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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书数据库 

1.1 中文图书数据库 

1.1.1超星数字图书馆 

（一）简介 

超星数字图书馆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网上数字图书馆，以工具类、文献类、资料类、学术

类图书为主，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生物科学综合图书、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社会科学总论、自然科学总论、天文学地球科学、工业技术、经济、语

言文字、艺术、数理科学和化学、政治法律、环境科学安全科学和军事等 18个大类。 

我校正式开通超星电子图书远程包库方式，该库可以访问我校已经购买的近 65 万余册

电子书镜像数据，并增值提供了 20万新书数据，共 80万册，每日更新，相对平台体验比镜

像更好。 

（二）功能介绍 

1.检索方式 

    超星电子图书馆提供快速检索、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检索字

段包括：书名、作者、目录、全文检索，且可分类浏览,缩小范围。 

 

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图书名称、作者、出处、页数、中图分类号以出版日期，检索结果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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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出版日期或书名进行排序。阅读方式分为阅读器阅读和 PDF阅读，点击 PDF阅读可直接

进行阅读，点击阅读器阅读可以自动调用超星阅读器（需先下载），进行在线全文阅读。 

 

（三）超星阅读器简介 

超星电子图书阅读器主要有三个部分：我的书架、书城和阅读界面，可以进行图书的下

载、翻页、比例缩放、书签管理、文字识别、内容选择与标注等操作，具体介绍如下： 

1.文字识别：在所要识别的文字上画框，框中的文字即会被识别成文本显示在弹出的面

板中，选择“导入编辑”可以在编辑中修改识别结果，选择“保存”即可将识别结果保存为

TXT文本文件。 

2.标注绘制：在阅读时，可以通过标注绘制按钮进行语句的标注和勾画，突出重点。  

3.添加书签：添加书籍书签：在书籍阅读窗口点击工具栏中的书签标志，根据提示完成

操作，记录书籍的书名、作者、当前阅读页数及添加时间。  

 

（四）特色功能 

超星图书馆提供了移动客户端下载，手机、PAD等移动客户端可以下载使用，我校图书

馆已经购买了超星移动图书馆，下载移动图书馆可以获得以下功能： 



图书馆电子资源与服务指南 

7 
 

1.一卡通账号登录，可查馆藏，个人借阅信息，也可续借。 

2.可查询和下载馆藏学术资源，可看视频、阅读报纸等。 

3.可在歌德借阅机上扫码借书，借阅机设在图书馆大厅，提供一些最新热门和经典电子

图书。（具体操作方法请见指南 8.2“移动阅读”） 

1.1.2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 

（一）简介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由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于 2000年创办，是集支持普遍存取、

分布式管理和提供集成服务于一身的基于 Intranet 和 Internet 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系统

平台，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多元立体化的知识网络系统。轻松愉悦的精显阅读界面，方便

快捷的书内四级目录导航，集成业界领先的 TRS 搜索引擎能实现海量数据的全文检索，提供

分类检索、单项检索、组合检索、全文检索、二次检索等强大的检索功能，准确锁定，解决

传统图书馆在查询文献、浏览图书中造成的时间和资源上的浪费。 我校《书生之家数字图

书馆》镜像站点现收录 2000-2015 年的各专辑电子图书 70万余种，信息量大，种类齐全，

内容新颖。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 

在书生分类列表中可以根据需要查看图书。检索区可以根据图书名称、作者、丛书名称、

主题、提要来检索图书。导航栏有 3种检索方式： 

（1）图书全文检索：在全文检索中可以从图书内容及目录中，根据书生分类，从一个

分类或者全部分类中分别检索到所需要的内容。 

（2）组合检索：在组合检索中，可以根据图书名称、作者、丛书名称、ISBN、主题、

提要及它们之间的“与”和“或”逻辑关系来进行查询。 

（3）高级全文检索：可以在高级全文检索中从书生分类中，根据全文或者目录，进行

单词、多词、位置、范围等方面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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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图书名称、作者、简介、页数以及阅读器阅读。点击阅读器阅读可以自动

调用书生阅读器，进行在线全文阅读（注意事项：首次使用需注册，借阅前需登录，借阅图

书到本地后有效期为 60天，图书不能拷贝）。 

 
 

（三）书生阅读器简介 

书生阅读器主要有两个部分：菜单栏和工具栏，可以进行文档的打印、翻页、比例缩

放、书签管理、历史记录、文字识别、内容选择等操作，具体介绍如下： 

1.文字识别：在工具栏点击 ，在所要识别的文字上画框，框中的文字即会被识

别成文本显示在弹出的面板中，可以“复制到剪贴板”，或选择“保存”将识别结果保存

为TXT文本文件。 

2.抓屏：在工具栏点击 ，在所要剪切的图像或文字上画框，剪切结果会保存在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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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版中，通过 “粘贴 ”功能即可粘贴到 功能即可粘贴到 功能即可粘贴到 功能即可粘贴

到 “画图 ”等工具中进行修改或保存。 等工具中进行修改或保存。 等工具中进行修改

或保存。 等工具中进行修改或保存。 等工具中进行修改或保存。 等工具中进行修改或保

存。 

3.书籍签：点击菜单栏 “视图 ”下“书签 ”功能，可以添加书签对进行管理。  

 
 

（四）特色功能 

1.广播管理区：登录后，根据自己需要添加自己需要的图书信息，系统会自动把相关

图书内容链接发到自己留下的电子信箱中。 

2.个人管理区：登录后，可以修改自己注册时的个人信息。 

1.1.3 CNKI工具书、年鉴数据库 

 （一）简介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集成了 200多家知名出版社的近 7284余部工具书，类型

包括语文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辞典、百科全书、图录、表谱、传记、语录、手册等，约 1800

万个条目，90 万张图片，所有条目均由专业人士撰写，内容涵盖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

学、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等各个领域。本库按学科分 10 大专辑 168 个专

题，我校购买哲学与人文社科专辑（2008-2012 年，1542册）。 

CNKI年鉴全文数据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连续更新的动态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内容覆

盖基本国情、地理历史、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事业、

医疗卫生、社会生活、人物、统计资料、文件标准与法律法规等各个领域。收录了 1912年

至今中国国内的中央、地方、行业和企业等各类年鉴的全文文献。 

（二）检索方法 

CNKI工具书、年鉴数据库提供两种主要检索方式：一般检索和高级检索。 

1.一般检索：CNKI工具书简单检索提供了全库、汉语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辞典、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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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图录图鉴、医药图谱等分类式一键式检索。CNKI 年鉴数据库提供了题名、正文、作

者、主编等分类检索。 

 

   2.高级检索：CNKI工具书的高级检索包括词条、工具书、辅文三种检索方式。高级检索

中的词条检索是指通过多个条件查找、获取所需知识信息的过程；工具书检索是快速查找所

收录工具书名称的途径和方法；辅文检索是快速查找工具书的前言、凡例、附录、编委会、

作者、后记等辅助信息的途径和方法；其中检索导航，以上检索方式的目的都是帮助读者能

快速准确查找文献。CNKI 年鉴的高级检索主要通过布尔逻辑进行多条件的组合检索，查找

文献更精准。 

 

（三）检索结果 

两种数据库的检索结果页面相似，都分为两部分：结果展示区、分类浏览区 

1.结果展示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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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浏览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可以选择学科类型、图书类型、

词条来源和出版社限制检索结果； 

3.点击每条记录的题名或阅读全文可以阅读全文或下载全文。 

 

（四）特色功能 

其中 CNKI工具书设有我的书屋：；有我的书架、我的书签、我的参与等功能，读者可以

收藏下载后的工具书，也可以设置书签，便于下次阅读。 

1.1.4《四库全书》网络版 

（一）简介 

《四库全书》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是在清代乾隆年间编纂，历时十载，

由 3000 余名抄缮书手誊写而成。它收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历代主要典籍，共收书三千

四百六十余种。全书文字总数共七亿多字次，其中汉字出现约七亿字次。过去半个多世纪，

学术界从影印本《四库全书》得益良多，但从今天的角度看，影印本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体积大、书价高、保存难、检索不便；这些不足，影响并限制了该书的收藏、流通与利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有鉴于此，利用先进的数码技术将文渊阁《四库全

书》电子化，为学术界提供体积小、售价低、易保存、检索快捷的电子版《四库全书》。使

用 《 四 库 全 书 》 网 络 版 需 先 下 载 客 户 端 ， 下 载 及 说 明 请 参 照 网 址

http://www.lib.sicnu.edu.cn/ziyuandaohang/sikuquanshuwangluoban。 

（二）检索方法 

《四库全书》网络版提供四种检索方式：全文检索、分类检索、书名检索和著者检索。  

 1.全文检索：检索目标明确,在同一部、类、属、同一书名、同一著者等限定检索条件

下, 对一个检索字符串在“ 正文”、“ 注释” 中进行检索, 它的检索精确到某部书目或

http://www.lib.sicnu.edu.cn/ziyuandaohang/sikuquanshuwangluo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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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著者。 

2.分类检索：分类检索是为读者提供的浏览检索界面。它是按照四库分类法, 将书目按

经、史、子、集四部划分,每部分类, 类下有属, 属下即书名, 共 44 类、70 属。这要求读

者非常了解四库分类法, 而且对所查书目的部、类、属得归属非常明确。使用“ 分类检索” 

读者可以最直接地找到所需文献。 

3.书名检索：是在数据库检索包含检索字符串的书目。 

4.著者检索：是在数据库检索该著者的书目。 

 

 

（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书目名称、卷名、作者等，点击书目名称可以实现在线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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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功能 

《四库全书》网络版客户端阅读界面分为两种：全文全文本和原文图像，读者可以选择

任意一种方式阅读。 

1.1.5 《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 

（一）简介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的百科全书，也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百科

全书之一。其按学科和知识领域分成 74卷，共收 7.8万个条目，计 1.26亿字，并附有 5万

幅图片，册叶浩瀚，内容宏富，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的 66 个学科或知识领域。从全书的广度、深度和容量来看，堪称知识的宝库，是

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为基础，向局域网

用户提供在局域网范围内检索使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共收条目 78203 条，计 12568万

字，图表 5万余幅。内容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

术等 66个学科领域。 

（二）检索方式 

《中国大百科全书》提供条头检索、全文检索、浏览卷册和高级检索四种检索方式 

1.条头检索：条头指词条的名称。如果希望关键词位置在条头中，请用“条头检索”；  

2.全文检索: 如果希望关键词位置在条头、正文解释或作者中，请用“全文检索”。 

3.浏览卷册：进入卷册浏览页，选择需要浏览的卷册，在新页面左侧的卷册目录树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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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具体词条。 

4.高级检索：使用高级检索可以进行复杂条件下的检索。可通过条件组合进行查找或编

写检索式进行查询。 

 

（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词条的字数、作者、卷名及全文链接。点击全文阅读，可以进行在线全

文阅读。词条搜索结果范围可以根据卷册的学科分类进行精炼，也可以选择“关键词位置”

和“排序”进行排序。 

 

 

（四）特色功能 

词条阅读提供了七种特色功能：精读模式、使用正文内的词条链接、使用章节目录快

速定位、选择字体大小、阅读相关词条、查看最近阅读的词条和免费阅读首页的“今日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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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词条”。 

1.1.6中国基本古籍库 

（一）简介 

中国基本古籍库是综合性大型古籍数据库，共收录自先秦至民国（公元前 11世纪至公

元 20世纪初）历代典籍及各学科基本文献 1万种、16万余卷，选用版本 12,500个、20万

余卷。每种典籍均制成数码全文，并附所据版本及其它重要版本之原版影像。合计全文 17

亿字、影像 1千万页，数据总量约 320G。其收录范围涵盖全部中国历史与文化，是世界目

前最大的中文数字出版物，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代典籍总汇。 利用《中国基本古籍

库》检索系统，用户可通过多个检索路径进行全方位的快速海量检索，完成校勘、标注、

分类、版面调整、编辑、拷贝、打印等多项数字化古籍整理作业。使用《中国基本古籍

库》前，需先下载客户端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lib.sicnu.edu.cn/link_click_count?url=http%3A//202.115.193.13/soft/ErusonClientSe

tup.exe&nid=110。古籍库和方志库共用一个新的安装程序（客户端），其服务器 IP地址：

202.115.193.65，用户名密码均为 user，访问并发数 5个。 

（二）检索方法 

中国基本古籍库提供分类检索、条目检索、全文检索和高级检索四种检索方式： 

1.分类检索：进入《中国基本古籍库》，点击主页面上的“分类检索”，在屏幕左侧出

现“中国基本古籍库”字样，双击“中国基本古籍库”，可看到哲科、史地、艺文、综合四

个子库，双击各个子库，可浏览子库下的思想、宗教等 20个大类，大类下又分为 100 个细

目，双击细目，在页面的右方显示出该目录下收录的图书。总之读者通过库、类、目的树型

结构可以进行定向检索，检索到某一领域的某些或某种书，并可预览其概要。 

2. 条目检索：限定书名、时代、作者、版本、篇目等条件进行目标检索，可检索到某

时代某作者某书某版本某卷某篇，并可预览其概要。 

3. 全文检索：输入任意字、词或字符串进行爬梳检索，可检索到 1万种书中所有的与

之相关信息，并可预览其例句。如在检索结果的范围内进行二次检索，则可排除大量无用信

息，直接检索到所需内容。 

4.高级检索:在全文检索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或组合字词进行逻辑检索，或综合选项

进行关联检索。 

http://www.lib.sicnu.edu.cn/link_click_count?url=http%3A//202.115.193.13/soft/ErusonClientSetup.exe&nid=110
http://www.lib.sicnu.edu.cn/link_click_count?url=http%3A//202.115.193.13/soft/ErusonClientSetup.exe&nid=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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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图书名、卷名以及全文链接，点击全文可以进行在线全文阅读。 

（四）阅读基本功能 

在《中国基本古籍库》的阅读界面上提供有 11 个基本功能：（1）版本对照：可根据需

要调阅数个版本，实现全文与图像，以及图像与图像对照校勘；（2）背景音色：可选择不同

的古曲和底色，营造愉悦的操作环境；（3）放大镜：可放大字体的大小，以利辩读；（4）目

录：可提供被阅读图书的篇章细目；（5）字体转换：可实现文字的繁简、大小、粗细及色彩

的自由转换；（6）版式设定：可随意调整版面，或设定竖排，或设定横排；或设定有列线，

或设定无列线；（7）标点批注：可在浏览原文时添加标点及批注，以记录心得；（8）阅读记

忆：可自动记录二十条前次浏览的典籍及页码；（9）分类书签：可自动收藏并分类管理以前

查阅的信息，以便归纳研究；（10）原文打印：可全部或部分打印典籍原文:（11）编辑下载：

可拷贝全文或节选章节导出到其它文档，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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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中国方志库 

（一）简介 

中国方志库是专门收录历代地方志类典籍的全文检索版大型古籍数据库，共收录汉魏至

民国历代地方志类典籍 1万种。每种皆据善本，采用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作，还原

式页面，左图右文逐页对照，眉批、夹注、图表、标记等无障碍录入和非嵌入式显示。总计

全文超过 20 亿字，影像超过 1200 万页，数据总量约 400G。中国方志库分为五集，现已出

版：1、中国方志库初集收录历代变文、善书、宝卷、戏曲、小说及说唱等 2000 种）（已购

买），2、中国方志库二集（收录历代变文、善书、宝卷、戏曲、小说及说唱等 2000种）(可

访问浏览，但下载功能受限）。方志库和古籍库共用一个新的安装程序（客户端），其服务器

IP地址：202.115.193.65，用户名密码均为 user，访问并发数 5个。 

（二）检索方法 

中国方志库主要提供五种检索路径：分类检索（类、目）；  区域检索（省、市、县）；

条目检索（志名、时代、作者、版本、篇目）；全文检索（字、词、字符串）；高级检索（多

次检索、逻辑检索、关联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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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图书名、卷名以及全文链接，点击全文可以进行在线全文阅读。 

（四）阅读基本功能 

在《中国方志库》的阅读界面上提供有两个基本功能：（1）研读功能：放大（影像局部

放大阅读）；全屏（影像全屏阅读）；高清（影像去除灰度阅读）；连缀（影像前后多页连缀

阅读）；标注（全文添加标点和批注）；书签（全文添加书签和分类管理）；下载（全文编辑

下载）；打印（全文打印；（2）辅助工具：古今地名（查找古地今名或今地古名）；常用字典

（查找难字读音及释义），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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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一）简介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中宣部、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的有力指导下，由人民出版社开发建成，被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称为"用科学技术传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工程"。目前收入图书 9000多册、7000多万个知识点。“党政

