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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过的宝藏外文资源-EBSCO多学科数据库使用攻略

EBSCO 产品培训师 胡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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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 由Elton B. Stephens于
1944年创立

EBSCO 年销售额超过
$29 亿美元

2,900+ 雇员
950+ 美国以外的雇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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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75 年
服务全球机构和组织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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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企业
公共图书馆

医院和医学院 中学图书馆

提供最优质的研究、临床决策支持、学习和情报收集

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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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数据库
在中国大陆地区有近600家高校订户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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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入EBSCO

https://search.ebscoh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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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 数据库介绍

第二部分： 上机操作演示

第三部分：EBSCO手机APP下载与使用介绍

第四部分：支持网站&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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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数据库内容介绍

Introduction of Database Content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综合学科检索数据库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企业商管财经数据库

Food Science Source

食品科学数据库

https://www.ebsco.com/products/research-databases/academic-search-premier#search
https://www.ebsco.com/products/research-databases/business-source-premier
https://www.ebsco.com/products/research-databases/food-scienc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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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earch Premier



|  www.ebsco.com12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业界最广泛使用的商业研究数据库，涵盖各种商业学科全文和可搜
索的顶级期刊引用的参考文献。

覆盖学科：

• Accounting 会计学

• Finance 财政学

• Economics 经济学

• Marketing 市场学

• Management 管理学

•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管理信息系统

• Operations management

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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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Version

Business 

Source vertion

持续收录的
全文期刊和

杂志

持续收录的
同行评审的

期刊

持续收录且
无延迟出版
的同行评审

的期刊

被Web of 
Science 或

Scopus
索引的持续
收录的全文

期刊

Elite 606 357 179 316

Premier 1,100 660 300 550

Complete 2,258 1,337 792 873

ULTIMATE* 3,508 2,087 1,392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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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Five General Business Magazines 商学杂志

Magazine Name
EBSCO

Full Text Coverage

Business Week
Active Full Text

NO Embargo

Forbes
Active Full Text

NO Embargo

Fortune
Active Full Text

NO Embargo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ctive Full Text

NO Embargo

Money
Active Full Text

NO Embar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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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Journals Ranked

Rank Journal Name EBSCO

1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Active Full Text

NO Embargo

2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tive Full Text

NO Embargo

3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ctive Full Text

NO Embargo

4 Management Science
Embargoed

Full Text

5 Operations Research
Embargoed

Full Text

6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Active Full Text

NO Embargo

Figures as of January 2017

经济学领域许多重量级期刊都收录在BS中

全文有
延迟

持续出版，
无延迟



|  www.ebsco.com16

Top Marketing Journals in Doctoral Institutions

Rank Journal Name EBSCO

1 Journal of Marketing
Full Text with

NO Embargo

2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JMR)
Full Text with

NO Embargo

3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Full Text with

NO Embargo

Figures as of Janua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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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科学数据库

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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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食品行业提供专业支持

• Food science 食品科学

• Food service 食品服务

• Food packaging 食品包装

• Food processing 食品加工

• Food shipping 食品运输

• Agribusiness 农业经济

食品科学数据库是一个旨在全面支持食品工业的信息需求的
综合全文数据库。主题包括:



|  www.ebsco.com20

涵盖对食品行业有重
要意义的方案



|  www.ebsco.com21

提供信息-对食品行业
而言及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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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食品行业领先企
业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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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 检索结果筛选及查看

➢ 新建文件夹

➢ 出版物检索&设置期刊提醒

第二部分： 上机操作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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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检索及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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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帮助建立个人文件夹，长
期保存文档等内容

检索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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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运算符

查看帮助

字段限制

添加检索框，最多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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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逻辑运算符

