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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67年，来自百强之一Bradford University ，致力于
管理学、图情学、工程学及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出版和支持

-全球超过4500家用户，其中：
-世界TOP100商学院均有Emerald作者并使用Emerald资源
-58%全球五百强企业用户
-年下载量超过25,000,000
-中国近300高校及公图用户

特点：国际化、独立化、细分化

About Emerald



Emerald出版资源概览

同行评审期刊

电子系列丛书

新兴市场案例集



 276种 管理学领域出版期刊数量最多的出版社之一

 涵盖24个学科领域

—管理学5大二级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 工商管理 公共管理

企业管理 农林经济管理

—其他交叉学科和泛管理领域的期刊

经济管理

市场营销

教育管理

战略管理

质量管理

企业与革新

学习与发展

国际商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信息与知识管理

旅游管理

行业与公营部门管理

管理科学与研究

商业道德与法律

运营与物流管理

建筑环境

绩效管理与评估

会计与金融

组织研究

区域管理研究

图书馆与信息研究

健康护理与社会关怀

Emerald 经济管理学期刊



Emerald 与中国

•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中国农业经济评论》 SSCI

•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中国管理研究》 SSCI

• Nankai Business Review International
《南开管理评论》

• China Fina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中国金融评论》

• Journal of Chine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中国人力资源管理》
•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Foreign 

Trade Studies
《中国经济与外贸研究》



Emerald 图书馆学期刊

• Collection Building                               《馆藏建设》

• Library Hi Tech 《图书馆高新技术》

• The Electronic Library                           《电子图书馆》

• Interlending and Document Supply      《馆际互借与文献供应》

30+, 12种ISI收录



Emerald 平台

www.emeraldinsight.com
Emerald资源使用平台

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
Emerald出版信息平台



平台登录方式



本周热点文章

本周免费期刊

注册个人账号，
使用个性化服务
登陆后显示个人用户名

为不同人群设立的辅助资源

检索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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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夹功能-Marked List

资料类型分类

添加备注：评论、关键字、标签

可将收藏的内容进行如下操作：
1 发给好友
2 导入引文软件
3 跟踪引用量



保存检索条件-Saved Seareches

根据检索时间和提醒频率排序

创建新检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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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匹配码；
机构外使用移动设备登陆个人账户后
输入匹配码即可同样访问机构订购资源。



移动设备访问-方式2

在移动设备中输入：
www.emeraldinsight.
com

在My Account中用自
己的账号密码登陆

在Pair Device中输入
电脑端获取的Pairing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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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Ps: 在使用Emerald平台上遇到任何问题随时联系

邮箱：service@emeraldinsight.com.cn
QQ:    2565962796
电话：010-82306438

mailto:service@emeraldinsigh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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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引文软件
 跟踪引用量

标示



检索结果分类
出版时间

出版刊物

学科

类型

21



添加检索项-进行二次检索

添加检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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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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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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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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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ing Zone—教学园地

书评

名人访谈录

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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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期刊投稿交流
-以Emerald为例

Emerald

专业出版社



• 不严格遵守投稿指南，如字数超限等

Solution：仔细阅读每本期刊的Author Guideline

• 论文内容与期刊内容方向不符

Solution：投稿前先将摘要发给期刊主编，如方向不符，另择期刊投稿

• 英语语法、词句错误较多

Solution：寻求合作作者或专业的第三方做proofreading

• 文章缺乏创新性，有不恰当引用（plagiarism)现象

Solution： 论文完成后，在turn it in等专业检测论文相似度的网站检测

中国作者常见现象



论文准备-以Emerald为例

1、选定目标期刊：www.emeraldinsight.com

2、浏览期刊主页: www.emeraldpublishing.com

选题范围(Coverage)
作者指南(Author Guidelines)
范文(Sample Articles)

关键词检索/同行推荐/学科检索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http://www.emeraldpublishing.com/


• Title

• Abstract

• Introduction

• Literature Review

• Methodology

• Findings

• Conclusions

• References

3.文稿准备



文稿准备 —— Title

长度 ≤ 20 words

描述/简洁
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Spain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76 and 1990

具体

“New Techniques in Carbon Materials” 

“(The) Use of Optical Microscopic Techniques in 
Characterizing New Carbon Materials”

最少的单词，表达最充分的意思标题



摘要：Emerald采用结构性摘要

行文中用醒目的字体(黑体、全部大写、或斜体)；直接标出目的、方法、

结果、结论等以便于读者了解论文的内容

文稿准备 —— Abstract



• ≤ 250单词

• 文章内容 + 研究目的

• 关键结论

• 不要涉及太多的研究细节

论文的微缩模型：做了什么，得到了哪些重要结果

文稿准备 —— Abstract



文稿准备 —— Keywords

• 数量：4-6个

• 选择方向：主题相关

细分学科

研究方法

重要特征

Notes：避免过于专业的术语

避免尚未广泛接受的缩写

避免完全重复摘要、标题



 论文类型：7种 （见右图）
 正文：字数限制

论文结构

 参考文献:

文献准备-以Emerald 投稿为例

案例
研究

文献
综述型

观点型
论文

一般

评论

技术型
论文

研究型
论文

概念型
论文

Paper Type

Harvard style:哈佛格式，作者在正文中用

圆括号注出所引用文献的作者和出版年，在文
后参考文献列表中提供所引文献的详细信息，
参考文献列表以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序。

MLA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制定的论文
指导格式，一般偏重应用于人文科学领域。

APA(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心理学会 所发行的出版手

册规定的格式要求，一般应用于心理学，教育
学等。



• Harvard style: 哈佛格式，作者在正文中用圆括号注出所引用文献的作

者和出版年，在文后参考文献列表中提供所引文献的详细信息，参考文

献列表以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序。

参考文献：数量、时间、质量

A

Z

文献准备 —— Reference



• 论文正文：不包含任何作者信息的

• 文章标题页 (Article title page)：作者简介、摘要、论文题目等信息

• Covering letter 建议随附上，包含有效信息：

a. 陈述向这本期刊投稿的原因

b. 文章与众不同之处 （期刊范围）

4.论文提交 —— Covering Letter

I am submitting this article to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You will see that it deals with public library 
management, which I appreciate is outside JDoc's
normal scope. However, it focuses on the novel 
application of a theoretical model to the topic, and 
hence I think it is appropriate for JDoc.