图书馆”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的局域网版，产品贯穿了“内容为王，王在

系统”和“知识点阅读”的开发理念。目前收入图书包括 16个重要方面、9000册、5000多

万个知识点。主要特色如下：1.内容系统，已实现“四个全覆盖”；2. 查询功能先进，开创

了“知识点阅读”的新形式；3.电子图书校对质量高，达到引用标准。 

此外，系统收录的部分图书，如“文革”时期出版的图书、国际共运史的图书、解放前

出版的图书以及其他部分图书，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出版政策、环境的改变，目前对书中人物

和事件等的评价有了较大变化。为了便于读者客观地了解当时的出版概况和历史面貌，数据

库对书中内容没做任何改变，仅供读者在学习和研究时参考。 

（二）检索方法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提供安语句检索、按章节检索、按图书检索和高级检索

四种检索方式： 

1.按语句检索：输入要检索的关键词，点击“按语句检索”，可以查找到数据库中所有

带有关键词的语句，也会显示这些语句的来源书刊。 

2.按章节检索：输入要检索的关键词，点击“按章节检索”，可以查找到数据库中所有

含有关键词的章节，也会显示这些章节的来源书刊。 

3.按图书检索：输入关键词，点击“按图书检索”，可以查找到数据库中所有含有关键

词的图书。 

4.高级检索:在全文检索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或组合字词进行逻辑检索，或综合选项

进行关联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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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图书封面、作者、出版社、书号、出版时间以及全文链接，搜索结果可

以按出版时间进行排序，点击在线阅读，可以进行在线全文阅读。搜索结果也可以根据分类

浏览缩小搜索范围。  

 

（四）特色功能 

人民出版社自主研发的语义查询、引文比对、概念关联、模糊找句等特色网络工具，

获得王选新闻科技一等奖。实现了文献检索方式从传统的篇目、章节检索到知识点检索的

飞跃，使文献内容可以完全以知识点的形式展现，以"大海捞针"的方式获取。这些工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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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入库作品全部加以主题性碎片化，以无穷变幻的一串串知识点（具有一定主题的语

段）的形式提供给读者，引领读者超越"一本一篇"地阅读的局限，感受阅读方式变革给读

书求知带来的神奇效果。

 

1.1.9 CALIS“e 读” 

（一）简介 

E读是 CALIS的数学搜索引擎，它集成国内联盟高校的所有资源，整合图书馆纸质馆藏、

电子馆藏和相关网络资源，使读者在海量的图书资源中通过一站式检索，查找所需文献，并

能利用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获取全文。CALIS“e 读”拥有 600多家图书馆的丰富馆藏、200

多万种图书、3600多万篇外文期刊论文以及 70 多万篇中外文学位论文，而且这些资源随着

加盟高校数量的增加和资源不断丰富，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其宗旨是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

上，为高校师生提供全文学术资源，也可作为各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补充。 

（二）检索方法 

    CALIS“e 读”提供一站式检索方式，直接在检索框内输入主题词或题名就能快速得到

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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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图书封面、作者、出版社、书号、出版时间以及全文链接，搜索结果可以

按出版时间进行排序，搜索图书如无本馆馆藏，可点击文献传递，申请文献传递服务。搜索

结果也可以根据左侧精简检索结果区中的出版年、语种、类型等限定，缩小搜索范围。 

 

（四）重要功能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在E读查询到的文献信息，如果本馆没有馆藏，读者可在确定

文献所在馆后进行馆际互借----使用CALIS馆际互借网关系统进行文献传递委托申请。E读

复制及传递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会议录文献、学位论文等，传递方式包括电子邮

件、传真、快件或普通邮寄等，目前，CALIS提供图书部分章节的复印服务。详情可见服务

篇“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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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文图书数据库    

1.2.1 中图外文数字图书数据库 

（一）简介 

中图外文数字图书数据库是国内全行业同类外文书数目最多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的

电子图书多为 2000 年以后近代有收藏价值的新书，出版社囊括了 Springer、 Elsevi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John Wiley、Wesly-longman、 CRC Press 等等国外各大知名出版

社。内容覆盖文学、计算机、工程、经济、工业、农业、军事、法律等各个门类，社会科学

和自然科学呈 5.9:4.1 的比例，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和综合体系。本馆开通了语言文学、历史、

教育、环境地理、艺术学、经济管理、法律、数学、物理、化学等共 24000 余册图书。提供

本地镜像和远程访问两种方式。 

（二）检索方式及技巧 

1.本地镜像（即链接一），提供分类、快速检索、高级检索几种检索方式：分类搜索：选

择学科类别，按类浏览。根据分类查询图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

以一次列出分类中的所有书籍，缺点在于查询出来的书籍过多。 

 

 

快速检索：在标题、作者或出版社这三种途径中选择一个查找条件进行关键字快速检索，

关键字 All 查询功能主要是同时在前三种途径中查找相应的关键字，并将符合条件的书目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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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通过对标题、作者、出版社及出版时间的各项条件组合来进行图书的检索。

如果结果过多，还可使用二次检索进行限定，缩小范围。 

 

 

2.远程访问（即链接二），只提供一框式检索检索方式，可从正文（全文检索）、书名、

作者、出版社、ISBN、年代等途径进行检索。 

 



图书馆电子资源与服务指南 

26 
 

3.检索结果：中图外文数字图书数据库本地镜像，可对检索出来的图书直接进行阅读或

下载后阅读。因网速等各种限制，建议首选下载阅读。 

 

点击下载后，保存文件为 pdf 格式，打开便可直接阅读了。 

远程访问检索结果如下： 

 

可试读，但只有 13 页，如果需要全文，只能使用文献传递方式，最多一次传递 50 页，

且每周不超过全书的 20%。 

 

 1.2.2 Handbook of Liquid Crystals 

（一）简介 

液晶手册由 Wiley 出版公司出版，是一本非常权威、独特而全面的汇编，汇集了液晶各

方面的知识。在 2000 多页的篇幅中,手册提供了关于低分子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的基本原理以

及所有类型液晶的合成、表征、改性和应用(如计算机显示器或结构材料)的详细信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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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Wiley Online Library 在线参考工具书平台，为本校读者提供电子版在线使用。 

（二）检索方式及技巧 

由于这是针对一套手册的检索，检索主界面非常简洁，可直接找到手册的基本出版信息、

章节目录等。最简单的检索方式，就是通过“Table of Contents”，按目录进行浏览、检索。 

 
 

主页右上角提供了一个检索框，如果不加限定用它进行检索，是在整个“Wiley Online 

Library”的各类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我们点击“Search in this Book”，则可实现本书中查询，

查询界面如下： 

 

该界面可实现：Full Text、Doi、Author、Keywords、Tables、Author Affiliation、Article Title、

Figures、Section Title 等多种途径进行查询，还可对时间和文献类型进行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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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如下图。只要有开锁图标，我们便可以直接下载进行阅读。 

 

 

 1.2.3 Springer 电子书数据库 

（一）简介： 

Springer于 1842 年在德国柏林创立，是全球第一大 STM (科学、技术和医学) 图书出

版商和第二大 STM 期刊出版商，每年出版 8,400 余种科技图书和 2,200 余种领先的科技期

刊。Springer 专注出版、服务科学，作者包括众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超过 213 位诺贝尔

奖得主、50余位费尔兹奖得主和历届图灵奖得主均在 Springer出版了著作。 

川师图书馆订购了 Springer 公司 2011-2016 年版权年度全学科电子书以及 Springer

电子期刊数据库科技工程类 600多种期刊 2016 年访问权限。其中，2011年 3,610种；2012

年 3,683种；2013年 5,700种；2014年 6,115 种；2015年 8373种；2016 年度 4698种（更

新中）。另外，还包括 LNM在线丛书（LNM 是 Springer 出版社的最长寿和世界闻名的数学专

业丛书之一。出版的资料类型包括：关于新生领域或传统领域新观点的稿件、当前研究主题

论坛报告等报道数学理论及其应用各方面的新发展，和在建立模式和数字模拟方面的新进

展。） 

（二）检索方式 

Springer 提供一般检索和 Advanced Search 两种检索方式，同时，也可按分类进行浏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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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单检索：直接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但为了检索的准确性，还提供了很多功能：首

先，可通过输入出版日期缩小结果；在检索结果中检索，在检索结果页面上，只需在页面顶

部的关键字框中的任何现有检索条件中添加关键字，然后重新提交搜索；开始新搜索，单击

“new search”按钮清除“检索”框，并将检索页面重置为默认设置；可使用操作符、通配

符等建立一个检索式进行检索。具体使用方法，请阅读平台提供的帮助项。 

 

 

2.高级检索，界面如下，通过各种条件框的设置来达到运算符的效果，以提高检索结果

的准确度。 

 

注 意 ： 默 认 情 况 下 ， 搜 索 将 只 返 回 包 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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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框中的所有单词的结果,不分大小写、不进行拼写检查，并且不考虑您对内容

的访问权限。 

如果只想看到可以访问的结果,请取消选中标签为“Include Preview-Only content"

显示包含预览内容的图像复选框。 

 

（三）检索技巧 

语言和词干提取：搜索结果为模糊匹配，会基于选定的语言将搜索框中输入的单词的作

为词干的结果全部检索出来。例如,如果您选择了英语，则搜索“run”将返回包含“runner”、

“run”、“ran”等的匹配项； 

短语匹配“”：在引号“”中输入的多个术语，搜索结果中必须包含这些单词并顺序完全

一致； 

操作符：即我们常说的算符，包括：OR、NOT、AND、NEAR 等； 

通配符*：*可代替任何数量的字母。如输入“hea*”， "head", "heats", "health", "heated", 

"heating"等等都可以检索出来； 

？可代替一个字母，如输入“hea?”，“head”、“heat”、“heal” 等等才能检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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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CS eBooks 

（一）简介： 

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成立于 1876 年，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科技

学会，会员数超过 16 万人。ACS 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化学研究机构、企业及个人提供高品质

的文献资讯及服务，是享誉全球的科技出版机构。ACS 出版的期刊，内容涵盖了 24 个主要

的化学研究领域，被 ISI 的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评为“化学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期刊”。我校订购了 ACS 期刊，15-17 年订购期内可免费使用 ACS 的存档图书，可访问 ACS1949

年-2011 年的 1200 本电子书。 

（二）检索方法 

ACS eBook 与 ACS journal 是在同一平台。ACS 平台提供普通检索和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两种检索途径。 

 

 

1.普通检索，分三个途径： 

检索词（题名、作者、文摘等）检索，即直接检索题名、作者或文摘中含有输入的检索

词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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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名、期刊名及卷期查询（Citation）：用于明确知道文献来源时检索。 

 

 

主题途径（Subject）：从平台提供的主题词进行浏览检索。 

 

 

简单检索结果页面，如果检索结果太多，左侧提供了多种途径对结果进行限定，以获得

更精确的结果，这些途径包括作者、文献类型、主题、出版日期（仅限 1 年、6 个月、3个

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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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可以点击“Refine Search”进行细化检索。点击以后，可以从类型、访问权限、

出版日期等方面进行条件限制。 

2.高级检索：提供将题名、作者、文摘、插图、全文等多个检索项进行逻辑组配后精确

检索，同时，还可对出版日期等进行限制。 

 

 

3.检索结果：直接选择下载即可阅读原文。 

注意：无论使用简单检索还是高级检索，要保证检索出来的结果都能阅读，一定要对访

问权限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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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刊数据库（综合及人文社科类） 

2.1 中文期刊数据库 

2.1.1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  

（一）简介：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期刊为主，内容覆

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我校购买全部十大

专辑：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另外，还购买了中国博士学位论文

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及中国基础教育文献资源总库

等，在同一平台上检索。 

（二）检索方法与技巧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提供了本地镜像（链接一）和远程访问（链接二）两种

访问途径。本地镜像只能查询本馆已经购买的数据库，远程访问可查询所有数据库内容（但

全文下载只限于已购买库及试用数据库），远程访问更新速度更快。 

以远程访问为例，CNKI 提供了高级检索、专业检索、作者发文检索、科研基金检索、句

子检索、文献来源检索等检索方式。 

1.高级检索，类似于其他数据库的简单检索，可从主题、篇名、关键词、摘要、全文、

参考文献、分类号等途径进行检索，只是多了检索控制条件，包括发表时间、文献来源、基

金、作者及作者机构等，可以更准确地检索出符合条件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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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检索，用检索表达式来达到精确检索。这种方法如果用好了，可保证检索结果专

业精确，并能作为一个长期使用的检索式以保证检索结果的延续性。具体使用方法请看网站

说明。一般读者不太常用此检索方式。 

 

 

3.作者发文检索、科研基金检索，其实就是从作者或基金的途径来检索文献；句子检索，

算是对检索词进行“并且”的逻辑运算；文献来源检索，则是通过对期刊的检索来获取所需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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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索结果 

CNKI 检索结果的浏览及选择功能强大：可以按来源、分类、关键词进一步限定检索结

果；可以定制检索式；可以根据需要按多种方式分组浏览；可以按多种方式将检索结果排序；

还可以直接导出检索结果进行分析；可以中英文扩展检索、二次检索等等。这些功能为使用

者提供了很多线索来选择合适的学术论文，还能够实现文献的分析。 

（三）特色功能 

1. 知网节：CNKI 在检索结果区提供文献的知网节。是以一篇作为节点文献，通过文献

的引用与被引用关系，架构了一个知识网络。网络包含：该文献的引用文献（即参考文献），

引用该篇文献的论文、与该文献内容相关的文献等。内容丰富，可为使用者智能扩展检索范

围。 

2.云平台：免费向各机构用户的终端读者开通“移动知网”云平台，并同时提供机构外

的个人漫游服务。机构用户 IP 范围内，全部数据库可供检索、定制，对于机构已订购的数

据库，可免费获取对应的移动全文服务。在机构内部经 LBS 手机识别后，或与机构账号（邮

箱、学生证号、教师证号）认证后，即可免费使用移动知网，享受 CNKI 全文阅读或下载服

务。 

3.文献管理软件 E-Study：CNKI 提供了一个免费下载使用的文献管理软件 E-Study，可实

现：一站式阅读和管理平台、文献检索和下载、深入研读、写作和排版、记录笔记、在线投

稿、浏览器插件等各种功能。与其他文献管理软件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免费及直接对全文

进行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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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一）简介 

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是我国最大的数字期刊数据库，是维

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刊文献检索模块）。本库收录了 1 万 2 千多种

期刊，其中核心期刊 1982 种，文献总量达 4 千余万篇，回溯至 1989 年，部分回溯至 1955

年，是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的核心资源之一，高校图书馆文献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科研工作者进行科技查证和科技查新的必备数据库。 

（二）检索方法及技巧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提供了本地镜像（链接一）和远程访问（链接二）两种访问途径。

本地镜像只能查询本馆已经购买的数据库，远程访问可查询所有数据库内容，更新速度更快。

以远程访问为例，《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两种方式： 

1.简单检索，直接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 

 

 

简单检索的结果往往范围过大，但在在结果页，《维普》又提供了相当多的工具来满足

使用者的需求：推荐查询主题，可扩展查询主题；在结果中检索，可进行二次检索提高准确

度；检索结果分析，可从期刊收录、学科、主题、机构、作者、期刊、年份、被引范围（频

次）等角度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来选择所需文献；发文量、被引量趋势图，可分析检索主

题的发展趋势。同时，对于检索结果，还可以对指定文献检索其参考文献、引证文献的全文，

并可进行引用追踪。 



图书馆电子资源与服务指南 

39 
 

 

 

2.高级检索，分为高级检索和检索式检索。高级检索是通过对多个检索字段进行逻辑运

算（与、或、非）以达到精确检索。检索字段包括题名、关键词、作者、机构、刊名、分类

号、参考文献等等，同时，高级检索可对出版时间、期刊范围和学科进行限制，以提高检索

的精确度， 

 

 

3.检索式检索，用检索表达式来达到精确检索。这种方法如果用好了，可保证检索结果

专业精确，并能作为一个长期使用的检索式以保证检索结果的延续性。具体使用方法请看网

站说明。一般读者不太常用此检索方式。 

4..期刊浏览，可通过期刊导航、学科导航、地区导航来检索整本期刊，实现对该期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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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的检索。 

（三）优点及特色 

作为一个期刊服务平台，除了提供期刊全文的检索及获取，维普中文期刊论文全文数据

库还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分析及扩展，不仅是提供文献资源本身，更重要的是一站式的学术

搜索和知识服务，并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1. 全文下载、原文传递、开放链接等多途径的全文服务模式，保障用户的全文获取请求

