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BSCO（外文期刊数据库）使用介绍 

•EBSCOhost 由 EBSCO Publishing 出版  

•覆盖的学科范围包括：生物科学、工商经济、 咨询科技、通讯传播、

工程、教育、艺术、医药学等  

•检索结果为文献的题录、文摘信息。其中部分文献提供全文（PDF

格式（查看PDF格式的全文要下载并安装Adobe Acrobat Reader软件，

图书馆主页提供下载）、HTML 格式） 

访问方式 

•任何一台接入校园网的计算机均可通过 Web 方式检索  

•进入 EBSCOhost 界面后，首先需要选择数据库，然后选择检索方式 

 •EBSCOhost 主要检索方式为基本检索（basic search）和高级检索

（advanced search）两种 

如果选择在单个数据库内检索，还有参考文献检索（Cited 

References）、图像检索（Images）、刊名浏览（Publications）、叙

词浏览（Subject Terms） 、索引浏览（Indexes）、等辅助检索工具 



 

 

 



 

基本检索 

基本检索是在篇名、作者、主题词、文摘中进行检索 可做如下扩展  

–全文检索（在文章全文中进行检索）  

–逻辑“与”运算（如有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检索词，自动进行“与”—and

的运算）  

–检索相关词 

还可做如下限定  

–全文限定（有全文）  

–参考文献限定（有参考文献）  

–学术性期刊限定（专家评定的期刊）  

–出版日期限定（可选择一个时间段）  



–出版物名称限定（在特定出版物中进行检索）  

–出版物类型限定（期刊论文、报纸、图书、其它文献）  

–页数限定（文章最多不超过多少页）  

–带图像的文章（所有、PDF 格式、文本附图 

限定检索结果。可以在如下的选项中进行选择：有全文、有参考文献、专

家评定的期刊、出版日期、在特定出版物中检索、出版物类型、文献最多

不超过多少页、是否附图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可以检索所有的字段，可以使用布尔逻辑运算符确定检索

词之间的关系。检索结果比基本检索更为精确  

•还可以扩展检索范围和对检索结果做限定  

•可以保存检索策略、回顾检索历史、组配检索、进行电子通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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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检

尔逻辑

检索字

•检索

更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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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逻

检索字

 

见“个性化服务”部分） 
索词/词组，选择合适的检索字段，使用布

算符确定检索词间的关系，点击执行检索。

 

 
限定检索结果 
（同基本检索）
扩展检索范围（同基本检索）

段和检索运算符 

过程中，合理地使用检索字段和检索运算符，可以使检索结果

确 。如  

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U “Chris, Eyre” 

，TI、AU 为字段代码，分别代表题名字段、著者字段；and 为

辑运算符 

段代码表 



字段代码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名称 

AB Abstract IS ISSN 

AU Author PS Reviews & Products 

CO Company Entity SO Journal Name 

DN DUNS Number SU Subject Terms 

GE Geographic Terms TI Title 

KW Key Word TK Ticker Symbol 

IB ISBN TX All Text 

IC NAICS Code or 

Description（Codes and 

headings for NAICS 

industry information）

PE People（People as 

subjects within the 

record's content） 

检索算符 

•EBSCO 的检索运算符包括布尔逻辑运算符和和系统专用的检索算

符（如位置算符、截词符等）  

–布尔逻辑运算符定义了词或词组之间的关系  

–位置算符限定检索词之间可包含其它词的数量  

–通配符可扩展检索范围 

逻辑运算符 

 

 

符号 作用 



AND 检索出的记录包括由 and 分开的所有词 

OR 检索出的记录包括由 or 分开的任意一个词 

NOT 缩小检索，检索出的记录不包括 not 后的词 

（） 当构建布尔逻辑检索式时，可用括号对检索词或短语进行

分组，并表明词之间的关系。  

例如：(dog or cat) and (show or parade)  

位置算符

使用 作用 

Wn 表示检索词之间可以包含其它词，两检索词间距小于“n”