论文提交- 在线提交系统ScholarOne

5、正确投稿方式— Author Guidelines
ScholarOne 在线提交系统



• Author Guideline：ScholarOne

• 评审状态示例

论文提交—— Online Submission



Revision Notes

Better grounding of the problem. 
Parts of the front-end of the paper 
read like a tutorial-like introduction of 
action research. In a rewrite,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I would like to see 
instead.

I would expect a clearer attempt to 
establish the research-practice gap 
as an intellectual challenge. This is 
the main theme of the paper and it 
would therefore be useful to 
substantiate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gap beyond the surface level.

Next comment

You imply that you do not wish to see a tutorial to 
CAR (even though one reviewer thinks that this is 
needed since some sections of the MISQ 
readership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CAR). We 
concur with you and have removed the tutorial 
aspects. The front end of the paper (pages 2-5) has 
been revised in order to outline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we focused on.

We agree that the research-practice gap needs to 
be positioned clearly as an intellectual challenge 
(as highlighted on page 3). We have now 
deliberately positioned the paper in this way with 
the challenge manifested in the action-research 
dichotomy, where either action or research tends to 
be the focus of action research projects (as 
explained on page 3). We also substantiate our 
arguments better in the broader CAR literature (as 
detailed from pages 5-14). 
Next response

Ref #   Reviewer Comment Author Response

国际期刊投稿 —— Revision



审稿及成功发表 - 论文审稿流程

审稿方式：两轮同行双盲评审

审稿周期：

从提交到收到初次反馈;3~3.5个月

发表周期3个月~1年不等

审稿结果：

拒绝— 选题问题，改投其他期刊

修改—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意见不同之处积极

与主编沟通

再次提交：修改时间Deadline，随附Revision Notes



• 无版面费、无审稿费

• 先向主编提供大纲或摘要

• 英语语言非常重要，可以提交第三方评审

• 获取文中非原创文字、图标或图片及公开网站信息的相关版权许可

• 表格需要单独文档提交

供作者参考其他资源
(www.emeraldinsight.com)

作者专栏 学者园地

Tips



学术英语：英语学术写作的语言特点

Formal 正式

• 避免使用俚语
cool

• 避免缩写
don’t  
does not

• 避免动词词组
look into 
investigate

Objective 客观

•非个人的

•被动

•第三人称

• It has been       
claimed that…

Concise 简洁

• 简单

• 清楚

• few in number    
few           

Variety 多样

• 重要的
important  
key, crucial, 
critical, vital

• 不可缺少
indispensable

• 至关重要/不

可避免/必要
Imperative：



国内学术支持

 国际论文发表指导

 语言润色及编校服务

 Emerald国际学术交流及基金申请

 创立新刊、专刊，图书出版

 会议论文集出版

Emerald出版关系主管-杨柳

Tel：010-82250912

pub3@emeraldinsight.com.cn



Emerald国际学术交流及基金申请

与AACSB(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EFMD(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 IACMR(中
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合作推动国际学术交流
Emerald学术基金：
优秀博士论文奖
新兴市场教学案例写作基金奖
中国地区管理学研究基金奖
图书馆学研究基金奖



Emerald中国地区图情学研究基金奖

 开始时间：每年9月份

 申请要求：- 项目成员中至少有一名是常驻中国的中国 公民

- 申请项目为准备开始或正在进行的项目

 在线提交材料：2,000字的项目概要（中英文皆可）

 研究目的和意图（Purpose and Intent）

 社会有益性（Benefits）

 创新性（Originality and Innovation）

 方法论（Methodology）

 研究过程（Research Process）

 预期研究结果或影响（Expected Outcomes）等

 奖励： - 奖金+证书+研究成果推荐

- 优胜奖1名 高度赞扬奖3-4名



Emerald/IACMR管理学基金奖

• 开始日期：每年5月份左右

• 申请要求：

− 研究项目组主要成员必须是常驻中国的公民

− 正在进行的项目

− 以前未申请过该奖项的学者

在线提交材料

• 附信（Covering Letter）：参与者姓名、联系方式、项目名称等

• 项目建议书（Proposal）：2,000英文单词，目标、结果、效益、预算等

奖励：奖金+证书+CMS期刊访问权+IACMR会员一年

优胜奖1名
高度赞扬奖1-2名



Emerald 优秀博士论文奖

 开始时间：每年4月份

 奖项介绍：与EFMD(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合作设立；

Emerald出版社12个领域的12本期刊，参与组织此奖项；

 在线提交材料
 不超过1, 000单词的研究概要

 详细说明函(Covering Letter): 描述被该奖项考虑的因素、

发表的研究成果、其它相关信息等

 来自导师或资深教师的推荐信

 奖励：奖金+证书+研究成果推荐发表

优胜奖1名
高度赞扬奖2-3名



Thanks！
更多资讯，请关注：

Emerald公众微信为您提供：
Emerald各学术基金项目细则/申请提醒
Emerald学术热点信息
Emerald最新资讯、活动
热点期刊文章推荐

期待您的关注！！！



www.emeraldinsight.com Research you can use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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