出现在同一个句子或者一个关键词短语里（地址） 

Near:同句/同主题/同地址（顺序或逆序） 

截词：＊、？、$ 

 

＊ :代表0个到多个字母 。 如 输 入 comput* 得 到 computer ， 
computerized ， computation，computational ， computability 等。 

？:代表1个字母。如输入organi？ation可得到  

organisation，organization等。 

$:表示0和1个字母，如cell$可得到cell,cells,cello 

词组检索 “electromagnetic fie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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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检索式 

检索历史 

检索字段定义 

选择限制条件 

TS=(sign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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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记录的管理 : 
挑选记录 
保存, email, 打印, 下载数据 

结果条数 

结果排列 

全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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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精炼来找到
更理想的结果 



2013/4/25 25 

案例   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 
• 英文名称： 3rd-generation，3G 

• 定义：是指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讯技术。 

 



（1）检索“3G”相关文献 

主题检索是展开检
索的最基本的起点 

系统会自动在标题（Title）、摘要（Abstract）、 
非控制词（Uncontrolled Terms）、 
控制词(Controlled Term) 
和分类代码 (Classification Code)字段 
和其他相关的目录字段内检索。  
一般用于宽泛的查询 

3G or 3rd-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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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控制词、非控制词检索 





 Inspec 检索字段——控制词(受控索引)的选编 

•择自Inspec叙词表的关键词和词组 

•标准化的标点符号,拼写和专有名词 

•选用相关度高的词或词组  

•相关词或词组选用在最恰当的水平 

•由Inspec专家选编的能概括文献内容的关键词 

  

Inspec叙词表(控制词表)有1万9千个词和词组,其中有10,000
余优先词, 9,000余引入词 



    为什么使用控制词  

–控制拼写差异：  

    center = centre 、disc = disk 

      –控制缩写歧义： 

           PC：Personal Computers、Printed Circuits 

      –控制专业词汇/同义词差异: 
    Lift = Elevator  
    Internet = www = world wide web 

     –控制标点符号表达差异： 

          α = alpha、Infrared = infra-red = IR 



    为什么使用控制词  

• 用标准化的词或词组可囊括检索出在拼写，标点符号和专
业名词出现的多种形式，或避免漏检某些变化； 
•e.g. Center (=centre)， 
•online (=on line=on-line)， 
•Internet (=www=world wide web) 

• 可获取更多相关的，但用自由词检索而漏掉的文献。 如 
Internet 会获取用自由词: www，world wide web，web 
site，Network…等词或词组所出的结果。 

• 过滤掉与主題不太相关的文献，提高检索准确率。 





怎么寻找最相关词的叙词(控制词) 

•查找叙词表 

•输入词检索词, 浏览提示结果 

•浏览父级词，子级词，顶级词，相关词 

•通过试验查找 



    查找叙词——使用叙词表 

前词 

用于代表哪些词 

父级控制词 

顶级控制词 

相关分类代码 

收录时间 

3G mobile communication  



查找叙词——通过试验查找 





Inspec 检索字段 ——非控制词 

• 属于Inspec的一个检索字段，是从原始文献中查找出
的关键字词。 

• 这些字词由Inspec专家择选，并涵盖了原始文献的主
要概念。 

• 主要从标题、摘要、全文和 索引员的专业技术知识获得。 



Inspec 检索字段 ——非控制词 

应用于 

•新概念, 缩写和全名 

•产品或公司名称 

•地名 

•化学制品 (无机化合物分子式, 有机化合物名称） 

•数字数据 

•非专业或技术性词或词组 





    Inspec 检索字段 ——控制词与非控制词检索 



（2）检索与3G相关的微波技术领域的研究 

该怎么检？ 

检索字段 

http://liser.ustc.edu.cn 

主题 
标题 
受控索引 
非受控索引 
…… 



 

（2）检索与3G相关的微波技术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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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110B 学科编码 

Computers & 
Control 

一级代码 

Computer software 

二级代码 
Software techniques and systems  

三级代码 
Systems analysis and 
programming 

四级代码 (可选) 

Software engineering 
techniques 

       Inspec 检索字段 ——分类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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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缩检索，分类检索可用于将检索范围从较宽泛的范
畴转化到更具体的层面 

B6000 Communications    

     B6100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B6200 Telecommunication    

         B6210 Telecommunication applications   

            B6215 Telecommunication power supplies    

            B6220 Stations and subscriber equipment   

            B6230 Switching centres and equipment    

            B6240 Transmission line links and equipment    

            B6250 Radio links and equipment    

            B6260 Optical communication    

            B6270 Other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equipment  

     B6300 Radar and radionavigation    

     B6400 Radio, television and audio ．．．．． 

 

