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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 Overview

• 1967年，英国University of Bradford的50名学者创立

• 学科主要涉及管理学、图情学、工程学等

• Emerald 是世界主要的学术出版社之一

• Emerald 的客户与作者群均遍布全球，

-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全部前200名的高校，

-FT金融时报全部前百名的商学院

• 出版300+学术期刊，4000+图书，2000+案例



Emerald 
Resources



Emerald Resources



期刊总览
Over 50 years of inspiring changemakers with mission-l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10



管理学期刊

50 年前， Emerald 出版发行 了我们的第一本期刊

Management Decision；现在，我们的管理学合集已

经发展壮大到200余本，我们持续出版高质量的管

理学学术文章，推动学界发展，给社会带来更深远

的影响。

Emerald管理学期刊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管理学期刊

合集之一，不仅基于传统管理学研究，为现实产业

提供最新管理视角，更是引入应对当今社会问题，

如环境变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国际争端等的最新

视角，积极探讨解决办法与策略。



Our Journals – MAN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2020IF: 11.768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020IF: 9.012 

280本期刊

2022年预计出版

1W+篇文章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products/management-ejournal-portfolio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journal/josm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journal/scm


Our Journals – MAN  

Management Decision

2020IF: 4.957

Management 
Decision
是Emerald出版的第
一本期刊，是
Emerald出版时间最
长的管理学期刊之
一。2021年本刊已
经出版了61年，持
续关注商业领导、
企业责任、商业可
持续发展、社会创
新以及创业等领域，
致力于在管理学领
域给我们的读者带
来新的启发。

Internet Research

2020IF: 6.773

Internet 
Research
英国计算机科学Sir 
Tim Berners-Lee发
明“万维网”
（World Wide Web）
一词的文章，就首
次发表在本刊上。
直到今天，本刊一
直出版网络技术领
域的最前沿研究，
包括社交媒体、电
子政府管理、网络
分析、智能手机程
序等各个领域。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products/management-ejournal-portfolio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journal/md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journal/intr


Our Journals – MAN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2020IF: 4.117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是会计/审计领域的
“支柱”期刊，同
时关注社会经济学、
产业环境、政治环
境等领域。
本刊欢迎多样性的
研究方法，读者可
以阅读到非常实践
性的专题专刊，来
了解真实的会计世
界。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20IF: 4.647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已出版超50年，本
刊已经成为了市场
营销领域的领军期
刊——本刊每年下
载量均超75万次。
下载量最高的领域
有：名人效应利用、
电子营销、品牌定
位战略、品牌社区
效应等等。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products/management-ejournal-portfolio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journal/aaaj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journal/ejm


Our Journals – MAN  Culture Industry

Journal ISSN

Arts and the Market 2056-4945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1747-1117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44-126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752-6666

Cross Cultural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59-5794

Equality,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40-7149

Society and Business Review 1746-5680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0309-0566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1469-1930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Marketing 1755-750X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products/management-ejournal-portfolio


工程学、

计算机、

科技类

期刊



Our Journals – ECT  

64本期刊

2022年预计出版4000+篇文章

Emerald的ECT期刊与工程学术产出、计算机前沿科技

保持步调一致，保证理论科学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

我们出版领域内的先进研究，帮助在全世界面临的如

环境、工业、创新、基础建设、可持续发展等挑战的

问题上探索解决办法。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explore-our-content/journals/discover-our-ejournal-collections#portfoli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merical 

Methods for Heat & 

Fluid Flow

2020IF: 4.17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20IF: 7.547

Rapid Prototyping 

Journal

2020IF: 3.095

Grey System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2020IF: 3.321

Our Journals – ECT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journal/hff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journal/jmtm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journal/rpj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journal/gs
https://www.emeraldgrouppublishing.com/products/engineering-computing-technology-ejournal-portfolio


Emerald 开放获取期刊
Full access to open research worldwide – 60 journ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e Change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sian Association of Open Universities Journal

European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conomics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IS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slamic Finance

Journal of Capital Market Studies

International Hospitality Review

中国地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wd Science

Journal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s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Marin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orestry Economics Review

Journal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Modern Supply Chain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Smart and Resilient Transportation



