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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1： 認識IEEE 



關於IEEE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Engineers)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全球最大的技術學會 

 提供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電機工程與資訊工程相關領域研究文獻 

 



IEEE帶動全球技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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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00+ 
Members 會員 

1,400+ 
Annual Conferences 年會 

160+ 
Countries 國家 

45 
Technical Societies and Councils 

技術協會和委員會 

170 
Top-cited Periodicals 
被引用最多的期刊  

 

Our 
Technical 
Breadth 

3,700,000+ 
Technical Documents技術文獻 

Our 
Global 
Reach 



18 of the top 20 journal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電子電機  

18 of the top 20 journals in Telecommunications  通訊科技 

8 of the top 10 journals in Computer Science, Hardware & Architecture 計算機科學、硬體與架構 

7 of the top 10 journals in Cybernetics  (電腦）控制學 

3 of the top 5 journals in Automation & Control Systems  自動化與控制系統 

3 of the top 5 journal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人工智慧 

2 of the top 5 journals in Robotics 機器人學 

文獻大量引用了IEEE期刊 
Thomson Reuter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by Impact Factor 

 IEEE publishes: 

Based on the 2014 study released June 2015 

More info: www.ieee.org/citations 

 

The Thomson Reuter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presents quantifiable statistical data that provides a systematic, 
objective way to evaluate the world’s leading journals. 



Source: 1790 Analytics LLC 2015. Based on number of references to papers/standards/conferences from 1997-2014  

 

Top 20 Publishers Referenced Most Frequently by Top 40 Patenting Organizations 

IEEE 引領著專利發展 

4/2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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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2：IEEE Xplore® 提供了哪些資源? 

http:// ieeexplore.ieee.org 



IEL (IEEE/IET  Electrical  Library) 

收錄量最多 

 完整收錄兩個學會的出版文獻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 

-英國電機工程師學會(IET) 

 涵蓋領域最廣 

   (通訊,  生醫工程, 航太, 奈米, 光電, 電腦運算, 機器人……)  

文獻品質高水準 

 每篇文獻經過嚴謹的同儕評核 

 文獻被引用次數最高，即時掌握最新技術發展 

IEEE Xplore平台   http:// ieeexplore.ieee.org 



 IEEE journals & magazines 

 IEE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IEEE standards (except Draft Standards) 

 IET journals & magazines 

 IET conference proceedings 

 TUP Journals 

 ALCATEL-LUCENT Journals 

 VD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IEEE Xplore
® 

平台收錄內容 

 BIAI Journals 

 IBM Journals  

 MIT Journals 

 SMPTE Journals 

 Wiley-IEEE ebooks  

 MIT ebooks 

 Morgan & Claypool ebooks 

 

 

 IEEE journals & magazines 

 IEE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IEEE standards (except Draft Standards) 

 IET journals & magazines 

 IET conference proceedings 

 TUP Journals 

 ALCATEL-LUCENT Journals 

 VD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BIAI Journals 

 IBM Journals  

 MIT Journals 

 SMPTE Journals 

 Wiley-IEEE ebooks  

 MIT ebooks 

 Morgan & Claypool ebooks 

 

 



電子書種類 Wiley-IEEE eBooks  MIT Press eBooks  
Morgan & Claypool 

eBooks  

書目數量 800+ 650 700 

章節篇數 14,900+ 12,100+ n/a 

特色 

• 獨家!  IEEE與Wiley & 
Sons, Inc合作出版的
書目 

• 涵蓋: 生物工程, 動力
能源, 通訊科技, 及其
他新興領域 

• 獨家! 麻省理工學院
所出版的完整書目 

• 涵蓋: 電腦科學, 人
工智慧, 資訊理論, 
電腦程式，資訊科
技及電子工程等領
域 

• 獨家! 2010年後出版的綜合
套書(Synthesis)和電腦資訊
套書(Computer & Info Sci) 