可在线阅读。期刊论文格式虽为 pdf，不同于其他数据库要下载才能阅读，维普提供了在线

阅读和下载全文两种方式，可以直接在线阅读而不用下载，没有购买的文献还可使用原文传

递方式获取。 

 
 

2.提供对每种期刊的评价报告，可了解期刊的影响因子等相关情况。 

2.1.3 龙源期刊网 

（一）简介 

龙源期刊网又称为中国人文期刊杂志，已经签约中国品牌期刊杂志近 3000 家，收录中

国主流传媒内容资源的精品，具有较强的社会公信力和品牌影响力，其中凝聚了中国最优秀

的知识精英创造的知识财富。 

龙源不仅是传统期刊的一个聚合平台，同时也是多种新媒体的表现园地，可直接通过手

机、阅读机进行阅读，为大家提供了网络时代更方便、快捷的服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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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索方式及技巧 

龙源期刊网由于以人文及时政要闻等期刊为特色，不以科研为主要目的，检索也就非常

简单，分为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 

1.简单检索，直接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词出现位置（标题、全文或刊名）即可检索。 

 

2.高级检索，通过对多个检索条件进行逻辑运算（并且、或者、不包括）以达到精确检

索。检索字段包括题名、作者、刊名、出版时间等等。 

 
3.直接浏览期刊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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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 

龙源期刊网收录的多为人文、时政类大家喜闻乐见的期刊，阅读体验非常好。它提供了

文本版、原貌版、语音版（部分有）供读者选择，下载方便，文字、图片清晰，可随时随地

进行阅读。 

2.1.4 人大复印资料网络版 

（一）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 1958年，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搜集、

整理、编辑、发布的信息资料提供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库，是人大数媒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以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数据库为内容基础，辅以先进的

检索方式、优质的期刊、论文推荐而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资料库。囊括了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中的各个学科，包括政治学与社会学类、哲学类、法律类、经济学与经济管理类、教育

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学类、文化信息传播类以及其他类。每个类别分别涵盖了相关专题

的期刊文章。我馆收集了从 1995年至今的所有专题的全文数据。 

特色：以专家和学者的眼光，依循严谨的学术标准，在全面的基础上对海量学术信息进

行精心整理、加工、分类、编辑，去芜存菁、优中选优，提供高质量的学术信息产品。数据

信息量大，涵盖范围广，便于用户了解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状况，把握本领域的研究动

态。 

（二）检索方法及技巧 

提供了本地镜像（链接一）和远程访问（链接二）两种访问途径。本地镜像只能查询本

馆已经购买的数据库，当然，还包含回溯数据库，远程访问数据更新快，可查询最新数据库

内容，使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相应访问途径。下面是以远程访问为例，检索方式有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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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检索和高级检索，另外可进行期刊浏览。 

1.简单检索，使用者通过在“任意词”、“标题”、“副标题”、“作者”、“作者简介”、“关

键词”、“正文”、“摘要”、“参考文献”、“原文出处”、“分类名称”、“分类号”等中选择一项

检索途径进行检索。对于检索结果可以二次检索，通过初步的检索得到结果后，可以在列表

页面的上面检索框进行二次检索。 

 

 

2.高级检索，通过对多个检索条件进行逻辑运算（并且、或者、不包括）以达到精确检

索。检索字段包括题名、作者、作者单位、文献类型、分类号等等，同时，高级检索可对出

版时间进行范围限制，以提高检索的精确度，并可进行再次检索。左侧是学科分类，选择所

需学科分类后，让检索结果更为准确。 

 

 

3.期刊浏览，以整本期刊为检索对象，可按期刊学科、期刊首字母拼音、期刊分类号、

期刊属性等不同形式的查询方式进行资源检索。 

 
 

（三）数据库特色 

1.检索结果直接在网页打开，为文本格式，可以直接对文字进行加工处理，使用非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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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2.回溯库需要点击“链接一”，选择回溯库进行检索。 

 

 

 

 

3.检索平台首页对内容进行了多种加工，包括对文章分类、最新期刊、重点专题、学术

评价、各学科文章排行等等，有助于读者选择文献资源。 

2.1.5 晚清及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一）简介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共收录了从 1833 年至 1911 年间出版的 500 余

种期刊，21900 余期，50 万余篇全文，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所有期刊，拥有众多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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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最”，是研究晚清历史的读者用户必备的数据库检索工具。作为种类繁多、收录全面、主

题鲜明的全文史料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再现了晚清时期思想激荡的峥

嵘岁月：有宣扬妇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妇女类期刊，有晚清小说大繁荣时期涌现的四大小说

期刊，有为开启民智、传播新知创办的白话文期刊，有介绍先进技术、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技

类期刊……读者用户可从标题、作者、刊名等途径对 28 万余篇的文章进行检索、浏览并下

载全文。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收录民国时期（1911-1949）出版的近 2 万种

期刊（截止目前），内容集中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思想文化、

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作为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具有极

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它丰富了报刊数字资源，更方便了广大读者用户进行关于民

国时期历史的学术研究。 

读者用户可从标题、作者、刊名、分类号、年份及期号等途径对文献进行检索、浏览并

下载全文。同时，读者用户还可以使用期刊导航功能，直接浏览和下载期刊原文，截止目前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出版 1-11 辑，读者用户可对 20189 余种期刊，

355562 期，906 万余篇文章进行检索、浏览并下载全文。 

（二）检索方法及技巧 

提供了本地镜像（链接一）和远程访问（链接二）两种访问途径。本地镜像只能查询本

馆已经购买的数据库，远程访问可查询所有数据库内容。以远程访问为例。 

1.普通检索：直接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检索结果往往会比较多，这时，检索平台提供

左侧聚类栏进行分类，按是否全文、文献类型、文献来源、作者、学科分类、出版时间等等

多种方式对检索结果进行分类，使用者可根据需要选择，能更准确地检索到所需文献。 

 
 

2.高级检索，通过对多个检索字段进行逻辑运算（与、或、非）以达到精确检索。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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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包括题名、作者、作者单位、文献类型、分类号等等，同时，高级检索可对出版时间进

行范围限制，以提高检索的精确度，并可进行再次检索。左侧是对数据库进行选择。 

 

 

 

3.专业检索，是用检索表达式来达到精确检索，具体使用方法请看网站说明。一般读者

不太常用此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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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使用文献导航，用刊名进行浏览检索。 

 

 

（三）特色 

文献以扫描的图片格式呈现，不能直接使用。 

2.1.6 全国报刊索引全文数据库 

（一）简介 

《全国报刊索引》创刊于 1955 年，是国内最早的中文报刊文献检索工具。近六十年来，

它已由最初的《全国报刊索引》月刊，发展成集印刷版、电子版以及网站为一体的综合信息

服务产品, 基本上覆盖了全国邮发和非邮发的报刊，内容涉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

社会科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

理等各个学科，是目前国内期刊收录最全面的题录型检索数据库。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与晚清及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同一平台，我馆正陆续购入后者各

辑，并均可在网上使用。目前，检索平台建成了时间跨度从 1833 年至今的一个半世纪、收

录数据量超过 3000 万条、揭示报刊数量 20000 余种的特大型文献数据库，年更新数据超过

350 万条。 

（二）检索方式及技巧 

《全国报刊索引》提供了本地镜像（链接一）和远程访问（链接二）两种访问途径。本

地镜像只能查询本馆已经购买的数据库，远程访问可查询所有数据库内容。以远程访问为例。 

1.普通检索，直接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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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往往会比较多，这时，检索平台提供左侧聚类栏进行分类，按是否全文、文献

类型、文献来源、作者、学科分类、出版时间等等多种方式对检索结果进行分类，使用者可

根据需要选择，能更准确地检索到所需文献。 

 

2.高级检索，通过对多个检索字段进行逻辑运算（与、或、非）以达到精确检索。检索

字段包括题名、作者、作者单位、文献类型、分类号等等，同时，高级检索可对出版时间进

行范围限制，以提高检索的精确度，并可进行再次检索。左侧是对数据库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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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检索：用检索表达式来达到精确检索。具体使用方法请看网站说明。一般读者不

太常用此检索方式。 

 
 

 
 

4.可使用文献导航，用刊名进行浏览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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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点 

由于是题录型数据库，不涉及到版权，因此期刊的收录是最全的。当我们需要全面了解、

搜集中文期刊中有关某一课题或研究方向的资料，可先选择此数据库检索，再使用其他数据

库获取全文。如果其他数据库中没有全文，可使用本数据库提供的方式获取全文，直接点击

文章后面的“购买”图标，即放入“购物车”，选择完成后，进入“购物车”结账，选择你

需要的索取方式（邮件、邮寄或传真）和支付方式，结帐后系统会很快以你选择的索取方式

把原文发给你。 

2.1.7 台湾华艺人社库 

（一）简介 

《台湾华艺期刊、论文数据库》又称为《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收录了台湾地区各类

期刊论文及高校学位论文，在同一平台使用。本馆购买了学位论文及人文学、社会科学类期

刊论文库。 

人文学包含：人文综合、语言文学、历史学、艺、哲学、宗教、图书信息学、人类学、

地理学。社会科学：社科综合、教育学、体育、管理学、社会学、区域研究、商学、经济学、

心理学、政治学、法律学、传播学、图书信息学、行政与地政、人类学、地理学、空间设计、

统计学、性别研究、交通运输、国防军事、应用科学。 

 

 

（二）检索方法及技巧 

本库的检索方法分为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及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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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单检索，和其他数据库简单检索不一样，《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除了直接输入检

索词检索外，还可以输入更多选项来进行条件限制，以实现更准确地检索，这些选项要求必

须同时满足，即我们常说的“并且”逻辑符。 

 

 

2.高级检索，通过对多个检索字段进行逻辑运算（AND、OR、NOT）以达到精确检索。检

索字段包括题名、作者、关键词、摘要等等，同时，高级检索还可对语言、文献类型、出版

地区、出版时间等进行范围限制，以提高检索的精确度。 

 

 

3.期刊浏览，以整本期刊为对象，按主题查找期刊并实现文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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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功能 

1.检索结果全文可以复制，在 word 里面繁体可转换简体。目前，简体中文版也开始上

市了。 

 

 

2.关键词、作者等可链接到相关论文，可以轻松取得研究相关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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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台湾月旦知识库 

（一）简介 

月旦知识库（大陆地区专用版） 收录包括台湾期刊文献、图书文献、词典工具书、两

岸常用法规、精选判解、教学案例、博硕论文索引、题库讲座等子库, 50万笔全文数据，运

用智能型跨库整合交叉比对查询。 

（二）检索方式 

1 浏览检索 

数据库按学科进行浏览如月旦系列、高等教育系列、法学、公管系列等，同时也可按文

献类型或适用场景浏览，如期刊、论著、词典工具书、常用法规等。 

 

2.检索词检索 

在首页的检索框中输入检索词即可查找该检索词相关的文献。如检索框中输入“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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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点选相关词即可查找教师教育相关的文献注：检索过程中可以进行简体识别，即可以

用简体中文进行检索。此种情况下为关键词检索。 

 
指令检索 

 

文档查询：  相当于全文检索，可以输入几个任意词并进行逻辑组配以实现精确检索的目的。 

 

指令检索与文档查询有更多检索限制，如文献来源和出版时间等，以助我们查找更精确

的结果。 

3 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中也可以通过顶部的分类进行精炼，如只看期刊文献、只看法规类文献等。 

结果提供 PDF 格式阅读、 网上阅读和特有的 HyView 格式阅读方式。具体来说，下载版提

供 PDF 和 HyView 两种格式的下载，分别使用相应的阅读器打开；而线上版则可以直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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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阅读器。 

特别说明：为了确保离线状况下可以更好地阅读全文，建议下载两种阅读器（因为有些

文献没有 PDF 格式。 

2.2 外文期刊数据库 

2.2.1 EBSCO（ASP+BSP） 

（一）简介： 

美国 EBSCO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集成数据库出版商和期刊代理商，制作和出版 500 多种

集成期刊数据库，涉及超过 260，000 种以上的期刊、杂志。其数据库将二次文献与一次文

献‘捆绑’在一起，为最终用户提供文献获取一体化服务，检索结果为文献的目录、文摘、

全文（PDF格式）。本馆现引进了其中的两个数据库 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商业资

源电子文献数据库）和 Academic Search Fulltext Premier(ASP学术期刊全文库)。 

ASP收录了生物学、经济学、通信、计算机科学、工程、语言与文学、教育等学科领域

的 4286种期刊，其中有 3288种期刊为全文刊，部分全文刊还带有图表。全文刊的最早收录

时间为 1990年。 

BSP收录 3,319种期刊索引及摘要，其中 2,300 种为全文期刊（包括 1,100多种同行评

审全文期刊）及 10,000多种非刊全文出版物（如案例分析、专著、国家及产业报告等）。著

名的商业杂志华尔街日报（The Walls Street Journal）、每周商务（Business Week）、财

富（Fortun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merican Banker、Forbes、The Economist

等均收录其中。最早收录时间为 1886年。 

（二）检索方法与技巧 

1、进入检索界面：点击链接进入如下界面，选择 EBSCO 学术检索大全，才能进行数据

库选择，我校购买了前两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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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方式：本数据库提供了基本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 

基本检索：在一个检索框内输入检索词或检索式，在下面的检索选项中加以限定来进行

检索。 

 
 

高级检索：可输入多个检索词，利用 AND、OR、NOT 进行条件设定，并提供检索选项进

行范围限定来获取理想的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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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标有“PDF 全文”方可下载阅读。EBSCO 提供了“精确搜索结果”来对检索

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可提高结果的准确度。 

 

 

（三）特色 

EBSCO 的检索页面为中文界面，简单明了，极大地方便了国内读者们的使用。 

2.2.2 ProQuest 教育学、心理学期刊全文数据库 

（一）简介 

ProQuest 是一个多数据库检索平台，该平台提供多种全文及文摘索引数据库。我校购

买的 ProQuest教育学、心理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包含以下内容： 

1.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 ProQuest教育学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收

录教育学期刊最全面的数据库,收录了自 1988年以来 1,000多种学术期刊（其中包括 771种

全文刊，303种有影响因子），大多数出版物同时被美国教育研究信息中心 ERIC数据库所收

录，内容涵盖了教育学方面的所有学科，如教育研究、儿童研究、师资教育、教育心理学、

教育发展、青少年教育、语言学与英语、教育图情学、教育方法、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社

会学、教育技术、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 

2.ProQuest Psychology Journals 心理学期刊数据库：提供心理学 710 多种刊物的摘

要与索引，575多种全文， 5,200 多篇心理学博士论文全文。基于 PsycINFO 开发，可做为

PsycINFO 的全文补充，并提供图表,示意图,图片,表格,照片及其他图形要素的检索，读者

可直接检索相关的图表，对照自己的实验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学科涉及：行为学、临床学、

认知学、发展学、试验学、行业学、人格学、生理学、生物心理学、心理测验学和社会心理

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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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索方法及技巧 

检索方法分为基本检索和高级检索，也提供了出版物检索。 

1.基本检索，输入一个或多个字，然后单击检索即可获得检索结果。浏览检索结果。打

开并查看文档。文档可以是任何形式，包括报纸文章、照片、PDF 或视频。ProQuest 将在

所有所选数据库的所有文档的所有字段（包括任何可用的摘要或全文文献）中查找您的字词

（检索词），如果您输入多个字词时，例如 shale oil，ProQuest 将查找任何字段（包括任

何可用的摘要或全文文献）中同时包含 shale 和 oil 的文档。 

基本检索中，可以使用大量的检索技巧来缩小检索范围，实现精确检索。具体说明可点

击“检索技巧”查看。 

 
 

2.高级检索，通过对多个检索字段进行逻辑运算（AND、NOT、OR）以达到精确检索。检

索字段包括篇名、作者、文摘、关键词、全文等等，同时，高级检索也提供了通过出版时间、

文档类型、出版时间等方式进行范围限制，以提高检索的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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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版物检索，提供从出版物（如期刊、书籍）途径检索文献的途径，类似于其他数据

库的浏览功能。 

 

 

    4.检索结果页面，除了显示检索结果外，左侧提供了很多缩小检索结果的途径，包括同

行评审、出版物类型、出版日期、出版物名称、文档类型、主题、分类、语言等等。 

 

 

（三）特色功能 

1.ProQuest可提供中文界面检索，包括检索说明，非常容易操作； 

2.检索结果可直接通过点击页面提供的“翻译”将它译成中文，消除了因语言问题带来

的使用隔阂。还可以点击“聆听”来听语音。使用非常方便； 

3.检索平台提供了保存检索和提醒功能，可以实现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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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JSTOR 数据库 