• AND 用于缩小检索范围，类似于“交集”概念

• coffee and tea 检索到的结果中既包含coffee 也包含tea。

• OR 用于扩大检索范围，类似于“并集”概念

• college or university  检索的结果中或者包含college ，或者包含university。

• NOT 用于排除检索结果中不需要的项，类似于“非”的概念

• Cookies not computer 检索的结果只和Cookies相关，不包含compu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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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举例：查找在蔬果中提取食品添加剂相关的文章

查找在蔬果中提取食品添加剂相关的文章



通配符

• 截词符号(*)用于检索变形体

• econ* 可以检索到economy, economic, economically, etc

• 通配符：适用于一个字母(?)用于检索英美单词拼写差异

• organi?ation 可以检索到 organisation or organization

• 通配符：适用于多个字母(#)用于检索英美单词拼写差异

• behavi#r 可以检索到 behavior or behaviour

• 短语检索（“”）用于检索固定短语

• “global warming” 可以检索到固定格式的词组，位置顺序保持不变。



Searchable Tag Description Example

AB Abstract
Performs a keyword search of the abstract summaries.

AB civil liberties

AU Author
Performs a keyword search for any authors of an article.

AU Rompalske

IS ISSN
Performs an exact search for a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IS 1040726X

SO Journal Name
Performs a keyword search for the journal name of the article.

S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xicology

SU Subject
Performs a keyword search of the subject headings listed in the records.

SU MOTION pictures

TI Title
Searches keywords in a record's English and non-English title field.

TI Fashion Focus

TX All Text
Performs a keyword search of all the database's searchable fields. Using 
the TX field code will cause the search to look for the keyword in the full 

text as well as the citation record.

TX Cronyism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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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筛选及查看



检索结果过少，漏掉了相关文献？

放宽检索要求，提高检全率

•去掉某个方面的检索要求

•放宽检索范围：学科领域、时间、文章类型，关键词出现的字段等；

•将描述检索主题的词想全，包括同义词及缩写形式；如：MRI O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磁共振成像)

•使用单数单词检索，可以检索到大多数单词单数、复数和所有格，不规则单词除

外；如：city 可以检索出city, cities, city’s, cities’

•使用通配符；



检索结果过多，很多文献不相关

进一步限定检索，提高检准率

•准确描述检索需求；

•严格限定检索范围：学科领域、时间、文章类型、关键词出现的字段等；

•选择与检索主题密切相关的词和专业术语，如：kidney disease OR 

renal failure,避免使用过于宽泛的词汇，如：influence；

•使用词组检索或位置检索

•在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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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结果排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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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页面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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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至文件夹/邮件
/永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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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文章简介

将文章添加
到文件夹

点击查看文章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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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保存及分
享工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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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获取参考文献信息

9种参考文献格式，
可复制粘贴到参考
文献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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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文章到文献
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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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不同口音，可下载

边读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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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检索HTML格式文献？

输入公式：keyword and FM T 可以检索到HTML格式文献，
实现全文翻译及在线朗读功能，注意PDF文章无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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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的建立及利用

• 可免费注册个人文件夹

• 可长期保存个人检索到的文章、图书、视频等内容，还可以订阅期刊

或检索提醒，新建或分享文件夹。

• 点击右上角“登录”，先创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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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账号密码可直接输
入账号密码登录，还没
有账户的可点击创建新
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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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密码要求为字母，
阿拉伯数字，特殊符号
组合，长度不少于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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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属文件夹，
点击？查看帮助

保存内容
列表

新建文件夹

对保存的内
容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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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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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存的
内容进行
批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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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检索及设定期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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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先选择要查找
整刊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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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刊名，查
看详细信息

输入刊名或关键
词，点击“浏览”，
进行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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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仅在此出版
物中查找资料

查看不同年份，不
同卷期下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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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物内检索与“食品添加
剂”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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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长期关注该刊物，
可订阅提醒，有了新的
文章出现，会收到系统
邮件提示，点击黄色图
标，订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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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个人邮箱地址即可
完成创建提醒，前提需
登录个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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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文件夹中查看已创
建的期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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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BSCO 手机App下载与使用



EBSCO Mobile App

允许用户在任何地方进行搜索和研究过程，允
许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取得进展，并在桌面
和移动设备之间实现无缝集成。

查找并连接到您的机构，然后只需搜索、
选择并使用机构订购的数据库内容。



EBSCO mobile app的使用

如何下载EBSCO App?