B62* 

B6210 

       Inspec 检索字段 ——分类代码 



在检索框中输入一个词或者词组

进行分类代码查找检索 

Scope note为您在检索中新

增或替换代码提供了指导。 

相关代码的详细范围

信息，包含说明，相

关参考信息以及历史

范围说明等 

      查找分类代码——输入词检索 



      查找分类代码——浏览分类表 

选择“分类”检索字段——点击右侧放大镜按钮 

二级代码 

三级代码 

四级代码 

顺层浏览 

一级代码 



 





• 可用来增加检索相关度 

• 如一些具有多种含义的词： 

•  e.g., PC:printed circuits, programmable controller 

• 给一些普通的词赋予一定的内容： 

•    e.g. data analysis, mathematics 

• 使用非常详细的分类代码（如磁性物质用B3110C）可以
得到非常精确具体的检索结果 

• 与主题和受控词索引结合使用效果好 

 

       Inspec 检索字段 ——分类代码 



（3）检索3G相关的“应用型”文献 





•Applications (a) ：仪器、设备的应用 

•Bibliographic(b)：含有参考文献数超过50条，作为行业书目使用 

•Economic (e): 经济、商业上的应用如：市场预测、价格、趋势 

•Experimental (x)：实验方法、观测或结果 

•General or Review (g)：综述 

•New Developments (n)：包括新的可能转变为专利的技术 

•Practical (p)：实际应用，对工程师和设计人员有用 

•Product Review (r)：同类产品比较、购买指南 

•Theoretical /Mathematical(t):理论或数学计算 

 
• 处理类型：不能单独检索，只能限定 

      Inspec 检索字段 ——处理类型 



（4）检索工作频段在1GHz以上的3G相关微波器件的研究 





 



•数值索引字段采用了一系列标准数值和单位，或者数值 叙
词，以帮助读者检索不同数据格式的相关文献。 
•度量单位不统一 
  温度的计量：摄氏度、华氏度、绝对温度 
  长度的单位：纳米、毫米、厘米、米、千米…… 
•物理量单位使用标准单位，    
  age(year) ，单位是年 
  temperature (Kelvin) ，单位是开尔文 
  altitude (meter) ，单位是米 
•输入的值可以是整数、小数或以科学记数法表示的值。 
  数值按科学记数法表示： 1.5E+03 = 1500 
                                               3.2E-02 = 0.032 

      Inspec 检索字段 ——数值索引 



• 例如：检索距离大于等于6英里的相关记录 

• 首先应将计量单位由英里转化为米(6 英里= 9,656米) 

• 然后选择表示距离的字段标识（distance(meter)） 

• 左侧检索框输入： 9,656 或9.656E+03. 

 

• 一般与主题字段结合检索 

      Inspec 检索字段 ——数值索引 



（5）检索（4）的结果中利用了砷化镓的研究文献 



 



 



•INSPEC化学索引字段是检索无机物和材料的受控索引系统。它
主要是为了克服使用自然语言检索化学物质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包括: 
• 用各种方式表示的非化学计量的化合物或合金。 

例如，GaAlAs or Ga x Al 1-x  
• 与普通英文单词有相同拼写的化学式。 
例如， Gallium Phosphide(GaP)–gap  
or Indium(In)–in. 
• 字母相同但大小写不同的化学式。 
例如， Co (Cobalt) or CO (Carbon Monoxide) 

      Inspec 检索字段 ——化学索引 



 

      Inspec 检索字段 ——化学索引 

控制词结构代码 意义 例子 

el（element） 元素 
CO/bin... 

Co/el 

bin(binary 
system) 

两种元素组成
的化合物 

NaCl/bin 

KCl/bin... 

ss(system with 3 
or more 
components) 

三种以上元素
组成的系统 

Ga/ss Al/ssAs/ss 

Al/bin As/bin 

int(interface) 界面系统 

sur(surface or 
substrate) 

表面或基底 

ads(adsorbate 
or sorbate) 

被吸附物 

dop(dopant) 掺杂物 



• 当检索某一个具有简单的分子式的化合物，（例如H2SO4）最好直接
检索该物质及其角色 

• 当检索的物质种元素的位置是可变的或者顺序未知时（如半导体材料，
合金，混合物等），最好考虑所有可能的分子式变化形式。因此使用
某一组分作为检索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e.g. 铝砷化镓 (aluminium gallium arsenide)  
–  GaAlAs ;  
–  AlGaAs ; 
–  Ga x Al 1-x As 
–  (GaAs) 0.5 (AlAs) 0.5 

   检索：选择SS结构代码，(ga/ss same al/ss same as/ss) 
 