(一)简介 

JSTOR全名为 Journal Storage，初始是一个对期刊进行数字化的项目。目前 JSTOR是

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学科主题为中心，兼有一般科学性主题共十几个

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期刊的全文库，提供从创刊号到最近三至五年前过刊的 PDF全文。有些过

刊的回溯年代早至 1665年。 

在 JSTOR平台上的所有期刊皆可全文检索，检索词会以颜色特别标注，另外，亦提供高

水平的影像及百万条引文与参考文献的连结。 

我校目前购买的专辑为：Arts & Sciences I （人文社科主题一，收录人类学、亚洲

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经济学、生态学、数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财政、历史、文学、

人口统计学、社会学、统计学等 15 种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 119 种学术性期刊全文资料）；

Arts & Sciences VI（人文社科主题六，人文社会主题方面的第六个资料库，延伸 JSTOR收

录的学科领域，包含经济、教育、语言学、政治学与区域研究的 120 余种期刊）；Language 

and Literature（语言与文学主题，收录 58种学术期刊,合计超过 1,760,000页的全文，延

伸到文学文化中的多个国家，并且以多国语言显示出来，包括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德语。

透过 MLA的协助，已收集近三十年来了语言学核心期刊）。 

（二）检索方法及技巧 

JSTOR平台的检索方法分为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也可以通过浏览来查阅文献。 

1.简单检索，直接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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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检索，通过对多个检索字段进行逻辑运算（AND、NOT、OR）以达到精确检索。检

索字段包括全文、篇名、作者、文摘等等，同时，高级检索也通过对获取权限、文献类型、

出版时间、语种、期刊名等方式进行范围限制，来提高检索的精确度。 

 

 

3.期刊浏览，可以按主题、刊名、出版者三种途径选择期刊进行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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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索结果，可以点击后直接阅读，也可以下载 pdf 文件本地阅读。 

 

 

（三）特色功能 

1.提供论文检测的工具（测试版）； 

2.在 MyJSTOR 菜单项提供了一些个性化服务，用户可以通过输入选项选择适合自己的

服务。 

2.2.3 Emerald期刊回溯库 

（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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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 于 1967 年由来自世界著名百所商学院之一的 Bradford University Management 

Center 的学者创立，主要出版管理学、图书馆学、工程学等专业期刊。 

我馆购买的 Emerald 期刊回溯库包含 178 种全文期刊，超过 11 万篇的全文内容，涉及

会计、金融与法律；人力资源；管理科学与政策；图书馆情报学；工程学等领域。所有期刊

均回溯至第一期第一卷，最早可以回溯到 1898 年，为商业、管理学领域的学者及社会历史

学家等人士，提供了重要而有意义的历史资料。 

（二）检索方式 

Emerald 平台提供了简单检索、高级检索等检索方式，同时提供期刊浏览方式进行期刊

的查阅。 

1.简单检索，即直接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简单方便，适用于检索词描述准确专业且范

围较小。 

 

 

2.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可对多个检索字段进行逻辑运算（AND、NOT、OR）以

达到精确检索。检索字段包括作者、文摘、出版物、关键词等等，同时，高级检索也提供了

通过出版时间、资源类型等方式进行范围限制，大大提高了检索的精确度。 

 

Emerald 作为一个检索平台，本馆只购买了回溯库，有一些全文期刊无法访问，高级检

索时可以限定“Only content I have access to”，以确保得出的结果都可以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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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期刊从刊名及主题进行浏览检索，适用于了解指定期刊的内容。 

 

 

4.检索结果如下，如果图书馆订购该篇文章的全文，会有一个绿色的小方框，直接点击

“PDF”即可下载，也可以直接点击进行阅读。在结果页面右侧，内容丰富，提供将检索结

果按关键词、出版日期、出版社、主题等进行过滤（即分析）的选项，可有效缩小检索范围。

还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在结果内进行检索，可以修改检索式提高检索结果的准确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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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剑桥期刊回溯库 

（一）简介 

剑桥期刊回溯库 2011 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将可获取的所有剑桥期刊早期卷册全部数字

化而成，包含 209 种优秀的期刊，时间跨度从 1770 年至 1996 年左右，共包含 63 万多篇文

章，430 多万页的数据。涵盖的主要学科有：物理学、材料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医学、生

态和环境保护、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历史、亚洲及中国研究、美国研究、

古典学、哲学、社会学、法律、音乐和戏剧、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等等，绝大多数内容

都有着较高的回溯价值。其中，151 种期刊的现刊被 SCI/SSCI/AHCI 收录（JCR2010），收录比

例达到了 72.2%。 

（二）检索方法与技巧 

剑桥期刊回溯库提供的检索方法非常简单，分为简单检索和期刊浏览。 

1.简单检索，直接输入检索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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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检索方法简单，但是在结果页面，剑桥期刊回溯库提供了很多途径对结果进行限定，

以获得更精确的结果。首先，可以使用左侧提供的 Refine search 进行再次检索；同时，左侧

还提供了其他可选限定条件，如通过 Access 栏选择“Only show content I have access to”，以

确保得出的结果都可以下载全文；通过文献类型、作者、出版日期、主题、期刊、出版者、

学会等等进行分类。 

 

 

 

2.期刊浏览，直接按收录期刊的刊名顺序浏览期刊即可。页面直接标注了回溯库所包含

的年、卷号，在此范围内的论文方可直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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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索结果，可直接打开，也可下载 pdf 文件本地阅读。 

2.2.5 SAGE回溯期刊数据库 

（一）简介 

SAGE 出版公司是全球五大期刊出版社之一，与全球超过 250 家专业学术协会合作出版

700 余种高品质学术期刊。 SAGE 期刊是 100%全文，100％同行评审，63％的期刊为国际核

心刊收录，有 35%的期刊在其所在学科类别排名在前十位。 

SAGE 期刊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工科技、医药等广泛领域。期刊的主要范围包

括:经济管理、公共管理、传播传媒、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和国际关系、语言文学

及文化研究、研究方法学、犯罪学、城市研究与规划、地理与环境科学、机械工程、材料科

学、纺织材料、生命科学和医学、药学、公共卫生和护理等 40 多个学科。 

本馆购买了其现刊库及回溯库。现刊库为 1999 年至今各学科期刊全文，SAGE 回溯库为

381 种期刊自第 1 卷第 1 期到 1998 年 12 月的全文。 

（二）检索方法与技巧 

SAGE 平台提供“Search”（简单检索）和“Advanced Search”（高级检索）两种检索，并可

通过分类或刊名字顺方式浏览期刊。 

1.简单检索，直接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不加限定，结果可能会准确度不够，但胜在方

便好用。适用于能提供精确专业的检索词时的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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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检索，通过对多个检索字段进行逻辑运算（AND、NOT、OR）以达到精确检索。

检索字段包括篇名、作者、文摘、关键词等等，同时，高级检索也提供了通过出版时间、期

刊名等方式进行范围限制，大大提高了检索的精确度。 

 

 

SAGE 作为一个检索平台，有一些全文期刊本馆可能无法访问，高级检索时可以通过在

Access Type中限定“Only content I have full access to”，以确保得出的结果都可以

下载全文。 

3.引文检索（Citation Search），其实就是指期刊检索，可通过期刊刊名、年、卷、期

及页码来直接查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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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期刊浏览，可通过分类和主题查找相应的期刊。这种方式适合于了解期刊论文发表情

况及直接进行浏览期刊论文。 

 

 

（三）检索结果及特色 

1.只有出现绿色开锁图案的论文方可阅读。可以直接点击题名阅读，也可下载 pdf 文档

在本地阅读。 

 

 

2.结果页面的右侧将检索结果按文献类型、出版年及主题进行汇总，提供进一步检索的

途径。 

3.SAGE 针对个人提供保存检索式、感兴趣的期刊等个性化服务，从“My Tools”菜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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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2.2.6 CASHL（开世览文） 

（一）简介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Library，

简称 CASHL）是在教育部的统一领导下，本着“共建、共知、共享”的原则、“整体建设、分布

服务”的方针，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建设的文献保障服务体系也是全国性的唯一

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收藏和服务中心。 

CASHL 于 2004 年 3 月 15 日正式启动并开始提供服务。目前已收藏有 11100 多种国外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和重要期刊；1370 种电子期刊以及 27 万种早期电子图书； 44

万种外文图书；以及“高校人文社科外文期刊目次库”和“高校人文社科外文图书联合目录”等

数据库，提供数据库检索和浏览、书刊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相关咨询服务等。任何一所高

校，只要与 CASHL 签订协议，即可享受服务和相关补贴。 

本馆早已与 CASHL 签订协议，我校读者均可获取其相关资源。 

 

 

（二）检索方法与结果 

CASHL 分为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 

1.简单检索（简单查询）只一个检索框，通过直接输入检索词在指定的检索项（题名、

著者、主题、出版机构等）进行检索。可以对资源类型和学科进行限定，以缩小检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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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检索，其实是将几种检索项都作为一个检索框，可对多个检索条件进行逻辑运算

（AND、NOT、OR）以达到精确检索。同时，高级检索也提供了通过出版时间、学科类别、

馆藏地址、资源类别等方式进行范围限制，大大提高了检索的精确度。 

 

3.检索结果如下。如果需要哪篇论文，点击“文献传递”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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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说明 

要获得 CASHL 文献传递的权限，必须要进行注册，由图书馆负责文献传递的老师审核

通过后方可。注册方法如下： 

1.点击登录/注册 

 

2.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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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送文献传递请求 

 

4.填写申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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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浏览资源 

CASHL 提供了浏览方式来检索其收藏的论文，通过资源发现，分别选择文章、期刊、图

书、电子资源等库，可以按字顺进行浏览。 

 

2.2.7 CCC 数据库 

（一）简介 

西文期刊目次数据库(全称 CALIS CURRENT CONTENTS OF WESTERN JOURNALS) CALIS 外文

期刊网，是面向全国高校广大师生的一个外文期刊综合服务平台。它收录了 24000 种外文期

刊 99 年至今的 1000 万条篇名目次数据，并加注国内三大系统近 400 家图书馆纸本期刊馆

藏和世界著名的九种二次文献收录期刊品种数据，共收录近 10 万余种高校收藏的纸本期刊

和电子期刊信息，其中有 4 万多种期刊的文章篇名信息周更新，目前期刊文章的篇名目次信

息量达 8000 多万条。可以链接到国内已引进的 20 种全文数据库（大部分可以实现篇对篇链

接），是集文献查询、馆藏揭示、全文链接及原文传递功能为一体的服务平台。 

CCC 是国内已有二次文献数据库中数据量最大的，作为 CALIS 二期建设的核心平台，是

国内各系统图书馆实现外文期刊共知、共建、共享的基础。我校读者可通过图书馆主页链接

进行检索并利用文献传递获取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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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索方法及技巧 

CCC 检索方式分为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也提供浏览方式了解学术资源。 

1.快速检索，直接通过输入检索词在篇名、作者、刊名、ISSN 及全面范围内进行检索，

直接获得检索结果。 

 

 

2.高级检索，通过对多个检索条件进行逻辑运算（AND、OR、NOT），实现精确检索。除

逻辑运算外，还对出版时间、收录等进行限定，以便更准确地获得符合需要的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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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刊浏览，按刊名顺序对期刊进行浏览，可直接获得指定期刊的内容。 

 

 

4.数据库导航，收录的数据库按库名排列进行浏览，可直接选择指定的数据库检索。 

 
（三）特色功能 

1.作为一个目次数据库，综合性强，数据量大而全面，是任何一个单学科数据库无法比

拟的。如果我们要全面获取某一学科或某一主题资源，首选这类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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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将收藏馆标注出来，检索结果都可以通过文献传递获取原文，共有 2168 个图书

馆，其中 300 个提供纸本馆藏，534 个提供电子资源馆藏，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获取资源的范

围。 

3.可以通过“我的检索式”、“检索历史”、“定题服务”等多种方式来保留以往的检索过

程，极大地方便了长期稳定、定题检索，保证多次检索的一致性和准确度。 

2.2.8 PsycARTICLES 数据库（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心理学会数据库） 

（一）简介： 

PsycARTICLES 是由美国心理协会、APA 教育出版基金会、加拿大心理协会、Hogrefe&Huber

出版的期刊全文文献的数据库，包含了应用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和身体

障碍、生理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等等关于心理学各方面的论文。 

本数据库包括来自 APA 印本期刊的几乎所有文献，大多数 APA 期刊都回溯到第 1 卷第

1 期，其中最早的期刊是在 1894 年创刊的《Psychological Review》。数据库还收录了已经停

刊的期刊。 

（二）检索方法及技巧 

PsycARTICLES 本是一个单独的数据库，但它的检索和使用是通过 ProQuest 检索平台来

进行的，如下图所示。因此，它的检索方法及技巧与 ProQuest 教育学、心理学期刊全文数

据库相同，使用时请参见该部分的使用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三）说明 

1985 年及以后发表的论文有 pdf 和 html 两种格式，1985 年之前出版的文章只能提供

pdf 格式，所有的 pdf 格式论文都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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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刊数据库（理工类） 

3.1 中文期刊数据库 

3.1.1 中国光学期刊网 

（一）简介 

中国光学期刊网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主办，以收录国内光学期刊为

目标，致力于为该专业及相关范围内的研究技术人员提供专业的资源支持。目前全文收录 27

种光电类中文核心精品期刊，另外收录 13 种光学期刊的文摘，国内光学期刊资源全收录。

其中：SCI 收录的有：中国光学快报（COL）、红外与毫米波学报、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EI 收录的有 7 本刊物：中国激光、光学学报、COL、强激光与粒子束、光学精密工程、光谱

学与光谱分析、发光学报。 

（二）检索方法 

光学期刊网提供综合信息查询和期刊论文查询，其中综合信息查询包含了期刊、光电、

企业、社区、专题等各种信息类型。 

 

 

 

检索结果中可以看出结果在期刊中的分布，可以进行二次限制检索，同时可以将结果导

出为特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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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功能 

中国期刊网是光学及相关领域产学研相结合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就科研学者而言，除了

学习文献和了解产品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色功能。 

1.在线投稿系统：网站集中了《光学学报》、《中国激光》、《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等各

类光学相关学术期刊的在线投稿系统，方便用户进行学术投稿，统一管理稿件等。 

 

2.汇同会议系统：提供专业内各类会议信息，同时提供参会注册和论文提交平台，方

便进行会议信息获取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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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外文期刊数据库（理工类） 

3.2.1 ACS（美国化学学会） 

（一）简介 

ACS，成立于 1876年的美国化学学会，拥有会员 16万人，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科技学会。

其出版的期刊，内容涵盖了 24 个主要的化学研究领域：生化研究方法、药物化学、有机化

学、普通化学、环境科学、材料学、植物学、毒物学、食品科学、物理化学、环境工程学、

工程化学、应用化学、分子生物化学、分析化学、无机与原子能化学、资料系统计算机科学、

学科应用、科学训练、燃料与能源、药理与制药学、微生物应用生物科技、聚合物、农业学。

数据库内容包括：40 种 ACS 期刊现刊（ACS Web Edition）及 ACS期刊回溯（ACS Legacy 

Archives）电子版；ACS期刊现刊内容为 1996年 1月 1日至今出版的期刊文章；ACS期刊回

溯包含 1879年至 1995 年间 ACS出版发行的所有专题和文章。我馆目前订购了 43种期刊和

回溯期刊（ACS Legacy Archives）。 

（二）检索方法 

ACS支持检索词检索和浏览检索两种检索方式。在检索词检索方式下， 支持一个检索词

的快速检索和多个检索词组合的高级检索。其检索界面如下： 

ACS 检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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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检索区 

 

高级检索界面 

 

高级检索提供了几种限制方式，如可以将检索字段限制在 Anywhere(任何)、

Title(题名)、Author(作者)、Abstract(摘要)、Figure\Table Captions(图\表标题)

等。读者可以结合自身需求进行多字段限制，以提高检索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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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IOP（英国物理学会） 

（一）简介 

英国皇家物理学会（Institute of Physics, IOP）成立于 1874年，下属的非盈利出

版机构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Institute of physics publishing）是全球最林的物

理及相关学科的信息传播机构炎一，主要出版物理学领域的图书、期刊。我馆订购 IOP出

版的 46种期刊现刊数据，出版学科包括：应用物理，计算机科学，凝聚态和材料科学，物

理总论，高能和核能物理，数学和应用数学、数学物理，测量科学和传感器，医学和生物

学，光学、原子和分子物理，物理教育学，等离子物理等。 

（二）检索方法 

1.IOP提供快速检索和 Article Lookup检索方式，界面如图

Article Lookup 检索界面 

 