Emerald 全文期刊回溯库

• 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正式引进全国在线

• 免费申请使用

• 近180种期刊，11万篇文章

• 所有期刊从第一卷第一期开始，最早可回

溯至1898年

Preserving over 100 years of management research online



图书总览

• 4000+册图书，包含系列书、专著等

• 近20个学科，如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200+个主题领域

• 2020年度The British Book Awards学术教育专业领域最佳出版社

High quality, cutting-edge research across a range of subjects



案例总览
Authentic business scenarios for the classroom

新兴市场案例集

1000+案例，

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国家

包含案例和教学注释

案例期刊

近300案例

欧洲、亚洲、北美、南美

美国案例协会官方期刊

商学院授权案例

800+案例

达顿商学院、凯洛格商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美国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



How to 
Use 
EmeraldInsight



在授权IP范围内登陆
Emerald主页，获得机构
订购资源的访问权限

注册
登录

辅助资源

资源检索



Emerald Insight 主要功能

在使用Emerald平台上遇到任何问题随时联系

Email: service@emeraldinsight.com.cn

QQ: 2565962796

Tel: 010-82250212



检索-Search

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 – Advanced Search

支持布尔
逻辑运算

选择检索词
出现的范围

点击添加检索项，可添加至10个

出版时间

权限范围

资源类型



检索结果

根据相关性与
时间顺序排序

二次筛选：

权限、发表时
间、资源类型

资源类型 权限

查看
下载
PDF



检索结果
作者在Emerald出版的所有文章

完整摘要 文章信息

关键词，可直接点击检索



文章所在期刊

点击文章各部分
进行跳读

查看、下载PDF

期刊编委

投稿指南



导出引文，导入EndNote、Mendeley等文献管理软件

点击文献，查看详情



·

浏览-Explore





辅助资源

For Authors
作者指南、征稿信息

For Librarians
MARC数据、客户支持

For Editors
期刊运营、宣传推广

For Researchers
论文写作指南、研究技巧

For Reviewers
同行评审流程、成为审稿人

Publishing Services
期刊、图书、案例出版合作



注册账号

① 点击右上角 Register 注册，填写姓名、邮箱等信息

② 完成上一步填写注册之后，邮箱会收到一封激活邮件，点击Login

1
2



登录

密码设置完成后，直接跳转登陆状态，显示您的账户和机构名称



Emerald远程访问

平台支持用户在机构IP范围外访问机构订购
的Emerald资源。请用户发送信息（如下）
至service@emeraldinsight.com.cn，
获取机构码Organisation Access Number
（OAN）

机构名称

学院

姓名

邮箱

电话

职称

登陆Emerald个人账户，进入Profile，添加获
得的机构码OAN



Publishing 
Impactful 
Articles



国际发文的那些事……

• 每年学术界新增22.5万科研人员

• 45%的文章，还未经主编(Editor-in-Chief, EiC)之手就惨遭拒稿;

• 真正到达主编处的55%的文章中，有30%-50%的文章也难逃被desk reject的命运，这些

文章都还没能抵达同行评审这一步

• 60%的发表在高影响力期刊上的文章，并没能帮助期刊进一步获得高引用和影响力



主编拒稿的主要理由

• 未遵守作者指南（author guidelines）

• 不符合期刊范围（ the journal scope ）

• 文章质量欠缺（ inappropriate 
methodology, not reasonably rigorous ）

• 对该领域研究贡献不足

“You believe your research is original doesn't mean 
that it might add value, just because you're unique 
doesn't mean that you have a contribution to make 
for existing knowledge.”



