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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检索，轻松将EBSCO外文文献收入囊中

EBSCO 产品培训师 胡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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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CO was founded by

Elton B. Stephens in 1944

• 70+ years serving 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institutions 

• EBSCO Industries is among Forbes 

Top 200 Privately Held Companies

• 5,700 employees

• 1,100+ employees outside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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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出的在线搜索服务提供商

̶ 375+ databases via EBSCOhost with 132 

million+ records

̶ 3,000+ employees in 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

• 聚合、出版、传播

̶ License content from over 90,000 publications

̶ Leading eBook distributor with over 450,000 

books available

̶ Discovery Service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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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用户

EBSCO数据库是在中国大陆地区有近600家高校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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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

书馆，浙江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均为EBSCO数据库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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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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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发现服务开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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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 数据库介绍

第二部分： 上机操作演示

第三部分：EBSCO手机APP下载与使用介绍

第四部分：支持网站&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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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数据库内容介绍

Introduction of Databas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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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类及其他特色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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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

传播与语言沟通研究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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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MC收录来源结合了美国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CommSearch数据库、美国滨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的Mass Media Articles index数据库及许多传播与语言研究相关

至研讨会论文、单行本及working paper等资源。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

持续收录期刊的焦点主题分类

• 沟通 新闻学

• 语言与语言学 修辞和话语学

• 语言学 语言病理学

• 沟通原理 沟通与传播媒体

• 媒体研究 言语沟通学



|  www.ebsco.com
13

Journal Coverage

•索引及摘要: 

−More than 670 “core” (cover-to-cover coverage完整收录) journals 

−More than 175 “priority” (selective coverage择优收录) journals. 

•全文期刊

−full text for nearly 430 journals (cover-to-cover) with 6 journals 

having full text prior to World Wa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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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Journal Coverage书籍和专著

•超过130种书籍和专著的摘要和索引

•122种书籍和专著的全文，including: 

−Conversational Skills Rating Scal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January 2007) 

−Handbook of Media &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arge Scale Assessment in Oral Communication: 

K-12 &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June 2007) 

−Reporting for Jour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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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Journal Coverage会议论文和会议记录

•会议论文–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国际传播协会）

•会议论文–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美国传播协会）

•会议记录–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ugmentative &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国际

扩大替代沟通协会）

•会议记录–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Hope Faculty Development Institute

•会议记录–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ational Doctoral Honors Seminar

•会议记录– Papers from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研究会议论文集–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ugmentative &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会议记录和会议论文全文, in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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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Plus

英美文学资源参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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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Plus

英美文学参考资源中心

• 收录跨文学学科、跨时期的数千名作家及其作品的全文信息

• 收录类型包括:

小说

宗教文学

非小说

青年文学

诗歌

儿童文学

戏剧

奇幻/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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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超过161,100首经典和当代诗歌，包括：

• “A Supermarket in California” by 

Allen Ginsberg

• “The Border: A Double Sonnet” by 

Alberto Ríos

•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by Alfred, Lord Tennyson

• “Still I Rise” by Maya Angelou

• “Red Brocade” by Naomi Shihab

Nye

•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by 

William Wordsworth

• “Up-hill” by Christina Rossetti

• “Hope is the thing with feathers” by 

Emily Dic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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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Raymond’s Run” by Toni Cade 

Bambara

• “Checkouts” by Cynthia Rylant

•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by 

James Thurber

• “The Tell-Tale Heart” by Edgar 

Allan Poe

• “A Day’s Wait” by Ernest 

Hemingway

• “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 by Flannery O’Connor

• “Mother & Daughter” by Gary Soto

• “There Will Come Soft Rains” by 

Ray Bradbury

36,800多部经典和当代短篇小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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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Pride & Prejudice by Jane Austen

• Brewster’s Millions by George Barr 

McCutcheon

• Count of Monte Cristo by 

Alexandre Dumas

• David Copperfield by Charles 

Dickens

• Dracula by Bram Stoker

• Les Misérables by Victor Hugo

• Tarzan of the Apes by Edgar Rice 

Burroughs

8,100多个经典文本，包括这些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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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The Fault in Our Stars