2.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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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功能 

对于检索结果，除了可以看到 PDF 格式的全文之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快速查看

摘要等。 

另外，对于自己的检索要求，保存之后可以通过 RSS 订阅来长期跟踪，以便随时掌握

学科发展动态。 

3.2.3 APS（美国物理学会） 

（一）简介 

成立于 1899 年，致力于发展与传播物理学知识，所出版的物理评论系列期刊为物理学

各专业领域最受重视的期刊。 

我校图书馆订购了 APS 出版的如下期刊: 

• Physical Review A 

• Physical Review Applied 

• Physical Review B 

• Physical Review C 

• Physical Review D 

• Physical Review E 

•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 Physical Review Online Archive (PROLA) 

•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二）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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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PS 同样提供了浏览、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功能。 

 

2.高级检索：高级检索通过检索字段控制、文献发表时间及发表期刊实现对检索结果的

控制，以获得更精准的文献。 

 
 

3.检索结果：检索结果中，命中文献有两种打开方式：PDF 和 HTML。同时也可以在左边

的分面分类中过滤更符合自己要求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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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Wiley（化学、材料、生物、地理） 

（一）简介 

 John Wiely & Sons 公司（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创立于 1807 年，在化学、生命科 

学、医学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学术文献的出版方面颇具权威性，2007 年 2 月与 Blackwell 

出版社合并，整合到同一平台上提供服务。Wiley Online Library 是一个综合性的网络出 版

及服务平台，收录有 1400 多种在线期刊、7000 多种在线图书、以及多种过刊集、参考工 

具书、实验室指南等。 

我校开通了生命科学，地球环境、化学、高分子与材料等学科的使用权。 

（二）检索方式 

1 系统提供出版物浏览、学科主题浏览、检索词检索等多种检索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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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提供多种方式来提高检准率，如进行检索字段的逻辑关系限定、

出版时间限定等。 

 

3.检索结果：对于具体检索结果，系统提供了多种个性化功能。以便从多个角度认识、

评价该文献。 

 

3.2.5 SIAM（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 

（一）简介 

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会（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SIAM）成立于 20世纪 50年代前期，是一个以促进应用和计算数学的研究、发展、应用为

目的的协会。出版发行应用与计算数学方面的 13种期刊，这些同行评审的研究期刊涵盖了

整个应用与计算数学领域，内容丰富而全面。 

（二）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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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首页中提供了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入口。

 

2.高级检索：高级检索中提供了更多的检索限制途径来提高检准率。 

 

3.检索结果 

文献操作区提供了文献内容操作、推荐与分享、相关主题订阅提醒等。 

文献内容概览区提供文献全文、摘要、相关数据库、发表历史、关键词、AMS 主题分类

及出版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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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IEEE 计算机学会数据库 

（一）简介 

IEEE 计算机学会是 IEEE 下最大的一家专业学会。致力于发展计算机和信息处理技术的

理论、实践和应用。通过会议、应用类和研究类的期刊、过程教育、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制定

工作组，在学会成员中间推动信息传播、思想交流和技术创新，为全球计算机专业人士提供

顶尖的技术信息和服务。 

IEEE 计算机学会数据库涵盖 27 种计算机核心刊物（最早可回溯至 1988 年），大部分期

刊被 SCI、EI 收录。 

（二）检索方式 

1.IEEE 同样提供了浏览和检索词检索两种文献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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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检索：高级检索提供了多种检索字段，可以将这些检索字段进行逻辑匹配来提高

检准率。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中，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原文查看和摘要查看。同时也可以看到系统为用

户提供了相似文献。 

（三）特色功能 

除了传统的检索文献之外，IEEE 还提供了其他更多适合使用者的特色服务。如：订阅、

投稿、非会员免费获取摘要和表格等。 

 

3.2.7 ScienceDirect(Elsevier SDOL)（数学、物理、化学） 

（一）简介 

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与医学文献出版发行商之一。自

1999 年开始向读者提供电子出版物全文的在线服务，包括 Elsevier 出版集团所属的 2 500 多

种同行评议期刊和 11 000 多种系列丛书、手册及参考书等，涉及四大学科领域：物理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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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生命科学、健康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数据库收录全文文章总数已超过 1200

万篇。 

我校现已购买 Mathematics,Physics and Astronomy,Chemistry 三个学科包。此外，Elsevier

还开通了个性化服务：在我校授权 IP 范围内，通过登陆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并在线注册，

读者可以为自己申请到免费的账号。使用自己的账号和密码，读者可以在 ScienceDirect 数据

库中享有多种个性化服务，包括设置自己常用的期刊收藏夹、保存检索结果等等。 

（二）检索方法 

1.检索首页面：SD 不仅提供了期刊论文的检索也提供了图书章节和开放存取资源的检

索。其检索途径有关键词、作者、标题、卷期页码等。 

 

2.高级检索：高级检索中不仅可以对检索字段进行逻辑匹配运算，同时也可以对检

索结果进行精炼，以提高检准率 

 

3.检索结果：检索结果中同样也可以进行再次精炼。结果也可以输出为特定的格式，

同时对于开放资源进行了标记。注册之后也可以享受系统提供的更多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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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Nature 周刊 

（一）简介 

英国著名杂志《Nature》创刊于 1869 年，始终如一地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

要的突破。Nature.com平台提供的电子期刊，主题涵盖科学、技术、生物技术、化学、基因

与进化、免疫、药学、医学、临床医学、恶性肿瘤、牙科、分子细胞生物、神经科学、物理

科学等。 

我校仅购买《nature》周刊（1997年至今）的所有内容，此外《nature communications》

(《自然通讯》）是 NPG 出版集团的开放获取旗舰刊，可以免费获取。 

（二）检索方式 

Nature 提供了出版物索引、主题浏览和检索词检索等几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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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高级检索通过使用检索字段的逻辑与匹配，再将结果进行发表时间和刊物类

型限定以提高检准率。 

 

检索结果：系统对检索结果提供了下载、引用、转载、文献计量等服务。不仅可以

获取全文，也可以将引文以 RIS 格式下载，通过使用 ENDNOTE 文献管理软件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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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色功能 

可以对文献设置标签或者分享；同时提供了基于本文（主题的）文献关联。 

 

3.2.9 Science（美国《科学》周刊） 

(一)简介 

《科学》周刊（Science）由爱迪生于 1880 年创建，现由美国科学促进会出版，是国

际 学术界享有盛誉的综合性科学期刊。Science Online（《科学在线》）是《科学》通过 

Highwire 平台呈现的网络数据库，涉及生命科学及医学、各基础自然科学、工程学，以及

部分人文社 会科学，内容包括《科学》、《今日科学》《科学快讯》、《信号转导知识环境》和

《衰老科学 知识环境》等在线电子期刊以及相关科学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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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可以访问 Science《科学》周刊的内容（1997-至今）。 

(二)检索方式 

1.Science周刊提供了期刊浏览和检索词检索两种检索方式。 

 

 

2.浏览检索 

期刊浏览中我校只能访问图中标示内容 

 

3.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中除直接获取 PDF 全文外，系统也提供了分享途径，同时也提供了快速获取

文中图表数据等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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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ST 科技期刊回溯库 

(一)简介 

该库包含 344 种期刊从创刊年起至 2000 年的内容，超过 57 万篇全文，涵盖物理学，化

学，数学与统计学，环境与农业，工程、计算与技术 5 个主题领域。 

化学类期刊包含化学工程、晶体学、环境科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和理论化学

等学科； 

工程、计算与技术期刊包含人工智能、土木工程、设计工程、能源、人机工程、卫生与

安全工程、信息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控制工程、电机与电子工程、遥感、岩土工程、

工业工程、制造工程及系统工程等学科； 

   环境与农业期刊包含农业研究、植物与作物科学、土壤科学、环境科学、食品科学和技术、

水产与海洋研究、兽医学、野生动物管理及动物学自然历史学等学科； 

   数学与统计学期刊包含应用数学、优化、分析、计算机数学、数学史和逻辑、统计理论和

应用、生物制药统计、随机指数、计算机统计和概率等学科； 

   物理学期刊包含凝聚态物理学、地球和行星科学、天文学、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材料

科学、力学、核科学与技术、光学等学科。 

(二)检索方式 

S&T 提供了检索词检索和浏览检索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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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在检索结果中可以对命中文献进行再次精炼以提高检准率。同时在文献题

名后有 标志 

表示可获取全文。 

 

（三）特色功能 

在可获取的文献中，系统提供了多种特色服务如快速获取文献中的表格、图表、参

考文献、引文、文献计量、转载许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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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电子全文期刊 

（一）简介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订购的国外网络版期刊，面向中国大陆学术界用户开放。

用户为了科研、教学和学习目的，可少量下载和临时保存这些网络版期刊文章的书目、文摘

或全文数据。 

NSTL 购买的网络版期刊和数据库只对国内学术型机构开通服务，用户通过机构 IP 登录

期刊网站可查看资源全文。上述出版机构的电子期刊凡在 Ingenta 平台上提供服务的，Ingenta

平台上会在列出的期刊名称前标有“S”，表示该期刊已在读者所属单位的 IP 范围开通服务，

不需用户名、密码即可直接查阅期刊全文。用户可参见 NSTL 网站“全文文献”栏目“全国

开通文献”中各出版机构期刊的“详细信息”。 

 为维护网络版期刊及期刊文章的版权，网站提供的文献资料仅限于浏览下载和暂时保存

以及基于个人使用目的的单篇文章的一份印制，禁止用户对期刊内容的任一部分的永久保

存。 

（二）检索方式 

NSTL 提供了内容浏览、检索词检索等检索方式，同时也提供了新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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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检索结果提供题录。获取全文的话可以进行文献传递申请或者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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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艺术类数据库 

4.1 KUKE 数字音乐图书馆 

（一）简介 

库客（KUKE）数字音乐图书馆于 2006 年 9 月正式建成发布,是国内唯一一家专注于非

流行音乐发展的数字音乐图书馆。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拥 Naxos、Marco Polo、Countdown 等

国际著名唱片公司的授权，同时整合了中国唱片公司等国内唱片公司的资源。目前图书馆已

经收藏了世界上 98%的古典音乐，以及中国、美国、西班牙、日本、瑞士、南非、伊朗等多

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音乐，同时还包含爵士音乐、电影音乐、新世纪音乐等多种音乐

类型； 并且汇聚了从中世纪到现代 9000 多位艺术家、100 多种乐器的音乐作品，总计约 50

万首曲目。2016 年最新上架的 70 万首单曲（现在音频图书馆总曲目量为 120 多万首），囊

括了古典音乐各个时期多位艺术大师的经典之作，汇集了多位演奏/演唱/指挥大师的经典演

绎。其中最闪耀的厂牌就是 EMI。EMI 唱片公司前身是 1897 年成立于伦敦的英国留声机公

司，是当今历史最悠久的唱片公司，迄今已有百年。EMI 的历史几乎就是整个唱片业的发展

史，许多著名的唱片厂牌都与 EMI 有着剪不断的脐带关系。除此之外，本次上架的曲目中还

有大量轻音乐、经典流行曲、世界民族民间音乐、爵士音乐等不同风格的专辑。 

KUKE 数字音乐图书馆除了海量的唱片外，还有丰富的文字资料介绍，配备了详细的唱片

介绍，提供歌剧故事大纲、作曲家及演奏家生平介绍等，以满足不同乐器、不同层次的音乐

学习者和欣赏者的需求，深受国内外众多个人用户以及院校机构的青睐。 

（二）检索方法  

KUKE 在数据库首页设置了“唱片、视频、剧院、有声读物、乐谱”分类栏目，选择分类

进行简单检索，检索结果没有设置排序功能，以系统默认方式排序。KUKE 系统支持简单检

索，不具备二次和高级检索等检索功能，检索曲目繁琐、困难，检全率高，但是检准率很低。

如若要准确检索到一目标曲目，必须具备相应的音乐专业知识，必须准确无误地输入检索词，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检索到目标曲目，KUKE支持中文和原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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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以检索唱片为例，检索结果页面提供了唱片名称、专辑号、所属分类、所属厂牌、作品

信息以及操作列表。操作列表包括在线播放、下载、添加到播放列表、新建文件夹和收藏五

项功能，其中后四项需要登录才能实现。 

图书馆为广大师生提供账号一和账号二。账号一为 sicnu1，密码 sicnu1；账号二为 cslib1，

密码 cslib1。用任一账号均可登录，登录以后可实现收藏、建立自己的个人文件夹、订阅等

个性化功能。 

 

（四）特色功能 

库客（KUKE）数字音乐图书馆开发了 APP，提供 iPhone 版和 Android 版本，下载客户端

后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也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古典音乐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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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SP 世界音乐在线 

（一）简介 

ASP 世界音乐在线收录了 EMI（全球最大的唱片公司）等 34 家著名的国际唱片公司 30

万首乐曲，并于年内增加到 75 万首，于近年内增加到超过 100 万首。同时还提供颇具特色

的音乐参考资料，如 70 多万页的乐谱等。这个数据库在国内推广以来受到普遍欢迎，尤其

是得到音乐院校和专业人士的一致肯定。在音乐欣赏方面有：古典音乐图书馆、当代世界音

乐、Smithsonian 全球音乐图书馆、美国歌曲集和爵士乐图书馆；在音乐参考资料方面有：古

典音乐参考资料图书馆、 格兰德世界音乐百科全书、古典音乐乐谱图书馆和非洲裔美国人

音乐参考资料集。 

（二）检索页面 

ASP 配备了较为强大的检索系统，其中的每一数据库都经过完全的索引，以确保用户能

够轻而易举地找到最相关的内容。提供导航检索、简单检索和进阶(高级)检索、多项组配检

索、二次检索、具有截词检索功能、支持布尔逻辑检索，可实现多个检索途径的逻辑组合。

各子数据库依据文献类型和特点，检索入口的设置略有不同。现以“古典音乐图书馆”为例，

在其数据库的主页面上，提供分类浏览、简单检索及高级检索。 

 

（三）检索技巧及结果 

ASP 充分考虑到用户可能的检索途径，如简单检索设置的入口有：“人物、作品标题、合

唱、品牌、专辑标题、曲目标题、乐器、类型”项，点击 search 标签进入检索页面，检索结

果以“关联、标题、日期”（即作曲家、合唱、品牌、子类型、指挥家、文化团体、时期、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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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艺术家、类别）等不同类别排序。高级检索入口有：题名项（关键词、专辑标题、作品

号、专辑标题）、责任者项（“人物”即指挥、作曲、表演者）、乐器类别、作品体裁、录音日

期、专辑编号等十余项检索入口，根据检索栏填入关键词，可输入一个或多个检索词，并且

可以连续通过各限定条件选项，逐步缩小检索范围。检索结果可按照“标题、作曲家、创作

日期、录制日期”等不同类型排序。而且设置相关专辑信息，点击曲目可以看到该曲目所在

专辑的全部其他曲目及其曲作者、演奏者、改编者等责任者信息，以及描述专辑的有关文字

介绍资料和专辑的封面，以此进行推送服务。收听时的窗口将所欣赏曲目相关信息滚动播放。

ASP 支持英文等语种检索，不支持中文检索。 

 

 

（四）功能特色 

ASP 为用户开设了 RSS 订阅服务，将最新音乐资讯以及音乐网站按照用户希望的格式、

地点、时间和方式，直接传送到用户的计算机上。另外 ASP 设有收藏、分享、添加播放列

表、下载、保存、打印功能，且在首页右上角设有翻译功能，但翻译结果不是很准确。 

4.3 中国历代馆藏书画数字资源库 

（一）简介 

中国历代馆藏书画数字资源库中的书画书法作品严格按照原高清图片扫描，均为无水

印 TIF格式，300DPI 以上分辨率，均经过严格审核。收录的年代上起晋代，下至当代，其

间包括：隋代，唐代，五代，宋代，辽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等十多个朝代、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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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史上艺术巨匠惊世之作。如：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唐朝颜真卿的《祭侄文

稿(全卷)》、清朝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手稿真迹》等；近现代书画家代表人物：范曾的 50