出版一篇文章需要多长时间？

基础审查（desk review） 2周

邀请审稿人（inviting reviewers ） 1周或2周

审稿（under review） 6-8周

主编评估（editor assessment） 2周

理想情况下，从提交到评审结果：3-4周

一旦文章被接收，大约会在3个月内被出版，但可能会更久！



开启论文的国际出版之旅

如果您能自信、肯定地回答下列问题，

那么您也就具备了发表文章的基础：

• 成功进行了项目的结项？

• 在正在探索一个没有明确解决办法的问题？

• 对一个课题有自己的见解或调研？

• 刚进行了某项展示、会议发言？

• 正在写作博士/硕士论文？

• 新想法或新研究？

对科研新人来说，成为合作作者也是很好的发文机会，

其他合作作者同时也能增加文章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Structuring 
Your 
Paper



文章结构

Figures/tables/theory (your data/proposition)

Methods Results Discussion

Conclusion Introduction

Title, Keywords & Abstract



Title, Keywords and Abstract

– Discoverability of the Article

文章至关重要的三部分，

将决定文章是否能够

被发表

被阅读

被引用



Title
好标题用最少的词数，最好地概括文章的内容。简述文章内容，抓住读者眼球。

提出问题 进行回答

1. 文章关于什么？
My paper studies whether X therapy improves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dementia. 

2. 使用了什么技术/设计/方法？ It was a randomized trial. 

3. 研究对象是谁？ I studied 40 cases from six cities in Japan. 

4. 结果是什么？
There was an improvement i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patients. 

“This study is a randomized trial that investigates whether X therapy improved cognitive 
function in 40 dementia patients from 6 cities in Japan; it reports improved cognitive 
function.” （28个单词）



Title
好标题用最少的词数，最好地概括文章的内容。简述文章内容，抓住读者眼球。

“This study is a randomized trial that investigates whether X therapy improved cognitive
function in 40 dementia patients from 6 cities in Japan; it reports improved cognitive
function.” （28个单词）

删除不必要的词汇

“This study is a randomized trial that investigates whether X therapy improved cognitive
function in 40 dementia patients from 6 cities in Japan” (23个单词)

OR
“It reports improved cognitive function in Randomized trial of X therapy in 40 dementia

patients from 6 cities in Japan” (18个单词）

删除不必要信息，并改写

“X therapy improves cognitive function in 40 dementia patients: A randomized trial ”(12个单词）

使用副标题进行改写+关注结果



Keywords

期刊、搜索引擎、和索引服务都通过关键词来对文章进行分类。关键词的准确，保证了引用的正确，

帮助文章进入到读者的视野。这也将提升文章被引的几率。

• 检索此类文章，你会输入什么检索词？

• 检查相似文章的关键词——是否能检索到恰当的结果？

• 使用描述性词汇——主题、分支学科、方法、重要特点

• 专业词汇——关键词应当恰当反映该主题，既不要过于大众化也不要过于专业化

• 多次出现——在摘要和标题中多次出现，提升可见度

• 将关键词输入搜索引擎中，看看出现的结果是否与文章的主题相吻合。这将有效帮助作者决定

是否该关键词是合适的。



Abstract

可以在完成整篇文章后开始写摘要。

Q: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创作本篇文章的动机是什么？”

A: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Q: “为达到研究目标，进行了哪些工作？”

A: Methods 部分，并可以列出主要的Results 

Q: “本科研发现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整理上述问题的回答，按照Introduction, 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s的顺序组织成一两句话。

一般摘要在100-300词左右，视期刊要求而定



Introduction

让读者信服——文章与标题摘要相关，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

• 问题是什么？

• 是否已有解决办法？

• 解决办法中何种最佳？

• 主要的局限是什么？

• 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 引用前人的文献

• 本文新添加的内容是什么，需要明确说明

• 引用最新文献

• 必须时才自引

• 非原创的内容必须进行引用

• 如果使用自己以前发表过的内容，必须与本文相关



Method

• 指明主要研究方法

• 展示该方法很稳定，对于研究很合适、恰当

• 介绍主要研究过程，展示主要研究阶段、使用的

方法、该方法对结果的影响、选择特殊案例的理

由，等等。

• 其他实验详情可以在Appendices附上



Results

关注重要数据

关注主要事实、有更重大影响力的事实，而不必为

每一个数据都进行详细解释。

使用图表、数据整理工具来整理呈现数据

What are the really significant facts that emerge? 



