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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类文献型数据库简介



 EconLit（ProQuest平台）

–美国经济学会出版，部分全文，1886--

–收录：book，dissertation，journal，workingpaper

 ABI/Inform Colletion（ProQuest平台）

–学术期刊、行业研究报告、报纸、公司信息、案例、
研究手稿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EBSCO)

–部分全文，1965--，包括：经济学、金融、国际商
务、管理等

经济管理类文献型数据库简介（一）



 Gale Business Insights: Global（Gale）

收录全球50万家公司信息、SWOT报告、行业报告、
市场研究报告、经济和商业指标的比较图表，国家
经济报告、商业的案例研究、商界管理人士的视频
访谈、万余种商业期刊、杂志和报纸等

 Business Market Research Collection （ProQuest）

包含Hoover’s Company Profiles、OxResearch、
Snapshots Series三个数据库中的公司、行业及地缘
政治宏观市场研究方面的信息， 1984-今

经济管理类文献型数据库简介（一）



 NB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

 EconPapers

https://econpapers.repec.org/

 皮书数据库

 国研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图订购）

http://lib.tsinghua.edu.cn/database/nlc.htm

经济管理类文献型数据库简介（二）

http://www.nber.org/
https://econpapers.repec.org/
http://lib.tsinghua.edu.cn/database/nlc.htm


检索方法与技巧——预备知识



 四种常用检索算符：

逻辑算符、位置算符、截词符、通配符。

检索方法与技巧——预备知识



 逻辑算符的执行顺序：NOT、AND、OR

 改变逻辑算符的顺序：（）

检索方法与技巧——预备知识



位置算符（proximity operator）

 作用：改进“AND”运算符的不足之处。

 注意：在不同数据库中，位置算符的符号和含义有
所不同，使用前最好查阅数据库的在线用户手册或
帮助页面的相关介绍。

检索方法与技巧——预备知识



位置算符

 ""（西文引号）表示词间不能插词，词序不能颠倒，
即实现固定词组检索。

 例如，"stem cell"，只有stem cell满足

检索方法与技巧——预备知识



 核心概念（检索词）提取：

分析课题，找出研究对象、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
对研究对象的限定等概念

把这些概念按照顺序排序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

概念1、概念2、概念3……

分析课题、提炼重要概念（检索词）



 分析核心概念（检索词）：找出缩略词、同义词、近义词、
相关词（包含大概念中的小/子概念）

 选择方法：

通过专业知识
通过（专业）字典/词典查找
通过试检法（也叫滚雪球法）
词语聚类（词云）
关注综述文献

 选择原则：

 选择专业的、通用的、专指的、有代表性的词
 避免使用含义模糊的、一词多义的检索词

确定检索词



CNKI词语聚类



万方数据库的词语聚类



SCOPUS—Sival的词语聚类



 检索式编写（检索词确定后）

用逻辑算符表示词间关系（and、or、not）

用位置算符表示词间位置

用截词符表示各种词尾、词头变化

检索方法与技巧——预备知识小结



 针对内容检索的一般检索式：

（概念1 or 同义词 or 同义词……）and（概念2 or 同义词
or 同义词……）and 概念3 and ……

 检索字段的检索范围大小

题名、关键词、主题 /叙词

大

每一个数据库略有不同，需要具体研究

在一个检索式里，可以用不同的字段组合检索

检索方法与技巧——预备知识小结



检索方法与技巧



检索方法与技巧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EBSCO 平台）

WOS EBSCO

逻辑运算符的运算顺序 not, and, or not, and, or

位置符、通配符、截词符 Near/5、same；？；* near(N5)、with(W)；？；
*

检索字段的标识符 TI、TS、WC（大写） TI、SU、AB、KW、TX（大
写）

主题词检索范围 TS，包含题名、关键词、
文摘

SU，包含题名、作者提供
的关键词、叙词表



检索方法与技巧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EBSCO 平台）



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

NAICS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HELP（帮助）/EBSCO

 1997年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制定的、为划分和统
计北美地区各种商业活动的一种行业分类系统

SIC（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简称 SIC 
Code)
美国1937年制定的行业分类系统：美国标准行业分类

用途：从行业途径入手查找北美地区相关行业



知识延伸

中国的行业分类

 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

中国行业分类
（国标）
被称为

China-SIC



 什么是DUNS编码？

 什么是GICS

 什么是HS代码？

知识延伸



 构建检索式：

 TS=(“Internet media" or  Google or Twitter or 
wechart or FACEBOOK or instagram or weibo) and 
TS=("big data" or algorithm* or "Data min*" or 
"Machine learning" or AI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BSCO—案例



EBSCO—案例



EBSCO—案例



EBSCO—案例



检索方法与技巧
——ABI/INFORM Collection（ProQuest平台）

总计资料9167件，
学术期刊、商业期
刊和杂志合计6122种



检索方法与技巧
——ABI/INFORM Collection（ProQuest平台）











检索方法与技巧
——Econlit（ProQuest平台）



检索方法与技巧
——Econlit（ProQuest平台）



检索方法与技巧
——Econlit（ProQuest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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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终端：朝阳私募、私募通（3000多万家公司信息）、
Wind（10万）、东方财富、同花顺

 主要是上市公司的数据：CSCMAR、CCER、CNRDS中国研究
数据平台

 企业数据库（上市、非上市公司）：锐思、CVSource
（中投旗下，640多万家公司信息）、中国微观经济查询
系统（规模以上企业，2014，30-50万数据）

企业数据查询



公司 CMO/CBO高管信息

是否有CMO/CBO

职位

教育背景 专业经历是否

有销售/品牌经

历
学历 学历源于国内

/国外

学历是否跟商

科相关

案例







1：高校工作，

2：科研机构工
作，

3：其他研究单
位工作，

4：无学术研究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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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数据库

 经济类专题数据库

 报告数据库、学位论文数据库等



 WEB of SCIENCE （ SSCI ）——JCR——ESI

 Scopus——Scival

 CNKI中国期刊网——期刊引文数据库

 CSCD、CSSCI

综合数据库



 中国学位论文文摘库（万方平台）

 PQDT国外学位论文库（ProQuest平台）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

 CNKI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库

 CALIS学位论文中心服务系统

 清华大学学位论文服务系统

 清华大学——学生优秀作品数据库

学位论文数据库



欢迎提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