幅、陆少言作品 140幅，张大千作品 30幅等。历代馆藏书画高清原图库支持 TIF格式原图

下载。此库深入浅出，集历史性、知识性与欣赏性于一体，让广大读者一睹文化瑰宝的精

湛优美，受到启迪，得到鼓舞，在赏心悦目中陶冶情操，提高艺术素养。师生在观看此库

的同时，透过这些历史杰作，进一步了解认识我国的历史文化，深刻认识到我国的民族

性、感受我国历史之伟大，还可以用于师生鉴赏、临摹学习。 

（二）检索方法 

我校图书馆中国历代馆藏书画数字资源库提供了链接一、链接二两个检索资源的途

径，链接一为镜像存档，有购买的 1200幅书画和油画资源可以直接查看和下载原图，链接

二为远程链接，可以查看资源库中的所用图片。检索方式为一框式检索和分类导航，分类

导航可根据书画朝代或类型进行资源查找。 

 
 

（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书画名称、作者、图片大小、图片尺寸、图片描述、查看图片以及下载

原图，点击“查看图片”，可以进行图片浏览，点击“下载原图”，可以下载图片。同时

搜索结果页面也可以根据图片类型或性质推荐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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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西安数图艺术教育多媒体资源服务平台 

（一）简介 

艺术教育多媒体资源服务平台是西安数图独具特色的平台，通过艺术教学、艺术欣赏达

到教育目的，在学习使用过程中提升师生艺术综合修养、艺术综合品味、同时丰富人的精神

内涵和人格魅力，既能帮助老师改革教学方案，也能促进师生文化艺术修养的同时推动我国

艺术教肓事业的发展。平台具有资源丰富，覆盖范围广泛，艺术价值无与伦比的特色，分为

音乐会、歌剧、舞剧、舞蹈、戏曲、艺术课程、艺术记录、综合艺术等类目。 

（二）检索方法 

西安数图艺术教育多媒体资源服务平台检索方式主要有三种：简单检索和分类导航。 

1.简单检索：直接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就可以检索到结果，但检索范围较大，检

准率较差。检索的时候可以选择显示全部或者只显示有全文的结果。 

2.分类检索：根据分类栏目进行检索，根据不同栏目（音乐会、歌剧、舞剧、舞蹈、戏

曲、艺术课程、艺术记录、综合艺术）进行分类检索，可以收听、观看或下载视频、音频、

PPT和文档等资源，获得想要的艺术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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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在检索框内输入检索词或根据分类栏目进行检索，即可出现检索结果页面。以检索

“古典音乐”为例，检索结果包含播放界面（含有播放插件，可播放、暂停、切换音乐和

调节音量大小）和播放列表（含有音乐标题，可选择播放音乐和下载音乐）。检索结果呈现

的界面较简洁，使用便捷明了。下载的音频或视频资源皆为高音质、高清画质资源。 

 

（四）特色功能 

艺术教育多媒体资源服务平台还给读者提供了点击排行、最新添加和精品推荐三大特色

功能。 

1.点击排行：把点击和下载最多的资源进行排序，以列表形式给用户直观呈现热门资源。 

2.最新添加：读者可以看到资源平台最新添加的一些艺术资源，可以第一时间收听、观



图书馆电子资源与服务指南 

107 
 

看或下载到更新资源。 

3.精品推荐：把一些经典、热门的资源推荐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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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位论文数据库 

5.1 中文学位论文数据库 

5.1.1 中国博硕论文数据库（CNKI） 

（一）简介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量、连续动态更新

的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覆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学、哲学、人文、

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我们购买的产品专辑有：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农业

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国内内容最全、质量最高、出版周期最短、数

据最规范、最实用的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覆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

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我们购买的产品专辑有：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

工程科技Ⅱ、农业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信息科技、经济与管

理科学。 

（二）检索方法 

1.检索方式：系统提供了分类浏览、检索词检索和学位授予单位导航等几种检索方式。 

 

2.高级检索：  高级检索途径和学术论文检索途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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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索结果：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再次精炼，也可以进行二次检索，同时也可以根据需

要进行结果排序。 

 

对具体的检索结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内容获取、阅读。学位论文格式为知网

CAJ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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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一）简介 

    收录了自 1977年以来我国各学科领域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论文。《中国学位论文全

文数据库》精选相关单位近几年来的博硕论文，涵盖自然科学、数理化、天文、地球、

生物、医药、卫生、工业技术、航空、环境、社会科学、人文地理等各学科领域。我校

购买的是 2012年以前（不含）部分学科专辑的部分年份。 

（二）检索方式 

1.系统提供了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 

 

2.高级检索：高级检索中，可以通过检索词的逻辑匹配和时间限定来提高检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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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索结果：检索结果也可以进行再次精炼。同时可对结果进行如下处理：下载、导

出特定格式的题录信息。 

 

5.1.3 台湾华艺人社库 

（一）简介 

收录论文为台湾重要大学博硕士论文之电子全文 PDF 文件以及书目数据，主要包括台

湾教育部门遴选的台湾 45 所高校硕博士论文，总计 28,440 篇。 

（二）检索方式 

1.系统提供论文浏览和检索两种检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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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检索:高级检索通过检索字段的逻辑匹配和检索限制来提高检准率。 

 

3.检索结果:检索结果可以进行再次精炼，同时也可以在 Web 页面中浏览摘要和参考文

献。为了方便阅读，下载后的全文可以复制到 WORD中，并可转化为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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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外文学位论文数据库（PQDT） 

（一）简介 

ProQuest 公司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学位论文收藏和供应商。主要收录了来自欧美国

家 2000 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论文，目前中国集团可以共享的论文已经达到 405506

篇，涉及文、理、工、农、医等多个领域，涵盖了自 1861 年以来，美国通过的第一篇博士

论文，直到上一学期期末通过的最后一篇博硕士论文的全部引文。从 1980 年至今出版的所

有论文中都有作者亲自撰写的 350字的摘要，从 1988年至今出版的所有硕士论文都含有 150

字的摘要的引文等，PQDT数据库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 

（二）检索方法 

PQDT 数据库数据库提供的检索方式主要有三种：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和学科导航。1.

简单检索：直接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就可以检索到结果，但检索范围较大，检准率较

差。检索的时候可以选择显示全部或者只显示有全文的结果。 

2.高级检索：在高级检索页面中，您可以输入您的检索词，并在文本框右侧的下拉菜单

中进行选择，从而使检索集中在引文或摘要等相关部分；您也可以再弹出窗口中分别进行各

学校、主题、导师、关键词浏览，以获取更集中的结果列表。 

3.学科导航：根据学科导航进行检索，根据学分级检索，可以选择有全文的学科进行检

索，获得有全文的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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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在检索框内输入英文检索词，点击检索即可出现检索结果页面，如 Figure 2图所示。

搜索结果可以进行二次检索，选择“在结果中检索”按钮，在检索框输入检索次，点击

“检索”按钮，系统进行二次检索，也可以根据学科和发表年度来缩小检索范围，检索结

果可以根据相关度或出版时间对结果进行排列。检索结果会数量会直接显示出来，每一条

检索结果都可以点击“查看详情 ”或直接“查看 PDF全文”并下载。

 

（四）个性化功能 

PQDT 数据库给读者提供了兴趣学科、收藏夹、检索历史等附加的人性化功能，使用

需先注册登录。 

1.兴趣学科：读者可以把感兴趣的学科勾选和订阅，可以及时查阅相关学科的最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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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藏夹：读者可将检索结果中的文章收藏到“收藏夹”中，以便保存和查阅； 

3.检索历史：PQDT 数据库用户提供了检索历史的功能，可以保存读者检索的记录和检

索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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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多媒体、数据、学习类数据库 

6.1 数据型数据库 

6.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一）简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是中国著名的大型经

济类专业网站，是向领导者、投资者和学者提供经济决策支持的权威的信息平台。国研网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强大的专家阵容为依托，并与海内外众多著名的经济

研究机构和经济资讯提供商紧密合作,全面整合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研究和行业经济领域的

专家学者以及研究成果。 

作为中国著名的专业经济信息服务商，国研网公司注重信息服务内容的专业性、权威性、

前瞻性、指导性和包容性，以先进的网络技术和独到的专业视角，为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和企

业提供关于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深入分析和权威预测，为海内外投资者提供中国宏观

经济和行业经济领域的政策导向及投资环境信息，使投资者及时了解并准确把握中国整体经

济环境及其发展趋势，从而指导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 

国研网内容丰富，包括《国研报告数据库》、《宏观经济报告数据库》、《金融中国报告数

据库》、《行业经济报告数据库》、《世界经济与金融评论报告数据库》和《财经数据库--十余

种行业统计数据库》等一系列专业经济信息产品，受到广大海内外用户的认同和好评。 

（二）检索方法 

国研网提供了两种检索方式，即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 

1.简单检索：可直接输入键检索词进行检索，也可以选择标题、作者、关键词或全文进

行检索。 

2.高级检索：可进行检索条件组合检索，其利用布尔逻辑与、或、非进行逻辑组合，查

找结果更加具体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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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结果展示区、分类模块区，如图 6.1.1-2所示。 

1.结果展示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 

2.结果浏览区可以对检索结果按发布时间排序，也可以导出检索目录。 

3.点击每条记录的题名可以打印、浏览、或或下载全文（第一次使用需安装浏览插

件）。 

4.通过分类模块可以分类浏览检索结果。 

 

 

（四）特色功能 

1.分享功能：读者对所阅读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可分享到微博、微信、QQ和人人网等

社交平台。 

2.订阅功能：国研网还提供“信息订阅”服务。点击教育网首页的信息订阅按钮，输入

关键词和您的 E-mail 地址即可，每天新信息将自动推送到您的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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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 

（一）简介 

国泰安 CSMAR数据库，定位为研究型精准数据库，服务对象为以研究和量化投资分析

为目的的学术高校和金融机构。CSMAR数据库参照 CRSP、COMPUSTAT等标准数据库的分类

标准，并结合国内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高校、机构的研究习惯，将数据库分为股

票、公司、基金、债券、衍生、经济、行业、海外、资讯系列数据库。涵盖中国证券、期

货、外汇、宏观、行业等经济金融主要领域的高精准研究型数据库，是投资和实证研究的

基础工具。 

（二）检索方法 

1.注册登录 

 首先，第一次进入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必须输入用户名及密码才可进入到国泰安研

究服务中心网站。我校提供了公用的账号密码，账号：scsfu 密码：scsfu ，第一次登录

的时候需要使用。

 

2.数据下载 

进入数据服务的首页。再次以交易数据库日数据为例，有三种方式，最常见的方式是直

接单击所需的数据库名称即可进入相应的数据提取页面。 

选定数据库后的下载提取步骤（以交易数据库的数据提取为例）：（1）进入交易数据

库的数据提取页面后，选择一个下级分类来提取数据，如交易数据库下的“日数据”。（2）

进入“交易数据库－日数据”的数据提取页面后，首先选择您需要提取的股票代码，输入代

码方式有：手动输入、列表选择、导入文件和选择全部。（3）选择数据的时间区间（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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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和时间无关的分类视图，不会出现时间选择）。（4）选择字段和设置字段条件。（5）

选择下载格式，目前提供的格式有 *.txt *.csv *.xls *.dbf 四种。（6）下载文件。 

 

 

 

（三）特色功能 

可以直接下载客户端使用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平台，客户端服务器设置 202.115.193.37，

下载地址 http://www.lib.sicnu.edu.cn/ziyuandaohang/guotaishujufuwuzhongxin；客户

端服务器设置 202.115.193.37。 

6.1.3 SpecialSci国道特色外文专题数据库 

（一）简介 

国道数据是国内最早从事专题数据库开发、推广服务的信息技术公司之一，多年致力于

http://www.lib.sicnu.edu.cn/ziyuandaohang/guotaishujufuwuzhong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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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机构、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图书馆、信息中心的数字化建设事业。国道数据开

发、整合国外外文网络学术资源，竭力打造出中国最大的特色专题数据库平台--SpecialSci。

目前，该平台拥有全文数据 1600 万篇（1995 年至今），并以每年更新 70 万篇的速度增长。

SpecialSci的电子资源分为 5 大专辑，60多个专题领域，学科范围属于综合。SpecialSci

的资源类型为各种网络学术资源，涉及学位论文、学术论文、技术报告、会议记录、议题议

案、专栏评述、法规标准、新产品资讯、专利、机构出版物及其他等 10 余种亚型，因专题

而异 。目前我校图书馆已购买其中的化学、生物、材料、计算机和教育等专题库。  

（二）检索方法 

本平台提供四种检索方式，即“快速搜索”“高级搜索”“专业搜索”“二次搜索”，读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喜好，选择使用，达到查全和查准的平衡，也可直接在“学术导航”

中检索。 

 

（三）检索结果 

    在检索框内输入英文检索词，点击检索即可出现检索结果页面。搜索结果可以进行二次

检索，点击“二次检索”按钮，系统显示二次检索页面，选择逻辑关系，选择搜索范围，并

输入英文检索词，点击“搜索”按钮，系统进行二次检索， 并显示检索结果列表。搜索结

果也可以根据相关度对结果进行排列，点击对应于某一文章的“文献预览”，就可以通过镜

像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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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值功能 

   本平台还提供多种增值功能，如检索结果统计功能，结果排序选项功能，标题翻译功能，

结果导出功能。 

6.1.4 北大法宝法律综合信息资源系统 

（一）简介 

北大法宝法律综合信息资源系统，1985年诞生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经过 20多年不断的

改进与完善，是目前国内最成熟、最专业、最先进的法律法规检索系统。 

目前我校购买以下四个模块内容： 

《法律法规检索系统》拥有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国务院部委规章、司法解释、省（市）

地方性法规、省（市）政府规章、立法背景资料、合同与文书范本、港澳台法律法规、外国

法律法规、中外条约等约 165万篇的信息资源库，并 24小时对全国立法动态进行更新。 

《司法案例检索系统》包含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最

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案例、精选案例、普通案例、案例报道、仲裁裁

决与案例等 1000 余万篇内容，并依据案由、参照级别、案件情节、审理程序、审理法院等

进行导航分类，方便师生查询使用。 

《法宝视频检索系统》广泛收录北京大学等法学院的著名学者专题讲座、司法界实务人员实

务授课视频、知名专家释法解读系列视频课程及税务、环境、管理、文化等综合课程，按照

法学学科、法律部门、法律顾问、律师业务、职业素能、法院业务、检察业务等课件体系分

类排列，目前已收录 1000多个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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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考试备考系统》包括在线答题、重点法条、法律汇编、司考大纲、法律文书、司

考视频、我的司考七个部分。其中，司考真题收录 2002年至 2015年共 14套司法考试真题；

司考模拟题收录了九套高质量的模考试题；收录 2012 年至 2016 年的司法考试大纲和新旧

大纲对照，并按照法律学科将司法考试涉及到的所有法律法规进行分类，共收录了 300多部

法律法规；同时还收录公安、法院、检察院、监狱、律师文书在内的五千余篇法律文书以及

特有的 2015年司法考试精讲视频 118集，便于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学习。 

（二）检索方法 

本平台提供四种检索方式，即全文检索、标题检索、高级检索和在结果中检索。也可直

接根据效力级别、发布部门和时效性进行分类导航。 

 

 

（三）检索结果 

    法律法规库检索结果包含法规的基本信息、法规变迁历史、法宝联想和全文查看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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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功能 

1.法宝联想：能直接印证引用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及其条款，也可以链接与本法规或

某一条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案列、条文释义、法学期刊、英文译本等，方便读

者查询、理解、研究和利用法条。 

2.法宝之窗：在勾选显示法宝之窗后浏览法规和案列时，如把光标停留在引用的法条处，

法宝之窗中即刻显示该法条具体内容和相关资料。 

3.法宝引证码：主要用于法律文献的引证注释和查询检索服务。 

6.2 视频、音频类数据库指南 

6.2.1超星名师讲坛数据库 

（一）简介 

超星学术视频邀请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学术权威，通过影像技术将其多年学术研究

成果系统地记录、保存并传播, 突破时间、地域的限制，与全国广大师生共享。超星学术视

频目前囊括了工学、理学、哲学、法学、经济学、艺术、医学、文学、历史学等系列，参加

拍摄的名师、专家学者已经达到 1400余名，拍摄完成学术专辑 12000 余集（并不断更新），

讲授形式包括：课堂教学系列、专题讲座系列及大师系列。 

（二）检索方法 

超星名师讲坛数据库提供一框式检索方式。检索字段包括：讲座名称、字幕、主讲人。

且可分类浏览,缩小查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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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讲座名称、讲师，点击讲座名称，可以进行在线讲座视频观看，点击讲师，

可以连接到对应讲师的讲座视频。 

 

 

（四）功能特色 

1.视频形式，面对面授课，充分发挥了网络教学的优势。 

2.插图、提纲、文字配合，知识点一手掌握，提供字幕检索、字幕下载等多种学习手段。 

3.专用视频数据库平台，管理播放一体，简单方便。 

4.下载超星移动图书馆，可以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进行超星视频的观看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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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 