• 編輯群多為IEEE Fellow，每
本書為50至100頁對主題的
精闢剖析，非常適合作為
教學參考書 

每年新增本數 40 40 S系列: 100  CIS系列: 50 

追溯年份 1974 1943 2006 

高品質電子書就在IEEE Xplore 



IEEE Xplore® 2015年新增內容 
 
 
8本IEEE期刊，4,000 多篇IEEE/IET期刊文獻 

    IEL已有478種IEEE / IET 期刊 

15,000 多篇會議論文 

    (包含4,600 多篇VDE會議論文) 

    IEL已有19,993本會議論文集 

40多篇技術標準新增或修改 

物聯網‧雲端運算 
網路系統控制 

每個月新增 20,000＋ 篇文獻 



貝爾實驗室期刊正式加入 IEEE Xplore®  
 

阿爾卡特朗訊(Alcatel-Lucent；ALU)旗下研創機構「貝爾
實驗室」所出版的技術期刊(Bell Labs Technical Journals) 

以發明電晶體、雷射、數位用戶迴路(DSL)及 

    多重輸入與多重輸出技術（MIMO)聞名 

收錄6,300篇以上的文獻 :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1922–1983); 

AT&T Bell Laboratories Technical Journal (from 1984); 

AT&T Technical Journal (1984–1996); 

 

 

New in 2015 



• IEEE Full Text  
• IP.com’s proprietary Prior Art Database 
• licensable technology from universities 
• Other non-patent literature including Pub Med and IETF 
 

New in 2016 

Others 

IP.com 
IEEE 

SEARCH 

ANALYZE 

MANAGE 

Content Platform 

• Semantic Search  
• Visualization tools - MapIt & Charts 

 

專利分析工具正式問市 



IEEE Xplore ® 持續帶動台灣研發能量 

全球下載量:台灣排名第四名 

#2 USA  

#3 India  

#4 Taiwan  

#5 Korea  

 
 

#1 China 

Data year end 2015 

近五年台灣在IEEE發表最多的學校及科系 

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系(1,309) 

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系(1,009) 

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系(660) 

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系(540) 

台灣大學 電信工程學研究所(475) 



3.1 IEEE XPLORE® 如何協助研究者 
               尋找技術難點解決方案，掌握相關專利概況 

瀏覽期刊來追踪核心文獻 

利用引文搜尋同類技術最新進展 

專利 

    -連結專利庫查看最新專利和專利申請情形 



最新消息 

首頁總攬(A) 
顯示學校英文名稱 

檢索工具列: 
• Basic Search 基本檢索 
• Author Search 作者檢索 
• Publication Search 出版品檢
索  

• Advanced Search 進階檢索 
• Other Search Options 其他
檢索 

瀏覽功能: 
• 依文獻類型 
• 依主題 

個人化功能登入 個人化功能 http:// ieeexplore.ieee.org 



不同文獻類型的最新訊息: 
 

欄位依序為： 
• 期刊雜誌 
(Journals & Magazines) 
• 會議論文 
(Conference Publications) 
• 標準規範 
(Standards) 
• 電子書籍 
(Books & eBooks) 
• 線上課程 
(Education & Learning) 

首頁總攬(B) 



瀏覽期刊來追踪核心文獻(1/2) 



其參考文獻和引文可成為進一步追溯的種子 

瀏覽期刊來追踪核心文獻(2/2) 



課程目標3.2  IEEE XPLORE® 如何協助研究者                                                                                          
                               全面了解某項技術的研究概況 

 快速定位該領域的專家及研究機構 

 尋找權威綜述文章 

 定位核心期刊和會議 

 了解競爭者的研發情況 

    - 作者/專利發明人檢索;  

    - 所屬機構/專利發明機構檢索 

 



全面了解某項技術研究概況 
 



快速定位該領域的專家及研究機構 

 顯示發表文章數量最高
的前25位作者 

 優先使用Last Name 查
詢特定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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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核心期刊和會議 

了解哪些期刊、會議可能是投稿對象 



查詢權威文獻 



查找綜述文獻/專家推薦 

虛擬期刊為IEEE在特定領域的出版前文獻和技術
學科，內文裡科技專家的評述值得一看! 



