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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ald

• SAGE Premier

• LexisNexis

• HeinOnline

• Project Muse

• EBSCO 

• JSTOR（过刊）

常用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经管、人文社科、法律







Emerald Overview

300+同行评审期刊

3100+图书
及近2000
电子图书

1500+案例集

 1967，Bradford University 50名学者

管理学、工程学、图情学，及其它人文社会科学

 世界重要的人文社科出版社之一



Emerald 管理学期刊（已购买）

 276种 管理学领域期刊，是出版管理期刊数量最多的出版社

 涵盖管理学各个分支学科

—管理学5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

图书情报学 农林经济管理

—其他交叉学科和泛管理领域的期刊

市场营销

会计金融与经济学

商业管理与战略

公共政策与环境管理

信息与知识管理

人力资源与组织研究

图书馆研究

旅游管理

教育管理

运营物流与质量管理

房地产管理与建筑环境

健康与社会关怀

Emerald全文期刊回溯库（免费使用，2000年以前文献）



Emerald 工程学期刊库

• 23种工程学期刊（未购买，不能
访问全文）

• 18种被SCI/EI收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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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图书

• Standalone单行本（ 29% ）

– 参考书

– 教材

• 系列书 （ 71% ）

• 3100+册纸本图书

• 每年新出版250册左右

会计与金融

商业伦理与法律

经济学

管理学

企业管理与创新

环境管理

健康卫生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与知识管理

国际商务

图书馆与信息技

术

教育学

市场营销

组织研究

社会学与公共政

策

战略管理

旅游酒店管理

交通运输

……



Emerald 电子系列丛书

• 2000卷电子系列丛书

• 50%以上被BKCI收录

• 分为《社会科学集》和《工商管理与经济学集》

• 支持传统和移动设备的多种下载格式（HTML、PDF、
EPUB）

Authentic business scenarios for the classroom

http://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products/case_studies/pdf/ecase_brochure.pdf


Emerald 案例集

 亚、非、拉丁美洲、中东、
东欧

 包含案例和教学注释

 1500+案例



Emerald网站

www.emeraldinsight.com

资源使用平台
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

出版社信息平台



注册个人账户，使用
个性化服务

针对不同人群的辅助
资源

资源检索

分学科浏览

研究前沿



检索、浏览-Search、Browse

分学科浏览
多途径检索



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输入检索词

勾选检索词出现的范围，
建议选择Anywhere

支持布尔逻辑运算

点击即可添加检索项

检索结果包含即将出版文章的网
络版和回溯库中的文章

限定检索资源类型和资源出
版时间

检索帮助



检索结果

资源类型与数量

根据相关性与时间排序

权限标志

勾选的资源下载、添加到收藏夹

检索历史，保存检索条件

深度检索



文章正文，选择跳读

期刊基本信息

导入引文软件，追踪引用量

期刊编委，投稿指南



移动设备阅读格式



浏览-Browse

按照资源类型浏览

分学科浏览该学科出版的资源



按资源类型浏览

选择浏览资源类型

按照首字母A-Z浏览

选择不同学科资源



辅助资源

针对不同人群设立的辅助资源



For Authors—作者园地

编辑服务

写作指南

主编访谈

学者评优



For Librarians—图书馆员专栏

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宣传

信息管理资源

图情文章写作



For Engineers—工程师专栏

电气与电子工程 机械与材料工程



Research Zone—学者园地

研究基金奖 申请研究基金

研究指南



Student Zone—学习园地

论文写作指南 参考文献指南

提升研究指南 大学生活指南



Teaching Zone—教学园地

教学解析 教学案例集

教育访谈集

教育书评集

业界大事件



注册个性化服务-My Account

•注册成功之后, 点击“Login”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陆

后右上角同时出现个人账户和机构名称

（显示个人账户名称，说明可以享受个性化服务功能，显示机构

名称，说明可获得机构购买资源全文内容）

•点击个人账户名称进入您的个人页面，在此设置推送服

务，添加喜欢的期刊和图书等个性化服务

•点击右上角“Register”注册



个性化服务总览-My Account

Details: 个人信息

Access: 有个人访
问权限的资源

Redeem voucher: 兑
换码，口令激活码

Alerts: 内容提醒

Marked list: 收藏夹

Searches: 保存检索条件



信息推送-Alerts

新内容提醒，引用提醒，文摘
和学科提醒



收藏夹-Marked List

将收藏资源分成期刊文章，期刊，
电子书文章，系列丛书，单本书

将选中资源发给好友，导
入引文软件，追踪引用量

编辑标签，评论



保存检索条件-Saved Searches

在资源检索结果页面可以将满
意的检索条件保存，选择Alert 

Frequency(提醒频率)