（一）简介 

爱迪森《网上报告厅》专注于教育多媒体信息应用平台的开发以及优秀教育教学资源

的整合，在政府、教育、科研等多个领域。《网上报告厅》目前拥有包括著名院士、政府领

导、专业研究人员在内、千余名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的强大讲师阵容、累计 21000余篇精彩

报告，涵盖了科技、人文、经济、政治等诸多领域的新知与视点。现主要分为五个系列：经

管系列、党政系列、文史系列、理工系列和就业择业。 

（二）检索方法 

爱迪森《网上报告厅》提供简单检索和复合检索两种方式。复合检索复合字段包括：搜

索主题、所属系列、所属栏目、演讲人、段落标题和中图分类，可以用其中的一个或多个字

段进行检索。 

 

 

（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报告名称、主讲人，直接点击报告名称，可以进行在线报告视频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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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功能 

爱迪森《网上报告厅》首页右侧设置了热点视频、推荐视频、最新视频和推荐专家五个

栏目，方便读者了解和观看最新、最热和经典的学术报告视频。 

6.2.3 万方视频数据库 

（一）简介 

万方视频是以科技、教育、文化为主要内容大类的学术视频知识服务系统，与中央电视

台、教育部、凤凰卫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华医学会、中国科学院、北大光华、天幕

传媒等国内外著名专业制作机构进行广泛的战略合作。现已推出高校课程、学术讲座、学术

会议报告、考试辅导、就业指导、医学实践、管理讲座、科普视频等适合各层次人群观看的

精品视频。 

   近年来，万方视频与著名国际传媒公司合作，推出国际化拍摄制作、涵盖众多国外珍贵

纪录片的“国外优秀视频系列”以及高清质量的“环球高清精选”系列，目前已经拥有美

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瑞典、荷兰、比利时、新加坡等多个国家的优

秀视频节目，通过高校、公共图书馆、社区中心等机构，让社会公众不出国门也能全面了解

国外科学、教育、文化的发展现状。“环球高清精选”高清视频带来全新的观看体验。万方

视频隆重推出“中国名师讲坛”系列、“境内高端学术会议”两大自主拍摄视频系列。（注：

我校选购 1300部学术视频镜像存档）。 

（二）搜索方法 

 万方视频提供搜索框和高级检索两种检索方式，可按学科或频道类别进行分类检索。其

中搜索结果页面中还可以在检索结果中检索：在检索页面的首输入框中输入检索条件，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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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结果中检索”按钮进行二次检索，也可以按条件筛选：根据不同视频属性逐步缩小范

围。 

 

 

（三）搜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视频封面、名称、时长、清晰度等，搜索结果可以按点击量和年代进行排

序。可直接点击视频进行观看，观看时视屏窗口右侧列出相关系列视频，可连续播放。 

 

 

（四）特色功能 

万方视频给读者提供了视频收藏、视频连播、自建视频等附加的人性化功能，使用需

先注册登录。 

1.视频收藏：读者可将喜欢的视频添加到“我的视频”里，便于管理、观看。 

2.视频连播：读者可将“我的视频”中的视频添加到视频“播放列表”，做到多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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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连续播放。 

3.自制视频：万方视频知识服务系统为机构用户提供了自建视频功能，单位用户可以把

本单位拥有版权的视频放到已购买的万方视频知识服务系统中，让本单位内员工更好的了解

单位内的重要活动。 

6.3 学习类数据库 

6.3.1银符在线考试模拟题库 

（一）简介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是一款侧重于资源的新型在线考试模拟系统以各种考试数据资源

为主体、以先进、强大的功能平台为依托，以自建多媒体库和银符考试资讯网组成的数据库

辅助使用环境为基础，为用户搭建的一个集考试练习、交流、教学、资源为一体的综合性在

线模拟试题库。“银符考试模拟题库”涵盖九大考试专辑、72大类二级考试科目、近 300种

考试资源、两万余套试卷、200余万道试题，帮助用户全面攻克考试难关。 

（二）检索方法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提供的检索方式主要有三种：全文检索、试题检索和试卷检索，检索

范围可以根据试题类型（语言类、计算机类、法律类等）进行缩小。 

1.全文检索：可综合检索题、试卷、题目内容。 

2.试题检索：可直接检索试题内容，寻找试题或试题答案。 

3.试卷检索：可检索试卷名称寻找试卷。 

 

（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一般为试题或者试卷，分为模拟试题和历年真题，点击试卷名称可以直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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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答题页面进行答题。  

 

 

（四）特色功能 

点击搜索结果中的试卷，可以直接进入平台所提供的答题页面，在线模拟答题。 

1.打开试卷：平台所提供的做题页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页面背景颜色、页面大小和

字体大小。打开试卷试卷处于查看状态，可选择测试时间，默认为 90分钟； 

2.开始答题：点击“开始答卷”开始答题。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答题，系统自动为

你提交。有听力的可以在线播放语音，并且还可将语音文件下载； 

3.交卷：答完试卷点击“交卷”后显示全部答案解析，自动判别如选择题等客观题的分

数； 

4.存入我的题库:试卷交卷、评分后，点击“存入我的题库”（需先注册登录），在“我

的题库”中查看保存的试卷，可以重新练习或继续做答； 

5.下载:点击“下载”可以下载当前试卷（下载文件为 Word文档）。 

6.3.2 FiF 外语学习资源库 

（一）简介 

 FiF外语学习资源库是由外研讯飞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富媒体、多语种外语学习产品。 

该产品基于科大讯飞全球领先的语音技术，整合外研社海量优质外语学习资源，为广大

外语学习者提供一站式在线学习体验，是图书馆与高校外语院系首选的外语学习数字产品。

荟萃中外权威专家学者，集合全球层面优质资源，形成以多媒体课程为核心，音视频、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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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课件及水平测试为辅助的 8大外语学习模块，构建一个知识体系严谨完备、内容资源

权威精品、契合语言学习规律及自主学习特点的富媒体、多语种的外语自主学习资源库。注

重引导式的自主学习，以自主测试为段，指导学生高效使用平台中的各类资源，循序提升外

语听、说、读、写、译各项能力，帮助顺利通关各类考试，并全面提升其人文素养及国际视

野。 

（二）功能特色 

1.导航：导航栏涵盖 FIF多媒体学习库全部内容，整合后分为口语训练营、阅享电子书、

视听练兵场、在线课程、玩转多语种、考试竞技场等模块，在导航栏里可以选择进入各个部

分； 

2.口语训练营：嗡嗡口语课程课程包含十大场景、40 门课程，让学习者轻松掌握海外

生存必备口语。轻松搞笑的电台 DJ 风格为学习者讲解语言知识、文化知识以及交际策略。

利用科大讯飞领先的语音技术对语音、语义进行权威测评。还有主流口语训练题型帮助学习

者轻松搞定英语口语。 

3.阅享电子书：3000余册原版、双语精品图书，多屏同步适配，中英无障碍切换，提升

阅读体验。手机端、Pad、PC机多终端同步，畅想阅读体验。“我的阅历”：提供个性化阅读

分析，读书轨迹了如指掌。 

4.在线课程库：涵盖综合英语、通识英语、职业英语与经典课程系列，专为自主学习精

心设计。 

5.玩转多语种：日、俄、德、法、西、泰等 14 余个小语种，覆盖全面。语音零基础入

门进阶，跨文化交际课程，一应俱全。多媒体交互课程，生动有趣 

6.视听练兵场：汇聚全球视听资源，精听泛听一应俱全。BBC、VOA、TED等视听材料配

有中英文脚本，让学习者在语境中掌握表达和文化知识。 

7.考试竞技场：专项技能的在线训练，听、说、读、写、译，哪里不足练哪里。各类标

准化在线考试流程，全真模拟，备考无忧。 

8.考试·留学：轻松享受最牛师资精选课程。四六级、留学考试逐题精讲各个击破，听

说读写步步为营。最顶尖的教学专家、最清爽的授课体验、最高端的课程设置，最具人气的

潮流学习者聚集地！  

9.学习资讯：每日推送，实时更新，一网打尽外语学习各类干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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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性化功能：只有注册用户方可使用“个人中心 ”的所有功能，如我的收藏、学习

进度和足迹等。  

（三）使用方式 

1.IP许可范围内无需注册，可直接访问资源库，使用默认账号开始学习。 

2.为了更好的记录个人的学习轨迹，使用个人中心、收藏、足迹等功能，实现校外学习，

强烈建议注册个人账号信息。在学校注册成功的账号，在校外也可以正常使用！注意：我校

本科生学号信息已经全部录入系统，若是本科同学注册，请在学号一栏输入：sicnu 学号，

例如 sicnu2015000001  初始密码为 123456；其余的老师，博硕研究生，专科生仍旧按照

网站提示操作注册。 

3.可以用公共账号登陆 FiF 外语学习资源库进行学习。用户名：IloveEnglish  密

码：123456。 

6.3.3 新东方掌上学习平台 

（一）简介 

“新东方掌上学习平台”是新东方在线推出的专业化移动学习平台，通过在移动终端下

载安装使用，它不仅能够为使用者提供系统化、个性化、精准化的移动学习课程，还附有图

书馆信息服务功能，以满足广大读者对移动学习、趣味学习、碎片化学习的需求。 

该平台课程时间设置大多在 3-10 分钟之内，在课程设计上，精选应试类、应用类、基

础类、提升类课程于一身，以满足不同人群的移动学习需求；课程媒体形式上，展现形式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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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涵盖了视频、音频、文本、交互练习类课程，能够让读者在学习时感受到课程的活泼有

趣，听、说、读、写、译课程内容齐全，全方位锻炼用户的应用技能；使用方式上，通过移

动终端，让读者的学习不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 

（二）功能特色 

“新东方掌上学习平台”由“趣味听听”、“视频课堂”、“音频课堂”、“双语悦读”、“掌

上题库”、“阅读训练”六个系列模块组成，为读者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 

1.趣味听听，包含多种主题、场景的小段实用对话，同时提供该对话的背景介绍、听力

原文、习题演练、拓展知识，能对语言有整体深入的把握。 

2.视频课堂，用一个个有趣、简短的视频来学习语言。 

3.音频课堂，针对词汇、考研、四级、六级、口语等等设置课堂。 

4.双语悦读，提供阅读模式、课后练习、双语对照进行阅读提高。 

5.掌上题库，提供各类模拟试题练习。 

6.阅读训练，提供 3 分钟、5 分钟、8 分钟等不同时长的阅读材料来提高阅读能力。 

（三）使用方式 

1.在首页中点击进入“订阅空间”，选择要订阅的模块和课程。 

 
 

2. 返回首页，点击相应模块，便可进入已经订阅的课程内容，开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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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个人中心”，可以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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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数据库 

7.1 超星发现系统 

（一）简介 

超星发现以近十亿海量元数据为基础，利用数据仓储、资源整合、知识挖掘、数据分析、

文献计量学模型等相关技术，较好地解决了复杂异构数据库群的集成整合、完成高效、精准、

统一的学术资源搜索，进而通过分面聚类、引文分析、知识关联分析等实现高价值学术文献

发现、纵横结合的深度知识挖掘、可视化的全方位知识关联。超星发现能够帮助您冲破信息

孤岛与信息超载的桎梏，让意外惊喜成为创新的灵感，让洞察全局成为科学探索的法宝，让

巨人的肩膀成为知识价值再生的基石。 

（二）检索方法 

超星发现系统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两种方式。这里只介绍简单检索方式，且简单检

索支持空检索。 

 

 (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包含图书封面、作者、出版社、书号、以及全文链接，搜索结果可以按馆藏优

先、出版日期、学术性、相关性和引文量进行排序，搜索图书或期刊如无本馆馆藏，可点击

文献传递，申请文献传递服务，若有，可以直接点击相对应的数据库进行下载阅读。搜索结

果也可以根据左侧精简检索结果区中的出版年、语种、类型等限定，缩小搜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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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大的分析功能 

1.完善的引证分析：每一个检索结果图书或期刊提供了其完善的引证分析，实现期刊-

期刊、图书-图书、图书-期刊、期刊-图书的引用分析，完善中文期刊引用分析，最终实现

图书、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之间互引的立体引用关系。 

 

  2.可视化的知识关联图谱：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可视化的图谱分析，使检索结果形象具

体，发现人与人、人与知识、知识与知识、机构与人、机构与机构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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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术趋势分析:超星发现系统提供检索主题结果历年学术发展趋势，如图书、期刊、

会议论文等的学术趋势。 

 

（五）文献传递 

超星发现系统为用户提供本馆馆藏、电子全文和文献传递几种获取文献的方式。如果在

“获得途径”处，出现“本馆馆藏”链接，可以点该链接直接进入本单位图书馆馆藏书目系

统。如果在“获得途径”处，出现电子资源提供商名称，点击该链接直接进入相应的数据库

文摘页面进行在线阅读全文或下载。如果是未收藏的文献，可通过电子邮箱进行文献传递。

点击文献传递，填写正确的邮箱，确认提交等待文献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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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百链云图书馆 

（一）简介 

百链云图书馆可以实现资源的统一检索以及 286个中外文数据库系统集成，利用百链

云图书馆可以获取到 900多家图书馆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为读者提供更加方便、全面的

获取资源服务。其拥有 4.7亿条元数据（包括文献有：中外文图书、中外文期刊、中外文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等），并且数据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百链可以通过 286

个中外文数据库中获取元数据，其中收录中文期刊 8100万篇元数据，外文期刊 16523万篇

元数据。利用百链不但可以从获取到图书馆所有的文献资料，包括纸本和电子资源，例如

中外文图书、期刊、论文，标准，专利和报纸等，还可以通过文献传递方式获取到图书馆

中没有的文献资料。 

（二）检索方式 

百链云平台提供快速检索和高级检索两种种检索方式。快速检索适于普通用户使用，高

级检索适于专业信息人员使用。这里只介绍快速检索方式，可以选择检索文献类型：图书、

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等，限制中文检索或外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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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结果展示区、结果精炼区。 

1.结果展示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 

2.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可以选择类型、年代、学科、

来源和期刊刊种限制检索结果。 

3.点击每条记录的题名可以展开记录详细信息并下载全文。也可以看到文献在国内的

馆藏单位连接。如果无法下载全文，可以点击“邮箱接收全文”链接申请文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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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色功能 

读者在网上提交文献传递申请，并且可以实时查询申请处理情况，以在线文献传递方式

通过所在成员馆获取文献传递网成员单位图书馆的电子文献资源。 

7.3 读秀学术搜索 

（一）简介 

“读秀”是由海量全文数据及资料基本信息组成的超大型数据库。为用户提供深入到

图书章节和内容的全文检索，部分文献的原文试读，以及高效查找、获取各种类型学术文

献资料的一站式检索，周到的参考咨询服务，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搜索引擎及文献资

料服务平台。目前我馆已经实现了本馆购买的纸质图书和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电子图书的

整合并且提供了图书封面页、目录页，以及部分正文内容的试读，本馆购买的资源，用户

可以通过本馆馆藏的纸书资源的借阅，电子资源的挂接获取全文，未购买的资源可以通过

文献传递、按需印刷等途径获取。  

（二）检索方法 

读秀学术搜索平台提供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即输入检索词，检索结果可延展到相关图书、

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报纸等文献资源。可以选择检索文献类型：图书、期刊、报纸、

学位论文等，限制中文检索或外文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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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面分为两部分：结果展示区、结果精炼区。 

1.结果展示区是浏览检索结果的区域。 

2.结果精炼区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及聚类分析。可以选择类型、年代、学科、

作者等限制检索结果。 

3.点击每条记录的题名可以展开记录详细信息，可以查看馆藏也可以在线全部阅读或

部分阅读。也可以看到文献在国内的馆藏单位连接。如果无法全文阅读或下载，可以点击

“图书馆文献传递”链接申请文献传递，对于图书只能获取部分内容。如图 7.3-2所示。 

 

（四）特色功能 

1.图书馆文献咨询服务 

通过读者填写咨询申请表，咨询馆员将及时准确地把读者所咨询的文献资料或问题答案

发送到读者的 Email 信箱。每本图书单次咨询不超过 50 页，同一图书每周的咨询量不超过

全书的 20%，所有咨询内容有效期为 20天。 

2.图书阅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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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校订购了电子书全文，用户可以直接打开电子书全文（进入超星电子书界面），

如果未购买，系统除了提供图书封面、版权页、目录页、前言页外，还提供正文前 17 页的

试读，及单次 50页参考咨询服务。 

3.图书被引用情况报告 

读秀发布图书被引用情况报告，有被引用种数和引用次数两种指标，前者主要用于评价

作者的权威性和用于考察年代、学科的分布，后者主要用于评价某种具体图书的权威性。 

 

