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erald
Research you can use

June 2010
010-82306438                    

service@emeraldinsight.com.cn

全新平台使用指南



成立于1967年，来自世界百强商学院之一Bradford University

独立主编模式：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个性化，良好的持续性

总部英国，主编全球，内容国际

涉及学科：管理学、图书馆学、工程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About Emerald



Emerald管理学期刊数据库

包含230多种同行评审期刊，是世界上出版该领域期刊最多的单一出版机构。

覆盖国内五大管理学分支：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图书馆学与信息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以及泛管理领域如建筑管理、旅游管理、学习与发展 等等

•经济管理

•市场营销

•教育管理

•战略管理

•质量管理

•会计与金融

•企业与革新

•学习与发展

•国际商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与知识管理

•行业与公共部门管理

•管理科学与研究

•商业道德与法律

•营运与物流管理

•建筑管理

•绩效管理与评估

•健康护理管理

•旅游管理

•组织研究

•图书馆与信息研究



• 18种工程学期刊

• 15种被SCI收录、14种被EI收录

• 广泛的中国读者和作者群

• 学科包括 ： 材料科学与工程

计算机工程计算

先进自动化

电子制造与封装

Emerald工程学期刊数据库



• 100多种、800多卷工商管理与经济学、社会科学系列丛书内容

• 众多领导者高质量文章，且定期更新

• 每年有100多卷新增内容

《工商管理与经济学集》

《社会科学集》

•管理学

•经济学

•国际商务

•市场营销学

•领导科学

•组织行为学

•战略管理

•健康管理

•心理学

•教育学

•图书馆科学

•政治学

•社会学

•健康护理

•残障研究

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



管理学评论文摘库 EMR
土木工程文摘库 ICEA
国际计算机文摘库 CAID
计算机和通讯安全文摘库 CCSA
图书馆和信息管理文摘库 CAA

Research starts from abstracts…

Emerald文摘数据库



Emerald资源平台

www.emeraldinsight.com

辅助资源：案例分析、管理学评论、访谈录

核心内容：期刊、图书、文摘

使用人群专栏：作者园地、图书馆员专栏、学者园地、学习园地、教学园地



登陆个人账号后会显示“Your 
Profile”，获得个性化服务

授权成功后，该处显示
您所在单位英文名称

使用个性化服务时登陆

首页即可对期刊、电子书进行浏览

随时反馈您的意见！

检索功能

浏览功能

辅
助
资
源

本周免费期刊

最新消息

最新出版物

主编精选

Emerald平台首页



一、Emerald检索与浏览功能

检索功能

浏览功能

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全文、文摘浏览



Emerald快速检索

• 快速检索直接在首页进行操作

• 可选择4类不同的检索结果：期刊、图书、文摘以及辅助资源



Emerald高级检索

针对4种不同检索结果进行检索
帮助信息

若检索条件是多个单词，可从All、Any、Phrase中任选一个：

All-返回的结果包含所有单词，但每个单词不一定连在一起

Any-返回的结果包含其中任意单词

Phrase-返回的结果包含所有单词，并且按顺序紧密连在一起

支持布尔逻辑运算符

限定出版年份：

未正式出版文章的网络版、回溯库中的文章，建议勾选

为确保返回结果均可下载全文，建议勾选



Emerald检索结果

随时切换4种不同类型的检索结果

加入收藏夹
（Marked lists）
保存喜爱的文章

可在此处选择不同收藏夹来保存

保存检索条件，定期获得最新检索结果



Emerald文章显示

Abstract-结构性文摘：

• Purpose-目的

•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设计方法

• Fingdings-发现

• 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研究局限性 （if applicable）
• Practical implication-应用性（if applicable）
• Social implications-社会影响（if applicable）
• Originality/value-原创性

期刊信息

文章信息



Emerald浏览-期刊、电子书

按首字母顺序浏览

按首学科浏览

可以选择所有内容或已授权的内容进行浏览

可以选择单独浏览期刊或电子书



Emerald浏览结果-期刊、电子书

期刊信息



Emerald浏览-文摘

• 5个文摘库：

管理学评论、计算机与安全文摘库、计算机文摘库、

图书馆学文摘库、土木工程文摘库

• 每个文摘库的内容按照若干个学科分类

• 在学科分类目录下按照年份排序

• 为读者提供该领域最新的信息资讯以及研究成果



二、Emerald辅助资源

辅
助
资
源



For Authors-作者专栏

Emerald为作者提供的平台，包
含各国语言的作者指南(Region-

specific author resources )

主编访谈：就热点问题、
如何提高发表概率向

Emerald主编进行访谈

编辑服务：特别为非英语国
家的作者可在此选择专业领
域的同行帮助润色文章语言

学者网络：每年Emerald会
针对合作的学者评选出优
秀作者、最佳文章、杰出

主编、优秀期刊

发表指南 写作指南



For Librarians-图书馆员专栏

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推广

信息管理资源 本月推荐

如何发表图情
学文章

资源列表、MARC
数据等支持内容

业界大事件 图情学顾问



Research Zone-学者园地

研究基金项目 申请基金指南

项目管理、研
究方法指南

国际同行

联系平台

国际会议信息



Learning Zone-学习园地

管理技巧 管理学大师

访谈录

学习技巧 管理学

文献评论集

MP3格式的学

习资源



Teaching Zone-教学园地

教学指南 案例集

教育共享 名人访谈录

书评



三、Emerald个性化服务

登陆个人账号后会显示“Your 
Profile”，获得个性化服务

使用个性化服务时登陆

• 建立属于您自己的文献系统

• 节省您的时间和精力

• 帮助管理您的文献资源

• 辅助您进行学术研究



Register-注册个性化服务

点击进入该注册页面



Your Profile-个性化服务内容

收藏夹功能：可创建多个
收藏夹，并将喜爱或需要
引用的文章链接添加其
中，并与Endnote等引文

软件相兼容

确保已登录
喜爱的期刊或图书：添加
您喜爱的期刊或图书，可
在“Your Favourites”版块

浏览该期刊或图书最新卷
次的文章内容

文摘和时事通讯：订阅
“Digests and 

newsletters”，可免费获得

每周最新出版物的文摘以
及感兴趣领域的时事通讯

保存检索条件：免费获得
所保存检索条件的最新检

索结果内容

期刊新增内容提醒：选择
您感兴趣的期刊，免费获
得该期刊新增内容提醒



感谢您使用Emerald平台

欢迎您来稿！

有任何问题，请随时联系！

• 010-82306438    82250912

• Service@emeraldinsight.com.cn （平台问题）

• Edit@emeraldinsight.com.cn （投稿问题）

邮寄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18号北环中心A座908室 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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