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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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在图书馆中找到点击“电子资源数据库”，找到EBSCO，点

击链接即可进入选择数据页面，或者直接进入检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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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数据库内容介绍Introduction of Database Content

第二部分：上机操作演示 Demonstration

➢布尔逻辑和检索技巧，筛选区的运用 Basic Search

➢文件夹的建立与利用My EBSCO host Folder Account

➢如何设定期刊新知通报Create Alerts

第三部分：EBSCO移动App下载与使用

第四部分：在线帮助及参与网络课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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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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管财经全文数据库

https://www.ebsco.com/products/research-databases/academic-search-premier
https://www.ebsco.com/products/research-databases/business-source-prem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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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网站，可
下载资源列表

ASP资源统计

涉及学科，生
物、化学、工
程、物理等

综合学科检索数据库

https://www.ebscohost.com/academic/academic-search-prem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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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earch 系列数据库提供来自顶尖出版社所的
数千种学术期刊全文内容，包含广泛的学科主题：

• 人类学

• 天文学

• 生物学

• 化学

• 工程

• 种族和多元文化研究

• 地理

• 法律

• 数学

• 医药科学

• 物理

• 心理学

• 宗教与哲学

• 科学与技术

• 女性研究

• 动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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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earch 

版本

持续收录
全文期刊及杂志

持续收录
同行评审
全文期刊

无延迟持续收录
同行评审
全文期刊

持续收录
Web of Science

或
Scopus

全文期刊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3,171 2,799 1,288 2,239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6,499 5,860 3,997 3,850

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10,021 9,017 6,506 5,162

*Expected figures by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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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网站，可
下载资源列表

涉及学科

BSP资源统计

企业商管财经数据库

bsp:https://www.ebscohost.com/academic/business-source-prem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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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Version

全文总刊
量

同行评审
全文刊量

无滞后
全文刊量

SCI & SSCI

原汤森路透引
文或Scopus

爱思唯尔引文

Premier 1,122 663 292 558

Complete 2,096 1,259 745 827

ULTIMATE* 3,507 2,112 1,401 1,103

*Expected figures by Sep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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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s of May 2017

Top Five U.S. General Business Magazines

Magazine Name
BSP

Full Text Coverage

Bloomberg Business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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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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题、投稿、大论文

• 如何找文献

• 如何保存和分享文献

• 如何快速获取参考文献信息

二、个人知识积累

• 了解行业发展最新动态

• 定期阅读个人感兴趣的期刊

• 听力辅助阅读文献，掌握专业学科外语词汇

第二部分：EBSCOhost如何助力您的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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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文献——检索方法

检索文章

•高级检索——检索选项

•关键词检索

•主题词检索

•组合检索

检索整刊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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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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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没有学过任何英文论文搜索技巧，你怎么检索关于

这个主题的文献？

论文主题：传统教学方式与在线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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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主题：传统教学方式与在线教学方式的满意度对比

1. 摘取关键实词，用AND 连接各个关键词

传统教学 AND在线教学AND满意度AND对比

2. 分析关键实词，中译英的时候注意近义词，同义词

在线教学： online learning or online education or online instruction or 

online teaching or online courses or e learning or distance education

3. 运用英文检索技巧，截词符，通配符等对关键实词的变形体进行检索。比如* 

和“”的用法。

4. 针对关键词进行字段预定义，比如TI字段，SU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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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 截词符号(*)用于检索变形体，单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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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havi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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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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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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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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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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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中均
含有HTML格式
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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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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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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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  www.ebsco.com56

公司概况（ BS）

按公司字母
或关键字查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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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
报告

点击查看
信息

输入公司名称
以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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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不同的栏目，
出现Apple公司相关
的文献，以SWOT为
例，点击

查看SWOT分析
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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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
报告

一份完整的公司报告，
可下载、打印、按章
节浏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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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BSCO 手机App下载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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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progress on your research 

anytime, anywhere”

Mobile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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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内免登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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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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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