7.4 NoteExpress 文件管理软件 

（一）简介 

NoteExpress（下文简称 NE）围绕科学研究最核心的文献信息，为用户提供了信息导入、

过滤、全文下载，以及众多的管理功能，可以大大提高研究者的文献管理和研究效率。同时，

NE的社区功能，能将用户的题录分享到社区的组群中。 

 数据收集：内置几百个收费、免费电子资源库的接口，可以快速下载大量题录（文

摘），针对性下载对读者有价值全文； 

 管理：分门别类管理电子文献题录以及全文，海量数据，尽然有序； 

 分析：对检索结果进行多种统计分析，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发现：综述阅读方式，快速发现有价值文献，与文献相互关联的笔记功能，随时记

录思想火花； 

 写作：支持 Word 以及 WPS，在论文写作时自动生成符合要求的参考文献索引，繁

琐工作，一键完成； 

 社区：在线学术社交网络平台，可结合 NoteExpress 客户端实现题录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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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功能。 

（二）下载和安装 

下载网址：http://www.inoteexpress.com 

网站上下载 NoteExpress 的安装程序；点击页面上的“免费下载”，选择“集团版”，

在查询框里输入“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版”，下载安装程序； 

 

 

 

下载成功后，双击安装程序，即可完成安装，如在安装过程中遇到防火墙软件或者杀

毒软件提示，请选择允许，最好能将 NE 加入信任列表。 

（三）使用方法 

http://www.inoteex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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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收集:包括网上数据库导入、格式化文件导入（数据库页面检索结果导入）、全

文导入和智能识别更新、微至分享（浏览器插件）导入及手工录入等。以网上数据库导入

为例： 

（1）点击“在线检索”——“选择在线数据库”，选择所需数据库； 

 

（2）输入检索条件，点击“开始检索” 

 

（3）勾选所需题录，保存到所需文件夹 

2.管理：NE提供文献查重、虚拟文件夹、表头 DIY、表头排序、附加链接、全文下

载、标记标签云、组织、回收站、本地检索等管理功能模块，帮助读者高效地管理文献信

息。以文献查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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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数据库中检索，或者读者地数据库由几个小数据库合成，都不可避免地出现重

复题录，这就需要查找重复题录，查重步骤如下： 

（1）点击“检索”——“查找重复题录”； 

 

（2）选择查重地文件夹范围； 

（3）选择查重地比较字段； 

（4）设置查重的敏感度、匹配度； 

（5）查重后重复题录高亮，可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方式。 

3.分析：通过 NE 可以方便快捷地对文献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能快速了解某一领域地重

要专家、研究机构、研究热点等。具体做法是：在题录文件夹下选择所需分析的文件夹，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文件夹信息统计”；选择需要统计的字段；将结果另存为 TXT 文件或

CSV 文件。 

4.写作：NE 支持 WPS 以及 OFFICE 等软件操作，借助 NE 的写作插件，可以方便高效地

在写作中插入引文，并主动生成需要格式的参考文献索引，也可以一键切换到其他格式。

具体做法是：光标停留在需要插入文中引文处；返回 NE 主程序，选择插入的引文；点击

“插入引文”按钮；自动生成文中引文以及文末参考文献索引，同时生成校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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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资源利用相关服务 

8.1 校外访问 

为满足本校师生校外访问图书馆资源的需求，图书馆提供了校外电子资源访问服务，可

采用以下方式登录： 

1.易瑞校外访问系统：该系统受客户端并发数限制，目前只对我校教职工、研究生提供

服务，操作流程如下： 

（1）打开图书馆网站首页（http://www.lib.sicnu.edu.cn/），在“服务”栏目下点击

“校外访问”； 

 

（2）在“易瑞校外访问系统”说明中点击蓝色字体的“点击这里登录”； 

 

（3）进入登录界面，输入一卡通号和密码，原始密码为 8位出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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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功登录到校外访问系统，查找所需信息。 

 

 

2.移动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可以使读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方便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通过

各种手持移动设备，读者能够查找和获取本馆馆藏书目信息，同时与本馆已购买的电子资源

进行挂接，本校师生可在校外获取图书馆内部资源。本馆目前购买了超星移动图书馆，为读

者提供移动阅读和校外访问功能，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科生可通过移动图书馆达到校外访

问需求。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使用电脑、手机、平板等设备访问 http://m.5read.com/510，即可随时随地获取

相关信息； 

http://m.5read.com/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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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载客户端进行访问，可通过扫描二维码，或是在 http://m.5read.com/510 安装

Android或 iPhone手机客户端访问。 

 

 

移动图书馆提供的校外访问功能，可以实现以下操作： 

（1）馆藏书目查询：用手机或平板电脑随时随地完成图书馆纸质资源的查询、续借、

预约等功能； 

（2）电子资源的移动阅读: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随时随地查询、阅读图书馆购买的所有

数据库资源； 

（3）报纸、视频在线阅读：可在线阅读 8700多万篇报纸（报纸每天实时更新）及部分

学术视频； 

（4）云服务：使用文献传递到邮箱功能轻松获取本校未购买的文献资源； 

（5）我的订阅：实现读者个性化小说、书刊、画报阅读； 

http://m.5read.com/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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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听书：用耳朵听书、听英语。 

3.VPN访问 

因中国基本古籍库和四库全书数据库为客户端形式使用，无法通过易瑞校外访问系统直

接使用，图书馆提供了这两个数据库的 VPN 访问服务，具体使用方法可参照

http://www.lib.sicnu.edu.cn/fuwu/xiaowaifangwen 页面关于 VPN 设置及使用说明附件。 

8.2 移动阅读 

移动阅读是指使用移动终端（手机、平板电脑等）进行的所有阅读行为，包含通过浏览

器浏览手机网站，以及阅读新闻客户端、报纸客户端、杂志客户端、微博微信的文章等。本

馆自2012年3月开通超星移动图书馆试用以来，为读者提供了多种移动阅读的途径和方式： 

1.微信阅读 

图书馆官方微信与移动图书馆部分功能相似（移动图书馆的功能在校外访问服务中已说

明），为读者提供馆藏书目查询、续借、座位预约等功能；通过“云阅读”的微刊、超星阅

读、电子期刊等，可移动阅读电子书、文摘、期刊等；同时图书馆微信定期推送本馆新闻公

告、资源动态、讲座信息、信息检索小知识等，读者可随时获取所需相关信息。 

 

http://www.lib.sicnu.edu.cn/fuwu/xiaowaifa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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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龙源云借阅 

龙源期刊网收录的中国人文期刊杂志是中国主流传媒内容资源的精品，具有较强的社会

公信力和品牌影响力。为方便本校读者移动阅读这些期刊杂志，图书馆提供了龙源云借阅系

统，该系统放置于狮子山校区和成龙校区一楼大厅，读者可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扫描触摸屏

上的二维码，即可下载高品质的电子期刊到移动设备中，供读者随时随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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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歌德电子书借阅机 

歌德电子书借阅机预装 2000多种独家授权的正版图书，并每月更新，内容涵盖精品推

荐、经典名著、经管理财、小说传记等，图书与出版社纸书同步发行，高清呈现。目前本校

狮子山校区、成龙校区、东校区等三个校区图书馆、教学楼、行政楼等均摆放有歌德电子书

借阅机，供读者随时下载电子书至移动设备，实现移动阅读。使用前需下载超星移动图书馆

客户端（见校外访问的“移动图书馆”），利用“扫一扫”图书借阅新模式，轻松借阅电子

图书。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读者可以根据借阅机详细的图书分类，选择自己想要阅读的图书种类，找出自己

想要下载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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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图书，会出现相应的作者简介、图书简介、目录、二维码等信息。读者可进

行试读，扫描下载等操作； 

      
 

（3）在线阅读，不必下载移动图书馆客户端，可以在借阅机上在线阅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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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信息素养培训讲座 

信息素养教育作为赋予个人有效搜索、选择及评估信息资源能力的过程，不仅是对读者

进行信息检索技能的培训，更是对读者进行一种更高层次的、在新社会中生存的能力和素质

的培训，涉及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媒体素养、信息道德及终身学习等。本馆信息素养教育

包括新生在线教育、新进教职工及研究生新生信息素养培训、面向全校师生的“一小时讲座

等”。 

1.新生在线学习系统：该系统为大一新生量身定做，旨在使新同学尽快了解图书馆，熟

悉图书馆各项服务，学习各类馆藏资源的使用方法。新生通过线上学习和测试即可自主开通

借阅权限，本馆提供了三种方式进入新生在线学习系统：关注图书馆微信，点击“常用服务”

下的“新生在线”进入；进入图书馆首页：http://www.lib.sicnu.edu.cn/，点击右下角“新

生展专栏“进入在线学习系统；直接进入 http://wx.lib.sicnu.edu.cn/。 

http://www.lib.sicnu.edu.cn/
http://wx.lib.si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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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向研究生新生的《寻找信息之路》专题讲座：每年 9月-11月分院系展开，内容包

括专业学术资源的获取方法、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如何利用发现系统等工具撰写论文综述

等，图书馆信息咨询部随时接受各学院预约。 

3.面向全校师生的“一小时讲座”，该讲座分两校区举行，每学期有 8-10 个主题，内

容包括馆藏电子资源介绍、信息检索技巧与方法、学位论文写作、文献管理软件应用等，每

学期开学两周内会在两校区图书馆大厅、图书馆网站、学校网站等发布讲座信息，并在讲座

期间通过微信、微博、大厅显示屏等显示每一期讲座时间、地点、内容能。读者也可登录讲

座预约系统 http://202.115.193.40/lrs/Default.aspx 预约感兴趣的讲座，图书馆会在讲座开始

前短信提醒读者参加。 

 

http://202.115.193.40/lr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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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图书荐购 

为加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既方便读者推荐图书，也保证图书馆采访人员

及时了解读者需求，使图书馆馆藏更符合读者的文献信息需求，本馆推出了读者荐购服务，

操作流程如下： 

1.访问图书馆网站 http://www.lib.sicnu.edu.cn/，在右下方“服务”栏下点击“读

者荐购”； 

 

 

2.进入荐购界面，填写所需图书的详细信息，点击“提交”； 

 

 

http://www.lib.si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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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推荐书目列表”，查看推荐图书处理情况。 

 

 

此外本馆于 2016 年 10 月面向教师及研究生开放了专业图书的采购权限，具体实施方

案如下： 

一、图书选购标准 

（一）内容 

1.符合本校教学科研范围的专业性图书； 

2.适合大学及以上程度读者利用。 

（二）载体及装祯 

1.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的正式出版物，不含港台书和外文原版书； 

2.载体形态规则（不收藏异形出版物，如地图、活页、低于 100页的小册子等）； 

3.开本正常（18-32 cm）； 

4.图书须为完整无破损的新书，书内无划迹、注记、眉批、污损等。 

（三）图书价格 

1.单本价格不超过 200元人民币； 

2.实际购书价格不能高于图书标价（同等情况请低价优先）。 

二、读者购书限额 

1.硕士生 2册/人.年； 

2.博士生 4册/人.年； 

3.教师 6册/人.年。 

三、购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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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目审核。审核原则：图书须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的正式出版物并符合我

校教学科研需求且我馆缺藏的专业性图书。请于购买前填写图书相关信息表（见附表）并

通过邮件方式与图书馆联系审核，审核通过后即可自行购买。 

2.图书登记入库。图书购回后一个月内（以发票开具日期计算）持本人校园卡到狮子

山校区图书馆办理图书登记入库手续，超过时间将不再接受。 

3.账目报销。图书报账必须持有正规发票（附图书明细），图书明细须与所报图书一

致，发票金额低于图书原定价，发票上的购货方单位名称统一填“四川师范大学”。 

四、图书加工借阅 

图书馆对图书进行加工处理后读者可在两个工作日内办理借阅，急用的可现场加工办

理借阅。图书借出后按图书馆图书借阅管理办法执行。 

五、联系方式 

电  话：84485018 

邮  箱：565662155@qq.com 

联系人：彭老师 

地  址：狮子山校区图书馆一楼资源建设部 

 

8.5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使获取馆藏以外文献的重要方式，本馆依托国内外各协作机构，

为校内读者提供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馆际互借是指对于本馆没有的文献，在本校读

者需要时，根据馆际互借制度、协议、办法和收费标准，向外馆借入图书的方式；借阅期

限一般为一个月，读者需在规定时间内将图书返还给外馆；文献传递从馆际互借发展而

来，但优于馆际互借，图书馆根据读者需求向外馆提交文献需求，外馆通过复制文献或发

送电子文献的方式传递给读者，使一种非返还式的文献借阅方式。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的文献主要包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其他有协议联系的高

校图书馆收藏的图书、学位论文、期刊论文、专利文献等。目前本馆采用的馆际互借与文

献传递系统主要有以下四种： 

mailto:56566215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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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LIS公共目录检索系统（http://opac.calis.edu.cn） 

2.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      （http://www.nstl.gov.cn/index.html） 

3.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ASHL) (http://www.cashl.edu.cn）  

4.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系统（http://opac.nlc.gov.cn/F） 

具体服务内容参见 http://www.lib.sicnu.edu.cn/fuwu/fuwuneirong。 

目前本馆设置了专项经费，用于补贴读者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

补贴内容为：整本图书的文献传递，本馆 100%补贴，图书归本馆所有，申请人须在拿到图

书后两个月内归还给图书馆。图书部分章节、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科技报告、专

利、标准等文献的传递，本馆 100%补贴，传递的文献归申请人所有；补贴上限：每人每年

给予 10本图书、20篇其他文献（图书的部分章节、期刊、学位论文、科技报告、专利、

标准等）的补贴，超过部分须申请者自己支付费用。（注：补贴费用有限，优先申请者优先

获得补贴） 

以 CALIS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为例,操作流程如下： 

1.访问 CALIS公共目录检索系统 http://opac.calis.edu.cn，在检索框内输入要查找

的文献信息，点击“检索”，进入到检索结果界面； 

 

2.点击“馆藏”下的字母“Y”，查看文献收录情况； 

http://opac.calis.edu.cn/
http://www.nstl.gov.cn/index.html
http://www.cashl.edu.cn/
http://opac.nlc.gov.cn/F
http://www.lib.sicnu.edu.cn/fuwu/fuwuneirong
http://opac.calis.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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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该文献在吉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图书馆均有馆藏，填写本馆文献传递申请

表，发送至馆员信箱；表格下载见 http://www.lib.sicnu.edu.cn/fuwu/jianyaojieshao 

 

4.馆员收到读者申请，通过 CALIS系统向外馆提交申请，10-15个工作日内通知读者

到馆领取文献。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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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8-84760752 

EMAIL：907970199@qq.com 

联系人：高老师 

联系地址：狮子山图书馆一楼信息咨询部 

8.6 其他服务 

1.学科分析与评价：根据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需求，利用 Web of Science、ESI、

Incites、CNKI、CSSCI等数据库资源，提供学科竞争力报告、各学科期刊列表、高被引论

文、热点论文以及研究前沿等信息，并可对本校科研人员、引进人员等的学术成果进行分

析评价，为人才引进与培养提供决策依据。 

2.参考咨询服务：图书馆提供了多种咨询方式，读者在使用电子资源过程时可随时联

系咨询馆员，寻求帮助。目前图书馆主要的咨询方式有： 

（1）点击图书馆网页的 QQ头像，直接与馆员线上交流； 

（2）

关注图书馆官方微信，通过微信直接发送咨询信息； 

mailto:90797019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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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通过邮箱（296098265@qq.com）或图书馆网页“读者意见”栏提交对本馆资源、

服务等的意见、建议、投诉等； 

 

 

 

（4）可通过电话（84760752）或到狮子山校区图书馆一楼信息咨询部当面咨询。 

 

3.考研资料服务：本馆面向读者提供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考研专业教学参考



图书馆电子资源与服务指南 

162 
 

书及专业复习试题；提供政治、英语、数学、历史、教育、心理学考纲及解析，联系方式如

下： 

地址：图书馆三楼 306室 

时间：周一至周日 上下午 

电话：18123353395  徐老师 

4.空间预约：两校区图书馆均面向全校师生提供场地（狮子山校区图书馆五楼狮语堂，

成龙校区图书馆二楼龙吟堂），用于读书会、小型讨论会、学术沙龙等，开放时间为周一至

周六，上午 8:00-11:30，下午 14:00-17:30，晚上 18:30-21:30.场地预约可拨打 84761132

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