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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資源 網址：www.ieeexplore.ieee.org



About the IEEE
▪ World’s largest technical membership 

association with approximately 420,000 
members in over 160 countries.

▪ Not for profit organization
“Advancing Technology For Humanity”

▪ IEEE Xplore by the numbers:

– Approximately 5 million total documents

– More than 12 million downloads per month

– Over 5 million unique users

▪ Core areas of activity

– Membership organization  

– Conferences organizer 

– Standards developer

– Publisher of journals, conferences, 

standards, eBooks, and eLearning

MAMBU, a Mechatronic
Ambulatory Medical Breathing
Unit, is an IEEE HAC and IEEE
Bolivia Section project that helps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a the lack
of mechanical ventilators.

The IEEE HAC and Uganda Section
collaborated on a series of Covid-19
projects in Uganda to manufacture
face shields for frontline workers,
to produce COVID-19 awareness
videos, and develop foot pedal
operated hand sanitizing systems
fo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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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XPLORE Library 西文電子資源

IEEE 文獻收錄量最多

完整收錄權威學會的出版文獻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

IEEE Xplore® 收錄各家出版社以及學會文獻



非營利組織，全球最大的技術行業學會，成員遍佈

160多個國家地區，會員超過43萬人

300多個地方分會

2000多個專業委員會

3000多個學生分會遍佈100多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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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涵蓋各個科技領域
More than jus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computer science

• Aerospace & Defense
• Automotive Engineering
• Biomedical Engineering
• Biometrics
• Circuits & Systems
• Cloud Computing
• Communications
• Computer Software
• Electronics
• Energy
• Engineering
• Imaging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Medical Devices
• Nanotechnology
• Optics
• Petroleum & Gas
• Power Electronics
• Power Systems
• Robotics & Automation
• Semiconductors
• Smart Grid
• Wireless Broadband
and many more

出版電機電子工程和電腦領域

佔全世界 的文獻

7



IEEE Societies 技術委員會 39個 專業分會



IEEE Xplore- TOPIC : 涵蓋主題

航空

生物醫學工程

通訊

電子

造像

奈米科技

光學

電力系統

遙測

安全通訊

運輸

天線

電路

電腦運算

能源

資訊科技

核能

電力電子

放射學

機器人 & 自動化

軟體

無線技術 and more…



IEEE publishes:

Source: 2019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Clarivate Analytics, 2020) 

Th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presents quantifiable statistical data that provide a systematic, objective way to 
evaluate the world’s leading journals.

IEEE文獻 期刊引用率第一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JCR®) by Impact Factor

# 1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1 in Automa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 1 in Cybernetics

# 1 in Hardware & Architecture

# 1 in Imaging Science & Photographic Technology

# 1 in Information Systems

# 1 in Instruments and Instrumentation

# 1 in Medical Informatics

# 1 in Remote Sensing

# 1 in Telecommunications

# 2 in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Top 20 Publishers Referenced Most Frequently by Top 30 Patenting Organizations

IEEE文獻 專利引用率第一

Mor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www.ieee.org/patentcitations



New Technology Connections: Future Directions

Fostering cooperative efforts in emerging topics among Societies, 
Councils, and industry

www.ieee.org/futuredirections



IEL allows you to access:
[期刊雜誌] Journals & Magazines ( IEEE )

[會議論文集] Conference Proceedings ( IEEE )

[技術標準] Standards (IEEE, SMPTE)

[電子書] Books & ebooks (Wiley, MIT, M&C,NOW)

[線上學習] Education & Learning

IEEE Xplore®  收錄文獻類型



瀏覽 檢索 個人化

網址：www.ieeexplore.ieee.org

IEEE Xplore® 平台功能



熱搜關鍵字

首頁總覽(I) NEW
顯示學校英文名稱

檢索工具列:
• 全文檢索
• 各類文獻檢索
• 作者檢索
• 進階檢索
• 其他檢索

瀏覽功能:
• 依文獻類型

個人化功能登入
個人化功能



首頁總覽(II) NEW
IEEE 即將舉辦之研討會熱門期刊內容

IEEE 最新消息



Feedback 用戶回饋 NEW
IEEE Xplore每個頁面右側
Feedback 功能 可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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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功能 Browse

依照文獻類別瀏覽

a) 書籍
b) 會議論文
c) 線上課程
d) 期刊雜誌
e) 技術標準



1. 期刊雜誌瀏覽

期刊清單

預先設定顯示筆數

可輸入關鍵字查詢刊名

依開頭字母順序查詢



期刊雜誌搜尋畫面

依主題領域查詢，共有16種科技領域主題

下關鍵字搜尋期刊名稱



預先設定顯示筆數設定排序條件

輸入關鍵字查詢

期刊雜誌搜尋結果

左邊檢索欄可以進階
篩選年份/出版社/主題



期刊首頁介紹

主旨

Impact Factor 期刊影響係數:
分析期刊被引用狀況，以呈現其影響力的指標

熱門
文獻

當期
出版

所有
文獻

期刊
介紹

提前
文獻

點選連結至IEEE Author Center 可獲得更多投稿出版資訊



期刊資訊介紹

主旨

出版頻率



直接下載PDF檔

期刊瀏覽-熱門文獻

點選標題查看更多資訊

每月熱門Top 50



期刊瀏覽-單篇文獻介紹

文章標題

文章摘要

關聯文獻

專利文獻資訊



期刊雜誌瀏覽-Citation Map

查看本文所引用的文獻 後續引用本文的文獻



期刊常用功能

下載Citation

PDF下載 Email 本文鏈結



全新互動式閱讀，提升效率

Platform Enhancements

HTML 全文瀏覽(A)