Discussion

• 对呈现的每一个数据是否都有解释？

• 本文数据与其他科研人员的数据是否相似、连贯、有关？

若不是，原因为何？

• 数据是否有局限性？

• 本讨论部分是否能导出结论？（逻辑性）

请勿得出超越实验内容和数据支撑的结论

请勿介绍新概念和新信息



Conclusion

DO DO NOT

提供普遍性的和特殊性的结论 总结全文——这是摘要的任务

指明应用与拓展 开启新话题/介绍新材料

回答原有问题 提出过于显而易见的陈述、结论

指明局限性、未来研究方向 自我矛盾



Polishing Your Work

✓ 语法正确、拼写正确、标点正确

✓ 没有语义连接、关联词、时态错误

✓ 没有错别字

✓ 数据内容、统计内容需准确

✓ 参考文献完整、准确

✓ 全文具有连贯性

✓ 避免常见错误

✓ 使用拼写检查

✓ 让别人帮忙阅读、修改



Publishing Process and 
Surviving 
Peer Review



How to Select the Right Journal

选择投稿期刊与投资一样，选的好，就能更容易发表，能够提升文章的影响力和学者自身的声望。

主题范围

读者群体

最新文章

学术团体

国际化水平

拒稿率

出版周期

期

刊

• 文章是何种文章？——practice paper, research paper, case 

study, review, viewpoint？

选择期刊时需注意该期刊所接受的文章类型

• 是否需要出版OA文章？Emerald支持OA出版，同时也可以

在我们的Emerald Open Research平台进行发表

• 期刊级别是否重要？ 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Journal Match/Scopus Journal Finder



同行评审流程



Request for Revision 

被要求进行修改文章是一个好消息——这说明你已经进入出版流程了。每篇出版的论文都至少修改

过一次。虽然有时评论会比较直白、打消作者的积极性，但是请记住，审稿人的评价都不针对个人。

• 积极回复主编，并给自己设置修改稿提交的deadline

• 如果对修改意见有异议，可以写邮件给编辑进行解释

• 阐明有问题的观点、概念等内容

• 可以与同事、本文其他作者一同讨论

• 赶在deadline前提交revision

• 可以同时提交一篇cover letter，分条缕析地介绍自己如何按照要求进行了修改



When accepted, it’s over to us!

✓ 协助主编进行desk check

✓ 主导同行评审流程进行

✓ 排版，对文章进行标引（tag）使之能够在搜索引擎上被检索到

✓ 对文章进行聚合、摘要、索引，以便在索引数据库中被发现。常见的索引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Scopus, ProQuest, EBSCO等

✓ 通过各种项目对作品进行宣传

✓ 应用最新技术，让文章易于被检索发现

✓ 将文章存储在我们服务器中，同时使用Portico, LOCKSS, CLOCKSS等技术进行链接访问

✓ ……

出版社的工作都有哪些？



Publication 
Ethics



出版伦理道德

DO DO NOT

作者之间达成合意和共识 不一稿多投

披露文章的利益冲突 不进行自我抄袭

依据COPE条款给读者、作者提供支持 在Case studies/interviews文章中提供清晰许可

COP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https://publicationethics.org/


抄袭与版权

抄袭是指不标引原作，将他人的作品直接用于自己作品的行为(false attribution)。

会被认为是学术不端！

• 在同行评审过程中很难发现，但是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新技术来帮助我们避免

抄袭问题

• Emerald全部内容均可使用iThenticate网页查重软件进行监测

• Emerald的反抄袭政策请见http://www.emeraldinsight.com/about/policies/ 

plagiarism.htm

版权同样也十分重要。作为一名作者，需要提前联系好所有合作作者、相关人员，获得所需的许可。

• 如涉及他人的版权，需要在提交文章同时提交版权确认函

• 如未得到相关许可，我们不能将原内容再次出版



Reference

参考文献主要应注意：时效性、权威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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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arvard: (作者姓,出版年)

• APA：(作者姓,出版年,页码)

• MLA：(作者姓 页码) 

目前在英语国家最广泛使用的引用系统有以下几种：

• The Harvard System（澳洲和英国广泛使用）

• Chicago System（简略版被称作Turabian 格式）

•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LA)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

我们曾调研过2014-2016年3年间，1000余篇SSCI经管类文章，共有48658条参考文献，即

平均每篇文章有约48条参考文献。



Acknowledgements

• 任何个人或机构在研究上的帮助，包括提供实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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