EBSCO



• 是世界上最大的全文期刊数据集成出版商，总部在美国。

• 开发了近100多个在线文献数据库，涉及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等学术领域。

• 两个主要全文数据库：Academic Search Premier（ASP）
和Business Source Premier （BSP）。

• 通过EBSCOhost平台（ http://search.ebscohost.com）

外文期刊、杂志、图书、产业报告、行业出版物、专著、
市场研究报告等资源。

EBSCO出版公司

http://search.ebscohost.com/


• 为跨学科全文数据库，提供 4,600 +种期刊全文，其中包括 3,900 +种同行评审期

刊，以及 1,000 多种期刊的可搜索引用参考文献。

• 涵盖多元化之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科学、教育、法律、医学、语言学、人文、

工程技术、工商经济、信息科技、通讯传播、生物科学、教育、 公共管理、社会

科学、历史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法律、军事、文化、健康卫生医疗、宗

教与神学、生物科学、艺术、视觉传达、表演艺术、心理学、哲学、妇女研究、

各国文学等。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ASP)
综合学科检索数据库

• 是行业中最常用的商业研究数据库，全文收录 2,300 多种期刊，包括 1,100 多种同

行评审期刊，全文内容最早可追溯至 1886 年。

• 涵盖商业相关领域之议题，如金融、银行、国际贸易、商业管理、市场行销、投

资报告、房地产、产业报导、经济评论、经济学、企业经营、财务金融、能源管

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 工业工程管理、保险、法律、税收、电信通讯等。

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
企业商管财经数据库



文献检索



检索结果

筛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

选择结果排序方式



检索结果

控制页面显示方式



检索结果
共享至文件夹/邮
件/永久链接



检索结果

查看文章简介

点击查看文
章详细信息

将文章添加
到文件夹



查看文章

HTML 格式全文提供独
有的朗读和翻译功能

三种不同口音，
可下载



出版物检索

点击刊名，查
看详细信息

订阅提
醒，可
关注该
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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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nOnline



• 是美国著名的法学全文期刊数据库，内容涉及政治、
国际关系、外交等领域，是全球最大、收录最全的基
于PDF浏览格式的全文法学文献数据库，92%的法学期
刊可回溯到创刊号。

• 收录全球最具权威性的2600多种法学期刊，同时包含
近3000卷国际法领域权威巨著，以及美国联邦和各州
的案例，5500多部法学经典学术专著和美国联邦政府
报告全文等。

• 该数据库曾获得国际法律图书馆协会（IALL）、美国
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等颁发的多项奖项。

HeinOnline

http://www.heinonline.org

或 http://home.heinonline.org/

http://www.heinonline.org/
http://home.heinonline.org/


http://www.heinonline.org

http://www.heinonline.org/


http://www.heinonline.org

选择检索范围及途径

http://www.heinonline.org/


检索方式：快速检索、高级检索



检索结果页面、全文下载



其他外文期刊数据库



• 已购买该数据库中Engineering、Computer Science、Physics and 

Astronomy及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四个学科的全
部期刊资源。

ScienceDirect（SD）期刊数据库



ScienceDirect（SD）期刊数据库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ScienceDirect（SD）期刊数据库



• 由教育部主管、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和出版、德国Springer公
司海外发行的系列英文学术期刊。

• 涵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生命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众多领域。
含30种全英文学术期刊（保持更新的期刊26种），其中自然科
学类19种，人文社会科学类7种。

Frontiers 系列期刊数据库



Frontiers 系列期刊数据库
http://journal.hep.com.cn



Frontiers 系列期刊数据库（CALIS站点）
http://hep.calis.edu.cn



• 收录207种学术期刊，其中包括科技类期刊76种，人文社科类期
刊131种，回溯时间从1770年至1996年左右。

• 剑桥期刊回溯数据库期刊列表

Cambridge Journal 回溯数据库



Cambridge Journal 回溯数据库



• JSTOR全名为Journal Storage，以收录西文过刊闻名。
1995年成立，是一个发现、保存学术研究成果的平台，
主要以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期刊为主，收集从创刊号
到最近三五年前的过刊，提供1000+种期刊的全文访问。
2012年起增加电子图书服务。

