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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Databases

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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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中的五种关键资源帮您进行商学研究：

1. 哈佛大学研讨会系列视频： 观看哈佛商学院的相关视频，视频

会显示在您的检索结果中。 (适用于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和 Business Source Ultimate)

2. 公司档案: 获取关于主要执行官、竞争对手、主要产品和服务、

营业额和市场价值的资讯。

3. SWOT 分析: 了解某一公司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危机。

4. 国家报告: 获取有关一个国家的政治风向、经济状况、政府支出、

您所查找的公司所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信息。

5. 行业概况: 查看与某一公司相关的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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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种类

➢书籍

➢商业期刊

➢公司档案

➢国家报告

➢财经数据

➢市场报告

➢行业概况

➢SWOT 分析

➢哈佛商学院视频

涵盖领域

➢会计学

➢银行学与财经

➢商业新闻

➢商业策略

➢管理学

➢市场营销

➢地区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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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资源

• Bernstein Financial Data 伯恩斯坦金融数据

•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全文出版品

•晨星基金股票分析出版品

•美国会计师协会出版品

• Richard K. Miller & Associates 市场研究报告

•非英语系国家的商学文献资源

• 15,000多份案例分析case studies

•特别收录哈佛大学知名教授的57段研讨会视频（seminar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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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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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1,122 663 292 558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2,096 1,259 745 827

Business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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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cted figures by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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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host平台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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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级检索技巧
1 布尔逻辑运算符：AND, OR和
NOT，用于连接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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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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字段：控制关键词的性质及出现的位置，例如选中“TI 标题”

代表希望关键词出现在标题中，选择“SO 来源”则希望输入的关键
词是作为来源期刊名称出现。

3 选择检索模式

➢布尔逻辑/词组 –支持布尔逻辑检索和词组检索.

➢查找所有检索词-不需运用AND 逻辑运算符，默认查找所有输入的关键词

➢查找任意检索词 –不需运用OR 逻辑运算符，默认查找任意输入的关键词

➢智能全文检索-您可输入一段文字，系统自动帮您检索相匹配的文章

4 扩展条件

➢应用对等科目 –同时检索相关主题词对应的文献.

➢运用相关词语 –同时检索与您输入的关键词语义相近的关键词

➢同时在文章全文范围内搜索 –在全文范围内检索您输入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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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举例：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注意“”和*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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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词符号(*)用于检索变形体，单复数

−econ* 可以检索到economy, economic, economically, etc

−Student*可以检索到student,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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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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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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筛选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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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y EBSCOhost Folder

1 “共享”选项下可将1-

10条检索结果批量添
加到文件夹中，或者将
检索式添加到文件夹中

2 单击文章篇名右侧的
文件夹图标可将单篇文
章保存到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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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及登录个人文件夹

3 点击导航部分的“文件夹”

可查看添加到文件夹中的
文献，但本次保存为暂时
保存，如需长期保存文献，
需登录个人文件夹账户，
点击“登录”即可，如无文
件夹账号可创建

4 可对存在文件夹中的文
献进行批量打印、发送电
子邮件、保存、导出等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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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个人文件夹

5 登录个人文件夹后可看到
个人注册是的名字，点击？
查看文件夹使用指南

6 查看自己之前保存过的文
章、图片、视频等内容

7 创个多个文件夹，保存不
同主题的文献资源

8 对已保存的内容进行操作，
可删除，复制或转移至其他
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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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章详细记录及小工具使用

1 HTML格式的全文和PDF

格式的全文连接

2 点击蓝色文字链接可查看
更多相关信息

3 小工具部分，可以利用小
工具实现添加到文件夹、打
印文章、发送电子邮件、保
存文章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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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用”功能，提供该
文章的9种参考文献格
式，直接复制，粘贴就
能拿去用了

5 “导出”功能，支持将
该文章导出到多个文献
管理工具中去，方便在
自己的工具中管理文献

6 “永久链接”单篇文章
的永久链接，发送给其
他人，可直接打开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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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章翻译功能，可选择
语种之后，点击“翻译”按
钮，就能直接查看翻译好
的文档了

8 文章朗读功能，提供英
音、美音和澳大利亚口音，
点击播放按钮即可听文章
朗读，音频可下载随时听

注：只有HTML格式的文
章提供朗读和翻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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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刊检索及创建期刊提醒

1 导航部分选择“出版物”，
在第二个检索框中输入刊
名或关键词查找相关期刊

2 点击刊名可查看该刊详细
信息

3 点击刊名左侧的“创建提
醒”图标即可创建期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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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期刊详细信息

4 点击“+”查看某年下
的卷期，单击某卷期
可进入文章列表

5 可查看该出版物中
所有文章或在该出版
物内查找某个主题相
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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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期刊提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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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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及对已创建的期刊提醒进行操作

7 可在个人文件夹中
查看已创建的期刊提
醒信息，如不想继续
收到提醒邮件，可选
择删除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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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检索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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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高级检索框下可见“搜索历史记录”选项，点击可查看搜索历史记录，二次
点击可隐藏搜索历史记录信息

2 本次平台使用过程中的所有检索式均被分配到相应的检索ID，如S1，S2等

3 可用布尔逻辑运算符 AND 和 OR 对已完成的检索式之间进行组合，如S8 

为S7 和 S6的OR 组合

4 查看检索模式及限制条件

5 点击看查看相应检索式的检索结果列表

6 可对已有检索式进行重新编辑后进行检索

7  可对全部或部分检索式进行打印、创建快讯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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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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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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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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检索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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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知名教授的57段研讨会视频

在EBSCOhost平台上导航部分
“More”下拉列表下选择
“Images/Business Videos”,然后
在“Limit your results”下去除
“Images”前面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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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直接输入关键词查询视频，
如果输入关键词“business”则可查
看全部57部视频。点击“video”链
接播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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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平台：https://search.ebscohost.com/

EBSCO 支持站点:  http://connect.ebsco.com

免费在线课程：https://ebsco-chinese.webex.com

EBSCOhost 中文教程下载:  

https://connect.ebsco.com/s/article/EBSCO平台中文使用指南

支持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