• The Hunger Games series

• The Maze Runner

• Me and Earl and the Dying Girl

• 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

文学批评86,000余篇，其中关于受欢迎的青少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评
论文章19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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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作者传记258,400多篇，包括：

− Viet Thanh Nguyen 阮清越

− Ada Limón 阿达利蒙

• 超过12,600个作者访谈，包括：

− Margaret Atwood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Alice Walker 爱丽丝·沃克

• 包括历史照片和肖像在内的大量图
像收藏

Zora Neale Hurston © Library of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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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Alice Walker

• Arthur Miller

• Edith Wharton

• Ernest Hemingway

• F. Scott Fitzgerald

• Flannery O’Connor

• Louise Erdrich

• The Catcher in the Rye

• The Grapes of Wrath

• 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

• Jane Eyre

• The Joy Luck Club

• The Bell Jar

• To Kill a Mockingbird

超过185卷关于经典和当代作家，作品和流派的批判性见解。作者和作
品包括：

作者: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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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内容

• AGNI

• Black Warrior Review

• Five Points

• Kenyon Review

近700种全文文学期刊和杂志，包括数千篇散文、小说和诗歌，其
中包括：

• River Teeth

• Subtropics

• W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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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内容

Elements of Literature 

Infographics 描述了流行文学
流派的组成部分，如反乌托邦、
成长纪事、神秘和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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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内容

Character Maps 可以帮助学生识
别文学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次要人
物和小人物。作为丰富多彩的图形
组织者，这些地图还显示了《呼啸
山庄》、《红字》、《鼠与人》、
《局外人》等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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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资源对比

CATEGORY

Gale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EBSCO 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Plus

Author Biographies 117,000+ 258,400+

Plot Summaries, Synopses, Work Overviews 11,200+ 36,300+

Full-Text Journals 460+ 690+

Full-Text Book Reviews 912,000+ 1,121,800+

Full-Text Poems & Short Stories 65,600+ 197,900+

Full-Text Classic Books 0 8,100+

Compared Jul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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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友好的搜索界面

•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我们全天候提供通过台式机、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专用的移动友好界面

• Simple search box for keyword, author and title searching简单
搜索框一键搜索关键字、作者和标题

• 自动完成和拼写检查以确保应用正确的搜索词

• 易于浏览的研究热门作者和作品的分类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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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学生课程支持

HTML文章提供智能朗读，以帮助有阅读障碍的读者、听
觉学习者、视力受损的学生以及那些仍在提高英语语言能
力的学生

研究指南

文学词汇表

引用帮助

嵌入谷歌云盘，方便存取与分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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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学生课程支持

Interactive study guides 互动学习指南帮助学生探索美英作家的小说和戏剧，
了解作家使用的不同体裁和各种技巧的特点。提供学习指南：

• Animal Farm

• Romeo and Juliet

• Hamlet

• Macbeth

•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 Lord of the Flies

• The Catcher in the Rye

• The Great Gatsby

• “Irony, Parody, and Satire”

•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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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老师的课程支持

• 教案

• 文学情境系列导论帮助教师通过文
学作品引导学生

• 谷歌课堂整合，让使用谷歌教育应
用程序的教育工作者能够快速与学
生分享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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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Standards Module

This tool helps teachers in the U.S. and Canada correlate EBSCO content quickly and easily to 

Common Core, state or provincial curriculum standards. Teachers can browse specific 

benchmarks, many of which have recommended search strings for successful content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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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a Klausner, Head Librarian

Montgomery Bell Academy

• “The expanded content in 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Plus 

means that our students have what they need right at their 

fingertips: biographical essays, literary criticism, and very 

likely full text of the writer’s novels. Students may filter 

results with ease, and the included citations are a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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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Plus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Plus

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Plus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Plus

Related Products

Poetry & Short Story 

Reference Center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with Full Text

Play Index Short Stor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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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paper Source 报纸全文库