• 学科范围：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学
科主题，兼有一般科学性主题共十几个领域。

• JSTOR数据库含有英、法、德、西、意等多个语种

• http://www.jstor.org/

JSTOR

http://www.jstor.org/


http://www.jstor.org/

http://www.jstor.org/


• SAGE出版公司1965年创立于美国，是世界第五大期刊出版商，
主要侧重于人文社科方面的出版，与全球超过400家专业学术协
会合作每年出版超过800种纸质图书，可供的纸本图书品种超过
15000种。涵盖商业、人文、社会科学、科学、技术和医学等学
科领域。

• SAGE现刊库/SAGE Premier，收录期刊超过1000种，年限为
1999年至今。

• SAGE回溯期刊库/SAGE Deep Backfile ，收录年限为期刊的第1
卷第1期至1998年。

• 检索系统 http://online.sagepub.com， http://journals.sagepub.com

SAGE

http://online.sagepub.com/
http://journals.sagepub.com/


http://online.sagepub.com

http://online.sagepub.com/


SAGE 出版公司

https://uk.sagepub.com 通过该平台了解SAGE所有产品信息



• 始于 1995 年，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与其
Milton S. Eisenhower图书馆合作开发学术期刊集成项
目。收录来自258家出版社超过600多种期刊共计超
过40万篇文章。收录的内容大部分回溯到1993年。

• Muse宗旨在于传播高质量的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
领域的学术知识，其中在区域/国家研究、文学、历
史和政治、政策研究上尤为突出。

• 可提供全文文献、评论（书籍、表演、艺术、音乐
等）、小说与诗歌、可缩放的图表与照片，大部分
文献可同时提供HTML 与PDF 两种全文格式。

Project Muse

http://muse.jhu.edu/

http://muse.jhu.edu/


http://muse.jhu.edu/

http://muse.jhu.edu/


• LexisNexis（律商网）为 Reed Elsvier 集团下属公司，专业从事
法律、商业、新闻信息和出版服务，始建于1960 年，由美国俄

亥俄州律师协会发起，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面向法律专业人员
设计的大型综合法律资料数据库。

• 法律研究内容

• 全球商业和新闻数据库

包括主要的报纸，国际性的杂志、学术期刊等。学术期刊包
括全套的ABI Inform全文资料。企业界信息内容：包括工业、公
司、财务等方面信息

LexisNexis



• 拥有 15,563 个法律资料来源，其中包括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美国
国际商业委员会、国际商务管理局约 300 年的法律全文案例；

• 美国最高法院从 1790 年 1 月到现在的案例和最高法院上诉案例，
美国地方法院从 1789 年到目前的案例；

• 来自破产法庭、国际贸易法庭、税务法庭、商标和专利权上诉法
庭、退伍军人上诉法庭、商业和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及 50 个州中各
级别法院的判决书；

• 1988 年至今所有联邦律法包括联邦记录、联邦法规、美国首席检
察官意见、联邦获取规则和增补在内的所有联邦规则， 50 个州的
州宪法、法院规则与美国首席检察官意见等，

• 超过 600 种法律评论杂志中的法律评论等。

• 欧洲联邦法律和法规，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近二十四年
来的全文专利资料，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加拿大、澳
洲、新加坡和香港等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和案例。

法律研究内容



• 原始法律文献信息 Primary Sources

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判例法——提供美国最近 50 年的审判案例全
文，包括早期如 1790 年的部分案例

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立法和法律法规——包括著名的 USCS 美国
联邦立法信息服务

英美立法和政治制度材料

全球近 20 个国家的立法和判例

国际公约及多个国际组织的条约和相关判例，比如欧盟的立法
与判例

LexisNexis



• 全球性二次法律文献信息 Secondary Sources

约 900 种法律期刊评论、杂志和报告，大多可回溯到 1980 年

法律专业书籍

法律重述资料(Restatements)

美国律师协会、法律继续教育相关资料(ABA,CLE materials)

Mealey 法律报告和会议资料，可以追溯到 1982 年

Martindale-Hubbell 全球律所和律师黄页；以及 100 多个国家的
法律概要（Law Digest）

全球法律新闻

法律百科全书、辞典

LexisNexis



http://www.lexisnexis.com/en-us/gateway.page

http://www.lexisnexis.com/en-us/gateway.page


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经管、人文社科、法律



注意电子资源的合理使用，杜绝过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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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