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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资源及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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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十多个国家设立代表处，主编、作者遍布全球，内容国际

涉及学科：管理学、图书馆学、工程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Emerald出版社



Financial Times Top 100 Business 
Schools

Over 90 of the FT 
top 100 business 

schools worldwide 
are Emerald 
customers

We have authors 
from all of the FT 
top 100 business 

schools worldwide 

In 2010 the FT top 
100 business 

schools worldwide 
downloaded 

Emerald articles 
1.4m times – an 

average of 14,000 
per school!

Emerald is proud to say that: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0

Over 90% of the 
THES top 200 
universities 

worldwide are 
Emerald customers

We have authors 
from 199 of the 
THES top 200 
universities 
worldwide 

In 2010 the THES 
top 200 universities 

worldwide 
downloaded 

Emerald articles 
3m times – that’s 

15,000 per school!

Emerald is proud to say that: 



Emerald 资源概览

同行评审期刊 291

纸本图书 
电子系列丛书

新兴市场案例集

文摘库（管理学、土
木工程、计算机、通
讯安全、图书馆学）



 270+种 管理学领域出版期刊数量最多的出版社
 涵盖24个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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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管理

市场营销

教育管理

战略管理

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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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管理

行业与公营部门管理

管理科学与研究

商业道德与法律

营运与物流管理

建筑环境

绩效管理与评估

会计与金融

组织研究

区域管理研究

图书馆与信息研究

健康护理与社会关怀

Emerald 管理学期刊



学科细分化

• 会计与金融领域：

   26种——高度细分化国际期刊

• 《会计、审计与职责杂志》

• 《新兴经济体会计学》

• 《反洗钱杂志》

• 《管理审计杂志》

• 《国际金融管理》

• 《会计研究》

• 《金融犯罪》

• 《金融风险和资产平衡表》

• 《会计管理定性研究》

• 《会计和组织变化》

• …

市场营销领域：

   22种 ——单一出版量最大

• 《银行市场学》

• 《国际酒类营销杂志》

• 《产品与品牌管理杂志》

• 《欧洲营销杂志》

• 《服务业营销杂志》

• 《消费品营销杂志》

• 《国际营销评论》

• 《产品与品牌管理杂志》

• 《时尚市场和管理》

• 《国际药物与卫生保健市场》

• …



Emerald Management Review

《Emerald 管理学评论文摘库》

国际著名的管理学者和从业人士组成的评议委员会
挑选300多种世界顶尖管理学期刊

收录多达30,0000篇摘要，每月增加1300篇左右

Research starts from abstrac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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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电子期刊库



• 100多种、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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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ald 新兴市场案例集 

 亚、非、拉丁美洲、中东、东欧

 包含案例和教学注释

 同行专家评审

 200+案例，每年100个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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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emeraldinsight.com



注册获得个人账号，登陆后显示“Your Profile”

本周免费期刊

Emerald新闻

最新出版物及网站优化

• Most Popular content 近期热点文章
• Research in the News 热点话题研究文章



注册获得个人账号，登陆后显示“Your Profi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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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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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该期刊平台更新提醒

个性化服务内容



收藏夹功能

导出内容为下方文章列表



Register-注册个性化服务

点击进入该注册页面

常用、正确的邮件地址

中国地区勾选“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个性化服务注册





Emerald高级检索

针对5种不同检索结果进行检索 帮助信息

支持布尔逻辑运算符

限定出版年份

即将出版文章的网络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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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和名顺序不限



Emerald检索结果

随时切换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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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文章显示

112种



Emerald浏览功能





For Authors-作者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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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指南

For Authors-作者园地



For Librarians-图书馆员专栏

图书馆管理 图书馆推广

资源列表、MARC
数据等支持内容



Research Zone-学者园地

研究基金项目

国际同行

联系平台

国际会议信息



国际同行联系平台



国际会议信息



管理技巧

管理学大师

访谈录

学习技巧

MP3格式的学
习资源

Learning Zone-学习园地



Teaching Zone-教学园地

案例集

名人访谈录

书评 推荐文章列表



Multimedia Zone-多媒体园地



www.emeraldinsight.com



欢迎大家使用

Emerald

任何疑问，随时联系：

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65733575（85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