• CBS News, CNN, CNN International, FOX News, NPR

• 60多种国家（美国）和国际报纸全文

• 300多种地区（美国）报纸全文

报纸全文库提供数百家美国国内地区、国际报纸全文内容。此外，它还提供来自各大网络的电视和广播
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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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检索

➢ 检索结果筛选及查看

➢ 新建文件夹

➢ 出版物检索&设置期刊提醒

➢ 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使用技巧

第二部分： 上机操作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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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



|  www.ebsco.com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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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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案例：关键词提取和分析

• AND 用于缩小检索范围，类似于“交集”概念

• 第二语言习得and 方法and 研究

会检索到的结果中包含所有以上关键词的文献。

• OR 用于扩大检索范围，类似于“并集”概念

• strategy or technique 会检索的结果中或者包含strategy ，或
者包含technique

论文主题：第二语言习得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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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限制条件进一步缩小范围，获得精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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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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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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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筛选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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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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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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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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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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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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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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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with Full Text

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国际书目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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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修辞与写作

文学

民俗学

语言学

电影学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国际书目数据库）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
出版物和多学科的详细参考书目信息，包括这些学科的大学教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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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美国
现代语言学会
国际书目
数据库）
包括：

20世纪早期
至现在的学术记录

280多万笔
详细参考书目
引文记录, 包括

6,000 多种期刊和丛书

由MLA 专业学者
和员工编写的
专家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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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美国
现代语言学会
国际书目
数据库）
包括：：

MLA Thesaurus

（主题词表）：
现包含

68,000 多条学术词汇和
520,000 多种名称MLA Directory 

of Periodicals 

（期刊目录）：
拥有在书目涵盖范围内
出版的期刊与丛书

的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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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主题分类索引

• 材料由MLA学科专家和特约学者编制索引

• 高级主题词把出版物放在它所涵盖的一般主题领域内

额外的学术词汇确定讨论的具体主题，包括:

− 体裁

− 语言

− 个人名称

− 来源

− 风格和结构特点

− 主题

− 理论

− 作品标题

− 其他相关话题



|  www.ebsco.com78

• 该项目由现代语言协会和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联合发起

• 该品类最全面的参考书目数据库

由学者为学者创造

• 可通过EBSCOhost 和 EBSCO 

Discovery Service访问

现推出全文版本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with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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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值全文资源，包含超过1,000种
MLA Bibliography中索引的期刊

全文专辑：

超过1,000 种期刊

全球MLA Bibliography最常用
300种期刊中的167种期刊全文

超过45种全文期刊过刊，可追溯至第一期

50 多个国家出版的期刊全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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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with Full 

Text中63% 的全文期刊在EBSCO 其他数据
库中无法获取全文



|  www.ebsco.com81

语言和语言学全文期刊

这些资源是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中最常用的期刊，
在EBSCO 其他数据库中无法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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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语言学全文期刊

这些资源是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中最常用的期刊，
在EBSCO 其他数据库中无法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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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全文期刊

这些资源是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中最常用的期刊，
在EBSCO 其他数据库中无法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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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全文期刊

这些资源是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中最常用的期刊，
在EBSCO 其他数据库中无法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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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全文期刊

这些资源是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中最常用的期刊，
在EBSCO 其他数据库中无法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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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全文期刊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这些资源是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中最常用的期刊，
在EBSCO 其他数据库中无法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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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使用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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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进入检索
博学作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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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规则，先输入作
者姓，再输入其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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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
者，点击查看详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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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与
其相关的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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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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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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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文学作品



www.ebsco.comwww.ebsco.com

输入输入作品
名称，点击浏
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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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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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目录内
容，可快速
了解该文学
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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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浏览作品、词汇表、百
科全书、辞典、图片、索
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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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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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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 Mobile App

Allow users to conduct their search and

research process wherever they are, allowing

progress to be made anytime, anywhere,

and with seamless integration between their

desktop and mobile devices.

Find and connect to your library, then 

simply search, choose, and use your 

library’s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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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动登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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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页面要求使用账密进行登录（可更
改为读者账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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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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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课程问卷

http://help.ebs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