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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平台资源概览
同行评审期刊

会计金融与经济学 商业管理与战略 公共政策与环境管理

市场营销 信息与知识管理 教育管理

人力资源与组织研究 图书馆研究 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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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268种专家评审的管理学术期刊和20多种涵盖先进自动化、工
程计算、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制造与封装的工程学期刊。
管理学涉及学科：

电子系列丛书

新兴市场案例集
近300个教学案例，所有案例都经过同行评审
每个教学案例都有教学注释

1300多卷电子系列丛书，涵盖以下领域内容：

经济学 战略组织行为学 心理学

国际商务 健康管理 教育学

领导科学 社会学 图书馆科学

市场营销学 政治学 健康与社会关怀



检索、浏览-Search Browse



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检索历史 保存检索条件

检索范围

即将出版文章的网络版、回溯库中的文章

资源类型

限定出版时间

布尔逻辑运算符

添加检索项
除正文以外的其他部分



检索结果

切换不同类型的资源，包含结果数量

检索结果排序：相关性、时间

 添加入收藏夹
 发送给好友
 导出参考文献
 定制内容提醒

权限标示



 添加到收藏夹
 导入引文软件（Endnote等）
 添加到新内容提醒

跳到文章的具体段落

期刊文章
显示页面



电子丛书章节显示页面



导入引文软件

从收藏夹
导入

从文章页面
导入

从检索结
果导入



导入引文软件

勾选自己常用的引文软件

点击导入



浏览-Browse

点击资源类型，进行浏览

点击学科名，了解该学科出版的期刊和图书



浏览

资源类型选择 按首字母浏览

按学科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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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平台资源概览
同行评审期刊

会计金融与经济学 商业管理与战略 公共政策与环境管理

市场营销 信息与知识管理 教育管理

人力资源与组织研究 图书馆研究 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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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268种专家评审的管理学术期刊和20多种涵盖先进自动化、工
程计算、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制造与封装的工程学期刊。
管理学涉及学科：

电子系列丛书

新兴市场案例集
近300个教学案例，所有案例都经过同行评审
每个教学案例都有教学注释

1300多卷电子系列丛书，涵盖以下领域内容：

经济学 战略组织行为学 心理学

国际商务 健康管理 教育学

领导科学 社会学 图书馆科学

市场营销学 政治学 健康与社会关怀



辅助资源



For Authors—作者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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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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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指南

学者评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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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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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Zone—学者园地

研究基金项目

项目管理、研究方法指南

国际会议信息

申请基金指南

国际同行联系平台



研究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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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评论集



Teaching Zone—教学园地

管理学书评

名人访谈录

案例集



Multimedia Zone——多媒体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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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平台资源概览
同行评审期刊

会计金融与经济学 商业管理与战略 公共政策与环境管理

市场营销 信息与知识管理 教育管理

人力资源与组织研究 图书馆研究 旅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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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268种专家评审的管理学术期刊和20多种涵盖先进自动化、工
程计算、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制造与封装的工程学期刊。
管理学涉及学科：

电子系列丛书

新兴市场案例集
近300个教学案例，所有案例都经过同行评审
每个教学案例都有教学注释

1300多卷电子系列丛书，涵盖以下领域内容：

经济学 战略组织行为学 心理学

国际商务 健康管理 教育学

领导科学 社会学 图书馆科学

市场营销学 政治学 健康与社会关怀



注册个人账号
登陆后显示个人用户名



注册个性化服务-My Account

• 在机构IP范围内登陆平台后，点击“Register”注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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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信息：注册信息、联系方式 访问权限：有权限访问资源

口令激活：激活获
取资源访问权的口
令码或链接

内容提醒：订阅您感兴趣的资源、
学科新闻、文摘，免费获得订阅
内容的平台更新提醒

收藏夹功能：收藏喜爱
的期刊和文章、导入引
文软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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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化服务总览-My Account



可将收藏的刊物进行如下操作：
 发送给好友
 添加新内容提醒
 删除

收藏夹功能-Marked List

可将收藏的文章进行如下操作：
 发送给好友
 导入引文软件
 删除



移动设备远程访问-Mobile Pairing 方式1

在机构IP授权范围内，登陆个人账户；
点击“Mobile Pairing”；
机构外使用移动设备登陆个人账户即
可同样访问机构订购资源。



移动设备远程访问-Mobile Pairing 方式2
1. 在机构IP授权范围内，使用移动设备通过机构的无线网来连接网络

3. 点击此处开始浏览页面

2. 输入www.emeraldinsight.com，进入Emerald首页

4. 点击My Account 5. 登陆或注册个人账户

6.机构外使用移动设备登陆个人账户即可同样访问机构订购资源。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电脑远程访问

机构名称

学院

姓名

邮箱

电话

职称

请将以下联系人信息发送至
service@emeraldinsight.com.cn

mailto:service@emeraldinsight.com.cn


www.emeraldinsight.com

谢谢您使用Emerald资源！

service@emeraldinsigh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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