• 与其他字段结合使用 

      Inspec 检索字段 ——化学索引 



 检索尽可能多的相关文章 

 移除不相关的文章 

控制词索引 – 标准化的关键词索引 

分类代码 – 数字化的树形学科分类索引 
 可浏览树形结构分类以缩小、扩充检索领域 

 可检索本领域内所有相关文献 

处理代码 – 按内容划分文献类型的索引 
 将所有文献分为九大类： 

应用 / 引文 / 经济 / 实验 / 一般性综述 / 新发展 / 实用 / 产品评述 / 理论 

数值索引 – 以数值为标签的索引 
 根据特定单位、特定数值细化检索 

化学索引 – 以化学元素为标签的索引 

 根据指定化学元素、化合物等细化检索 





• 天文学对象是从1995年起加入到INSPEC索引项中的，使用它可以更
有效地检索被命名和被编号的天体。 

• 基于名字的首字母缩写 
LMC是Large Magellanic Cloud的首字母缩写。 
• 基于天体目录的包含了目录首字母缩写 
基于目录的天体包含了目录首字母缩写以及其后列出的编目流水号 
例如NGC 204或者为天空中某一个近似的位置， 
• 仅给出位置信息 
013022+30233 

 
• 注: INSPEC根据由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提供的指南而编制，您可以通

过联系INSPEC获得名为“Nomenclature of Astronomical Catalogue 
Designationsis，其作用相当于叙词表 

      Inspec 检索字段 ——天文学对象 



      Inspec 检索字段 ——其他 

 标题 
期刊论文标题、会议录标题、会议论文标题、书名、报告名、论文名或者专利名。 

对于非英语种标题，提供了英语翻译。 

作者 

姓名通常显示为姓，随后是名的首字母缩写 

亚洲人的作者姓名通常与原文中一致。建议检索亚洲人姓名时考虑不同的写法 

zhao zhong xian  

Zhao zhong xian; Zhao zhongxian; zhong xian zhao; zhongxian zhao; zhao z.x.; zhao z.-
x.; zhao zx ; zhao z x ; zhongxian z 

出版物名称 应输入来源文献全标题或者截词。“source list” 

地址 
包含了第一作者的部分地址信息。该信息通常包括部门、机构名称、城市名和国家。 

很多地址词为缩写形式 

出版年 文献出版年份，如1999 

会议信息 包含会议标题、召开地点、主办者以及召开日期 

识别码 
CODEN, CODEN of translation, INSPEC 存取号，ISSN, ISSN of translation,  

标准书号，报告号，合同号 

语种 原文语种 

文献类型 会议论文、期刊论文或图书、专利、报告… 



二次检索 

各种排序方式 

分析检索结果 

多种字段精炼 

检索结果分析 



• 作者 

• 分类 

• 受控词索引 

• 国家/地区 

• 文献类型 

• 编者 

• 语种 

• 出版年 

• 研究方向 

• 来源出版物 



       出版年分析——了解课题发展趋势 



了解该课题的核心研究人员是谁  

了解该课题相关论
文的主要出版物  



了解该课题涉及的叙词，从而了解
该课题涉及的研究主题及常使用的

专业词汇  

了解从事该研究的主要国家/地区  



分析检索结果 结果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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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导出到EndNote 



       检索历史 





注册个人账户，你可以： 

• 选择最常使用的数据库作为登录页面 

• 在My Journal List中创建您经常浏览的期刊并建立期刊
目次快讯服务(Table of Contents Alerts) 

• 创建并管理定题跟踪服务（Save History and Create 
Alerts） 

• 创建并管理引文跟踪服务(Citation Alerts) 

• 建立我的“EndNote Web”、“Researcher ID” 

 

       Inspec on WOK个性化服务 



选择检索文献：查看/寄送至
电子邮箱/保存 

快捷菜单选择 



• Web of knowledge平台可检索多個数据库 

 (web of science/inspec/medline……)  

• 检索结果分析 

• 超过60%的Inspec收录的文献可以通过平台链接到全文，在

WOK平台能链接到： 

– 大多数重要出版商/物  

– 其它数据库 on WOK 

– OPAC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  

 

       Inspec on WOK  跨库检索 



• INSPEC简介 

• 利用Inspec ®数据库获取工程研究信息 

–进行课题检索 

• 利用控制词、数值索引、化学索引等来精确检索 

–检索结果分析管理 

–设置课题追踪等个性化服务 

• INSPEC on ISI Web of Knowledge总结 



• INSPEC的优点 

      既可以用于检索研究课题，也可： 

      - 了解当今研究现状 

      - 了解新产品信息 

      - 技术发展预测 

      - 企业竞争情报 

      - 进行相关专利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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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PEC提供了控制词表、叙词和主题分类，这可以帮助: 

      -识别某个概念和想法 

      -查到通过自由词检索无法获得的相关文献 

      -获取高度相关及全面地检索 

      -按照需求缩小或者扩大检索范围，提高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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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ISI Web of Knowledge使用INSPEC可以 

      -链接获取全文 

      -通过ISI Web of Knowledge建立定题跟踪服务 

      - 通过Web of Science链接及获取被引参考文献、相关记录信 

         息以及施引文章等。 

      -在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上跨库检索其他数据库 

      -方便文献管理与写作 

 

       Inspec on WOK  总结 



2013/4/25 88 

http://www.thomsonscientifi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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