个词，检索词的顺序与输入时相同  

例如：用(women) W5 (violence) 检索，命中记录包括

women 和 violence，两词之间不得多于 5 个词，前后位置

与输入时相同 

Nn 两检索词间距小于“n”个词，前后位置任意  

例如：用 women N9 violence 检索，命中记录包括 women

和 violence，两个词顺序任意，其间最多可出现 9 个词 

“” 用英文双引号将几个检索词括起来作为词组检索  

例如：用“life stage transitions”检索，命中记录包括这三个

词，词间彼此紧密相连，并且三个词的顺序与输入时相同

通配符

使用 作用 

* 右截词符，放在词尾，代表零个或若干个字符，包括一个根



词的所有形式。例如：用 patent*，可以检索到 patent，patents，

patentable，patented 等 

? 单字符通配符，放在词的中间或词尾，代表一个字符。？代

表一个字符；?? 代表两个字符；??? 代表三个字符，以此类

推。例如：cell? 可检索到 cells 和 cello，但不能检索到 

注释 当查找有相同根词词的单数和复数形式时，例如 cell，用截词

符可能检索到许多不相关的词，而用通配符可能检索到太少

的词。在这种情况下，不应使用通配符，而应使用 OR 来组

合您要检索的词的多种形式，例如：cell or cells 

检索结果 

•EBSCO 对检索结果的处理提供结果浏览、标记记录等功能  

•还可对检索结果进行保存、打印、或通过 E-mail 发送到用户的邮箱  

•对于部分 EBSCO 不提供全文的文献，提供国内馆藏目录查询、本馆

订购的其它数据库中收藏的电子期刊全文 



结果浏览区。在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中，用
American history 检索命中的记录是 31361 条 

查看该记录的详细题录信息 

记录的详细题录 
查看全文
 

打印、发送 E-mail、保存当

前记录 
文章摘要
查看该期刊各卷、期内容
查找该作者撰写的其它文章
 



标记记录 

•可以对每条记录作标记  

•可以删除做过标记的记录  

•对标记过的记录可以进行显示、打印、及存盘 

点击“Add“按钮可以标记

该界面上所有的记录 

检索结果的输出 

•标记过的记录才能输出  

•输出方式可以保存在磁盘上、
点击“Add“按钮标记该界面上所有或

需要的记录，点击“查看文件夹”  或
“文件夹”查看标记过的记录 
 

通过 E-mail 发送或直接打印 



标记过的记录才可以输出

（打印、发送 E-mail、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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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服务 

EBSCOhost 提供保存检索策略、调用保存好的检索策略、组合检索、

子通告等服务 
立个人帐户  

使用个性化服务前需要先建立个人帐户  

已注册用户要进行登录 



若要更改个人帐户信

户名和密码，然后点

保存检索策略  

•可以保存当前的

•可以将当前的检

•只有高级检索的

， 
新用户须先注

册一个个人帐
息，先输入用

击此按钮 

检索策略，供下一次检索

索策略与以前保存的检索

检索策略会出现在检索历
若忘记用户名/密码，

可以重新设置 
已注册用户，在输入框内输

入用户名和密码，点登录 
 

时直接调用  

策略组合起来进行检索  

史窗口 



 

检索策略可以被保存，以便下一次检索时

直接调用或用于电子通告服务 

 

保存的检索策略类型：

长期有效；  
24 小时内有效 
快讯 

要保存的检索策略

输入检索策略名称及其描述信息 



电子通告服务  

•可以将有用的检索策略/电子期刊保存成用于系统电子通告服务:  

    Save Alerts/Journal Alert  

•系统在进行数据更新时，将自动执行保存的检索策略/电子期刊，并

将符合检索策略的最新文献/期刊目次输出到用户指定的 E-mail 帐号

中 

在“出版物浏览”途径中找到需要

保存为电子通告服务。具体设置
发送频率： 

一个月/一天/两周/一周一次
 

电子通告服务的

各项设置 

的期刊后，点击“期刊快报”将该期刊

与电子通告服务相同。 


	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