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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Overview

Scopus ScienceDirect EV -
Compendex

REAXYS

屬性 索摘[世界最大] 全文[世界最大] 索摘 索摘

學科領域 綜合型 綜合型 工程學 化學

資料類型 期刊、會議紀
錄、叢書等

Elsevier旗下期刊、
電子書、叢書及
參考工具書出版
資源

期刊、會議論
文集、會議記
錄、技術報告
等

期刊、專利、
電子書、會議
記錄等

特色 引用資訊/圖像
分析/期刊分析
指標/h-index指
標

新知通報/應用程
式/圖片下載成
PPT/表格下載成
excel檔

控制詞彙/索引
典搜尋/衍生詞
搜尋/Tag文獻
功能

自動合成/視
覺化分析系統
/多樣化結果
輸出功能



Scopus

•Introduction

•Searching in Scopus
主題1 : 文獻搜尋 &結果
主題2 : 作者搜尋 &結果
主題3 : 機構搜尋 &結果

•Analyzing in Scopus
視覺化分析工具 – Analyze results
多樣化結果輸出功能 – View citation overview
作者學術檔案 – Author evaluator (h-index)
期刊分析系統 – Journal analyzer (SJR; SNIP)

•Personalizing tools
新知通報 - Alert
應用程式 - Application

•Q&A



SEARCHING IN SCOPUS



主題1 : 文獻搜尋 &結果



主題2 : 作者搜尋 &結果



主題3 : 機構搜尋 &結果



ANALYZING IN SCOPUS



視覺化分析工具 – Analyze results



多樣化結果輸出功能 – View citation overview



作者學術檔案 – Author evaluator



作者學術檔案 – H-index



期刊分析系統 – Journal analyzer (SJR)



期刊分析系統 – Journal analyzer (SNIP)



ScienceDirect On Line

•Introduction
首頁 – Homepage

•Searching in ScienceDirect
主題1 : 文獻搜尋 &網頁版全文
主題2 : 期刊/電子書搜尋 &結果
主題3 : 圖片搜尋 &結果

•Browsing in ScienceDirect
期刊 – 加至線上書櫃&訂閱期刊卷期新知通報
電子書 –加至線上書櫃&線上下載

•Personalizing tools
新知通報 – Alert
應用程式 – Application
全球前25大熱門文章下載 – Top 25

•Q&A



Introduction



SEARCHING IN SCIENCEDIRECT



主題1 : 文獻搜尋 &網頁版全文



主題1 : 文獻搜尋 & 網頁版全文



主題2 : 期刊搜尋 &結果



主題2 : 電子書搜尋 & 結果



主題3 : 圖片搜尋 &結果



Browsing in ScienceDirect



EngineeringVillage - Compendex

Introduction

Searching in Compendex
主題1 : 快速搜尋&結果 – Quick search & Results
主題2 : 專家搜尋 – Experts search
主題3 : 索引典搜尋 –Thesaurus search

Logic searching in Compendex
控制詞彙 – Controlled Vocabulary

相似詞搜尋 – Stemming Search

Special tools in Compendex :
多樣化結果分析欄位 – Refine results
給文獻下標籤 – Tag

Q&A



Introduction



主題1 : 快速搜尋&結果



主題2 : 專家搜尋 – Experts search



主題3 : 索引典搜尋 –Thesaurus search(Search)



主題3 : 索引典搜尋 –Thesaurus search(Exact term)



REAXYS

•Introduction

•Searching in REAXYS
主題1 : 依結構搜尋 – Structure based search
主題2 : 非結構搜尋 – Non-structure based search
主題3 : 文獻搜尋 – literature search
主題4 : 合成計畫 – Synthesis plans

•Analyzing in REAXYS
視覺化分析工具 – Analysis View
多樣化結果輸出功能 – Enhanced Report
自動合成工具 – Autoplan

•Q&A



Searching in REAXYS



Analyzing in REAX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