IOS设备在iTunes App store， 安卓设备在Google Play分别下载.

使用EBSCO App的系统要求?

您的设备系统:

•苹果设备: iOS 11+

•安卓设备: Android 5+

https://apps.apple.com/us/app/ebsco-mobile/id1473281170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ebsco.ebsco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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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用户直接扫描下载



登录 EBSCO Mobile App:

•打开EBSCO应用程序，点击Get Started(开始) 按钮登录。.

•您可以选择查找机构进行登录或在连接机构网络的前提下

直接“使用我的位置”（Use my location）进行登录。您只需

登录App一次。App会记住您的登录凭证，实现自动登录。

• 在检索框中输入进行查找，或点击“使用我的位置” （Use 

my location）定位您所在的学校。

•单击“继续”允许应用登录。

•按页面要求使用账密进行登录（可更改为读者账号等）



主页:

•最近查看（Recently Viewed）：向左滑动可查
看您在使用App时最近查看的文章。点击文章可
再次阅读。

•发现最近的主题（Discover Recent Subjects）:
点击“发现最近的主题” （Discover recent 
subjects）区域中的主题，执行与该主题相关的
文章搜索。此区域中的主题是您在使用App时查
看文章的相关主题。

•热门内容（Popular content）:向左滑动可查看
受用户欢迎的文章。点击文章可进行阅读。



检索EBSCO Mobile App

1. 点击屏幕底部菜单中的放大镜，进入搜索页
面

2. 在搜索框中输入搜索词。当您键入时，您可
以点击App提示的搜索词。

3. 点击筛选条件（同行评审、全文、日期范
围），将其应用于搜索。

4. 点击设备键盘上的“搜索”以运行搜索。
5. 页面将显示检索结果，结果中与检索词匹配

的词会高亮显示。点击文章或书名查看详细
信息或阅读全文（如有全文提供）。



阅读文章

1. 在文章页面，选择“阅读更多”(Read More)，可以阅读完
整的摘要，或向下滚动查看文章详细信息（如文章仅有摘
要）。
单击“立即阅读”（Read Now）（如果文章提供全文）。
注意：当文章没有全文时，“立即阅读”（Read Now）选项
将不会出现。
2. 选择阅读全文时，请从可用的格式中进行选择。



收藏文章

从文章页面或结果列表中，单击“收藏”图标。
如果您想从收藏的文章中删除该文章，只需再次点击图标。

在EBSCO App中查看您收藏的文章
To view your Liked articles:
点击屏幕底部的Likes图标查看您收藏的文章。



创建个人账户

1.点击屏幕底部菜单中的配置文件图标，访问配置文
件屏幕。
2.点击创建帐户（ Create Account）按钮访问创建帐
户屏幕。
•填写您的信息，然后单击“创建帐户” （ Create 
Account）按钮。
•您将收到一个确认消息，确认您的帐户已创建，并
提示您点击“登录”（ Log In）以使用新的个人帐户凭
据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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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支持站点及免费教程

检索平台：https://search.ebscohost.com/ （校园IP网络范围内）
EBSCO 支持站点:  http://connect.ebsco.com

EBSCO官网：https://www.ebsco.com/

免费在线课程：https://ebsco-

chinese.zoom.us/calendar/search?showType=2&startDate=2021-07-01

EBSCOhost 中文教程下载:  

https://connect.ebsco.com/s/article/EBSCO平台中文使用指南

https://search.ebscohost.com/
http://connect.eb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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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访问更多信息参见http://connect.ebsco.com/

邮箱：chu@ebsco.com 

EBSCO官方微信

http://help.ebs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