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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备注：姓名+学号

−此讲座学时为创新创业与科技活动类学时！
请大家进入会议室后及时更改会议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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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S发现系统——学术论文参考资源一站式获取

EBSCO产品培训师 胡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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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发现服务的介绍及研究问题的案例演示

第二部分：上机操作演示 Demonstration

➢ 如何查找学术文章全文？Find full text articles

➢ 如何查找学术期刊全文？Find  full text journals &Create Alerts

➢ 如何创建个人文件夹？Create My EBSCOhost Folders

第三部分：EBSCO专题数据库检索

第四部分：EBSCO手机App下载与使用

第五部分：在线帮助及参与网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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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检索助您快速, 简便地获取图
书馆的所有全文资源

(包括电子和纸本馆藏) 

以及……
您的图书馆馆藏目录 & 

机构知识库

• 杂志

• 期刊

• 报纸

• 电子书

• 有声书

•纸本书

•图片

•音频

•视频



强大的
相关性 排序
结合主题索引的精确度/准确性

进行完整的全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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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没有学过任何英文论文搜索技巧，你怎么检索关于

这个主题的文献？

论文主题：
在病人经历过腹部手术后，是否有证据可以比较有嚼口香糖与
未嚼口香糖对于术后肠阻塞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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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主题：

嚼口香糖对腹部手术后的病人是否有减少术后肠阻塞的作用
1. 摘取关键实词，用AND 连接各个关键词

嚼口香糖AND腹部手术AND病人AND术后肠阻塞

2. 分析关键实词，中译英的时候注意近义词，同义词

腹部手术AND病人： abdominal surgery OR surgery OR postoperative OR                      

recovery

3. 运用英文检索技巧，截词符，通配符等对关键实词的变形体进行检索。比如* 

和“”的用法。

4. 针对关键词进行字段预定义，比如TI字段，SU字段。



|  discovery.ebsco.com10

检索案例：嚼口香糖对腹部手术后的病人是否有减少术后肠阻塞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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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技巧

• 截词符号(*)用于检索变形体

− satisf*可以检索到satisfy, satisfied,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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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检索到 behavior or behaviour

• 短语检索（“”）用于检索固定短语

−“abdominal surgery” 可以检索到固定格式的词组，位置顺序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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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BSCO发现服务检索，搜索的内容包含哪些数据库呢？

•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全文資料庫

• 主题范畴：多元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生物科学，环境科学，地质学，工程技术、
社会科学、心理学、教育、法律、医学、语言学、人文、信息科技、通讯传播、公
共管理、历史学、计算机科学、军事、文化、健康卫生医疗、宗教与神学、艺术、
视觉传达、表演、哲学、各国文学等等

• CINAHL Complete护理学全文数据库

• 全球英文护理专业期刊、美国护理协会、国际护理联盟组织、护理卫生科学联盟组
织及选录自生物医学 Index Medicus 中有关护理文献资料，共计约有 3,000多种期刊。

• 透过EDS探索服务平台可同时查询大学订购的所有EBSCO数据库,并搜寻到主要出版社
的文献,并可进行全文获取，同时还会自动检索贵校购买的其他外文数据库中涵盖的
全文及引文资料，如大学已购买的Springer, Wiley,BMJ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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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校外访问会提示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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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登陆后结果正常显示，可以开始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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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节

如何利用关键词查找学术文章全文?

Find full text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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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新冠肺炎相关的文献

针对新冠肺炎关键词提供百科全书的词条介绍，为您的研究提供权威背景知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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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文献有PDF全文或者HTML全文可以免费下载，该文
章无PDF或者HTML全文，请点击绿色图标“链接全文”

获取全文，链接会将您带到图书馆购买的其他数据库收
录该文章全文的页面，依旧可以看到全文。

如果文章是发表在知名索引期刊中，会有文
字标识。如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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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工具中有9种参考文献的格式，
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到文章后面的
参考文献清单中，方便同学写论
文时候管理参考文献。

文献引用和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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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9种格式无法满足需要，可选择导出工具，确认图书馆已购买的参考文
献管理工具有哪些，然后选择相对应的栏目导出.



|  discovery.ebsco.com23

文献的翻译和朗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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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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该文章有HTML格式，可以实现翻译功能，并有朗读
功能，可选择不同国家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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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检索最近一周发表的文献？

输入公式：DT 7 and keyword 可
以检索到最近7天发表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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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小节

搜索期刊，设定期刊通报

Create Alerts



www.ebsco.comwww.ebsco.com



www.ebsco.comwww.ebsco.com

用户可以按照专业学科查看学术期刊，例如
公共健康相关的期刊有384种，药学有510种，
也可以在检索框内输入刊名搜索你需要的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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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Diabetes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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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同一种期刊，发现系统提
供多种全文访问的入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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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刊物是EBSCO数据库
提供的链接，读者想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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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邮件快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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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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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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ebsco.com35



www.ebs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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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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BSCO专题数据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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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题数据库中文献检索的
层次更加丰富细致，满足读
者精确检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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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题数据库中文
献检索的字段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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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newspaper source可以查看外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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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关键词检索到对
应报纸并查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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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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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连接校园网，在检索框中输入“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进行查找，或点击“使用我的位置” （Use 
my location）定位您所在的学校。

• 您只需登录App一次。App会记住您的登录凭证，实
现自动登录。

• 单击“继续”允许应用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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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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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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us/calendar/search?showType=2&startDate=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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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bsco-chinese.zoom.us/calendar/search?showType=2&startDate=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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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访问更多信息参见http://connect.ebsco.com/

EBSCO培训师胡文婷
邮箱：chu@ebsco.com 

EBSCO官方微信 培训课程问卷

http://help.ebs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