了解競爭者的研發情況 

作者/專利發明人檢索 



研究所屬機構/專利發明機構檢索 



課程目標3.3   IEEE Xplore® 如何協助研究者 
                               追踪及掌握最新技術動態 

 IEEE Xplore個人帳號設定 

  Collaboratec- 全球頂尖工程師社交網絡 



註冊IEEE Xplore個人帳號 



只需要輸入姓名, email,  
密碼設定及二個安全問題 





CONTENT ALERT: 設定最新出版消息推送通知(1/2) 



CONTENT ALERT: 設定最新出版消息推送通知(2/2) 



MY PROJECTS: 個人專屬資料夾(1/4) 



Collaboratec- 全球頂尖工程師交流網絡(2/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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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線上問&答作專業
知識交流 

可下載檔案來收集大家
對最新科技/研究的意見 

Collaboratec- 全球頂尖工程師交流網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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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個人群組的功
能，不是群組裡的
人無法搜尋到 

可促進協同合作 

Collaboratec- 全球頂尖工程師交流網絡(4/4) 



SEARCH ALERTS: 最新檢索資訊即時通知 



課程目標4: 提高文獻檢索、閱讀和使用效率的小工具 
                               -互動式HTML- 



 HTML全文瀏覽(1/3) 

全新互動式閱讀，提升工作效率。 

• IEEE期刊雜誌及會議論文 

• 標準規範HTML模式即將登場 

 



輕鬆瀏覽文章的每個
章節 

毫不費力地找到文中
的圖表、圖像、數學
公式、引用文獻 、 關
鍵字以及各種多媒體
檔案 











課程目標5: 讀者服務資源及管理須知 



校外漫遊服務         歡迎申請開通! 

 -僅授權給校內師生連線的WiFi IP位址必須已設定為IEL連線範圍 

 -登入個人帳號後，在My Settings >> Remote Access完成設定 

 -90天內可遠端連線使用學校專屬的IEL資源 

 

 

 



管理者可利用的資源 

管理者帳戶可查看COUNTER使用統計，登入帳號為管理者的電子信箱； 

可上傳學校LOGO，格式要求: GIF圖檔，大小為200 X 60畫素並小於7KB； 

支援Shibboleth 及 Athens電子資源遠端認證系統連線，線上申請連結: 
http://ppt.cc/ZFYj2 

 IP位址異動的線上申請連結: http://ppt.cc/1QilK，proxy servers的IP亦可設定連線 

2016年4月起，IEEE將協助所有用戶提高校外帳密的安全性 

 

http://ppt.cc/ZFYj2
http://ppt.cc/1QilK
http://ppt.cc/1QilK
http://ppt.cc/1QilK


適用的瀏覽器版本 

 

 Internet Explorer 11+  (相容性檢視設定: 請務必將IEEE Xplore連
結移除) 

 Firefox 43+ 

 Safari 9.0.1+ 

 Chrome 

 Opera 34+ 

      

 



感謝您的聆聽! 

  
客服信箱: service@hintoninfo.com 

連線問題處理 

為了讓 IEEE 查明問題原因，需要您協助提供以下三個畫面: 
 
1.) 請 Printscreen登入 IEEE Xplore(http://ieeexplore.ieee.org/) 時所看到的訊息畫面； 
 
2.) 連結至 http://ieeexplore.ieee.org/servlet/SnoopServlet 後, 請 Printscreen 出現的畫面； 
 
3.) 請在Windows 桌面點選 [開始] > 按 [執行] > 鍵入 cmd 於空格中 , 按 OK > 鍵入  
     tracert ieeexplore.ieee.org , 按 Enter。 

http://ieeexplore.ieee.org/
http://ieeexplore.ieee.org/servlet/SnoopServlet
http://ieeexplore.iee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