HTML 全文瀏覽(B)
Platform Enhancements

快速掌握全文關鍵

Abstract 文摘頁面

利用左方列表跳轉至作者、圖像公式、引用 / 被引用文獻等資訊



IEEE Xplore 如何檢索
掌握產業趨勢 。 鎖定投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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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檢索Basic Search 工具列

進階檢索 其他檢索



基本檢索Basic Search-更精確的檢索結果

選擇文獻類型/作者
/citations下關鍵字

1.直接輸入關鍵字
2.關鍵字輸入引號更加精確
3.可輸入布林邏輯指令

AND、OR、NOT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未使用引號:cloud computing

使用引號:”cloud computing”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排序可以依照
• 出版新舊
• 文獻引用程度
• 專利引用程度

• 字母排序

勾選文獻類型

所屬單位

出版刊物

標準狀態

出版商

作者

出版年份

研討會舉辦地點或國家

標準種類

補充項目

關鍵字

檢索列

依目前搜尋結果再次輸入關鍵字搜尋



多重檢索範圍總結

作者 所屬單位 出版商出版品標題

更加精確的搜索及利用更多選項來擴大結果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多重檢索範圍總結

補充項目

標準種類

標準狀態研討會舉辦地點

更加精確的搜索及利用更多選項來擴大結果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關鍵字



顯示發表文章數量最高的
前25位作者

作者檢索與分析

快速定位該領域專家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機構檢索與分析

前25名
出版機構

可檢索機構名、地
名和國家

快速定位該領域的領先研究機構；深度了解該
關注的研究機構，為申請學校和進入公司做準備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多重縮小檢索範圍
了解哪些期刊、會議可能是投稿對象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Advanced Search 進階檢索

輸入關鍵字

增加欄位

欄位設定

出版單位

文獻類型

出版年份



IEEE Xplore 個人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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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設定 My Setting NEW

1. 快報通知 (Alerts) NEW 

2. APP (MyXplore APP)
3. 搜尋偏好 (Preferences)

4. 訂閱紀錄(Purchase History) NEW

5. 搜尋紀錄 (Search History)

6. 校內可查看內容(What can I access?)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免費申請帳號 (Create Account)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Alert I. 快報通知 (Content Alert)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 Journal Alert 期刊雜誌追蹤訂閱 >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Alert I. 快報通知 (Content Alert)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檢索條件
點選檢索
條件通知

設定檢索條件名稱

檢索條件通知 (Save Search Alerts)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Alerts II.檢索條件通知
(Save Search Alerts)

發送檢索條件下
最新文章的通知至EMAIL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登入個人帳號

儲存項目

我的通知

新增關注主題

功能列

My Xplore App



IEEE“My Xplore”App

在平板或手機也可使用相同之查找檢索功能。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myxplore/id1176156553?mt=8


IEEE“My Xplore”App

在平板或手機也可使用相同之查找檢索功能。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myxplore/id1176156553?mt=8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檢索偏好(Preference)



個人化設定(My setting)

檢索紀錄 (Search History)



QUIZS : Search - IEEE XPLORE

導航系統 : 
Navigation System

智慧控制
Intelligent Control

光纖網路 : 
Optical Networks

社群網路分析 :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流體力學 : 
Fluid mechanics

綠色能源開發 : 
Green-Energy Exploration

資料探勘 : 
Data mining 

半導體裝置 : 
Semiconductor Devices

生物識別系統 : 
Biometric Systems

智慧型遠端監控 : 
Smart Remote Monitoring 

無人飛機 : UAV
衛星定位系統 : GPS

雷達感測技術 : 
Radar Sensing 
Technology

醫療科技輔具 : 
Medical Assistive Tech

視訊處理 : 
Video processing

衛星通訊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QUIZS : Search - IEEE 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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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燃料電池 : Fuel cell 光纖通訊
Fiber Optic Communication

嵌入式系统 : 
Embedded System

智慧電網 : Smart grid 有機發光二極體 : 
OLED : Light-emitting diode

有機光電元件 : 
OLED, Solar Cell

馬達驅動 : 
Motor drive

軌道電力系統 : 
Railway Power System

天線工程
Antenna Engineering

無線射頻辨識 : RFID 光纖雷射 / 光纖感測 : 
Fiber laser / Fiber Sensing

紅外線技術 : 
Infrared Technology

紅外線技術 : 
Infrared Technology

超大型積體電路 : ( VLSI )
Very-Large-Scale integration



操作練習: 瀏覽功能

1. 瀏覽.By Topic.依主題

2. 查找 Mobile AR 關鍵字
篩選2018-2020 出版期刊

3. 請辨別以下圖示 :



操作練習: 檢索功能

1. 用檢索功能。關鍵字 : 5G 。

關鍵字 : Big Data 。年代 : 2018-2020   

查找 *被期刊引用次數較高的文章。

2. 請開啟並下載 :

3. 滾雪球研究 : 相關文獻瀏覽



操作練習: 檢索功能

1. 檢索功能 找關鍵字
AI or  RFID  文獻，
查找被專利引用次數
最高的文獻

2. 請下載 並 開啟
HTML 快速預覽 :

3. 滾雪球研究 : 相關文獻瀏覽



Questions? 有 獎 徵 答

涵堂資訊有限公司 學術部 Virginia

E-MAIL : service@hintoninf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