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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学院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介绍 

保山学院图书馆：网址 http://tsg.bsnc.cn/；进入路径：“保山学院首页—机构设置

—教辅机构—图书馆”。 

一、数字资源简介 

截至 2019.12.31，我校现有与 8 家数据库商采购的数据库子库 20 个（含电子图书数据库 

和歌德机数字借阅系统），自建数据库 2 个，商家增值服务赠送使用数据库 2 个，朗读亭1个，共

享数据库4 个（中文 1 个，外文 3 个）。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数据库商家 数据库 备注 

同方知网（北京） 

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A/B/C/D/E/F/G/H/I/J） 

校内：IP 范围内正常使用
校外：外网账号使用（按学
院 与 部 门 分 配 ， 通 知 已 发
放）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A/B/C/D/E/F/G/H/I/J）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A/B/C/D/E/F/G/H/I/J）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A/B/C/D/E/F/G/H/I/J）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中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总库（商家增值服务赠送） 

重庆维普资讯有

限公司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包括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中

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中国科学指标数据库（CSI）、高被引析 

出文献数据库（HCD）、维普-Google 学术搜索（VGSD）的全部专辑 

校内：IP 范围内正常使用
校外：①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7.0  网 址 ：
qikan.cqvip.com 用 户 名
bsyz，密码bsyz123；②下
载手机客户端，期刊平台可
用手机客户端反向授权电脑
网页 

维普考试资源系统（VERS）（全部专辑） 

云南高校图书馆联盟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即 YALU 平台，全部专辑） 

 

北京万方数据股
份有限公司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系统（网络版）期刊论文库 
 

校内：IP 范围内正常使用
校外：外网账号使用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系统（镜像版）学位论文库（商家增值服 

务赠送） 

北京雷速科技有 

限公司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V5.0  

校内：IP 范围内正常使用 
e 线图情全文数据库 

北京超星数图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百链云图书馆 
百链、汇雅电子图书、数字
图书借阅机系统校园 IP 范
围内正常使用；校外①公用账 
号 （ 无 并 发 数 限 制） 

baosxy ， 密 码 

bsxy#0720。 
②下载学习通手机 APP 使
用。 
学习通、移动图书馆：下载
学 习 通 手 机  APP（ 已 合
并），选择机构账号（机构为
保山学院）登陆方式，使用
借阅 

证号登陆，默认密码 123。 

超星汇雅电子图书 

数字图书借阅机系统（歌德机借阅系统） 

学习通（云舟） 

移动图书馆 

 

http://42.242.217.52/t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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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中文在线数

字出版有限公司 

 

书香中国互联网数字图书馆 

校内：IP 范围内正常使用 

校外：下载手机客户端（微 

书房）使用，或关注保山学

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登录云

资 源 微 阅 读 使 用 ， 账 号 为

sxbsxy+借阅证号，初始

密 

码 123456 

 

微信图书馆 

北京新东方迅程

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KOCD）（含大学英语四级、考研英

语） 
校内：IP 范围内正常使用 

 

自建数据库 
东南亚南亚特色数据库 

委托代建、代管 

校内 IP 范围内正常使用 

滇西抗战资源总库 校内 IP 范围内正常使用 

 
共享数据库 

墨香华文数字报纸平台 
与保山市图书馆共享，登录 

账号及密码：bsstsg。 

Ebsco 外文数据库（电子书平台）  

与云南省高校图工委共享
校内正常使用。 ProQuest 外文数据库（工具类文摘型数据库） 

Gale 系列数据库（综合型数据库） 

★朗读亭 

设立地点：图书馆1楼 

使用：持图书馆借阅证或校园一卡通到图书馆1楼B区107采编室登记

即可使用。 

面向校内全体师生开放使
用。 

 

二、数字资源使用简介 
本部分以 CNKI 系列数据库和汇雅电子图书数据库、学习通为主进行详细介绍，其他数

据库使用方式大同小异，若无特别需要强调的地方，仅做概要介绍。 

（一）CNKI 系列数据库 

“CNKI 系列数据库”产品为一系列大规模集成整合传播我国期刊、博硕士学位论

文、工具书、会议论文、报纸、年鉴、专利、标准、科技成果、古籍等各类文献资源的大型全文

数据库和二次文献数据库，以及由文献内容挖掘产生的知识元数据库。 

我校购买有 CNKI 系列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

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国家职业标准网络出版总库 6 个子库。其

中，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文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是国

家学术期刊最具权威性的文献检索工具和网络出版平台，基本完整收录了我国的全部学术期刊，覆

盖所有学科内容；中国博士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学是国内资源内容最完备、质量最高、

出版周期最短，数据最规范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也是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定的唯一博

士学位点和硕士学位点评估依据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基本囊括了我国各学科重要

会议论文，是我国最完备的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也是我国第一个连续出版重要会议论文的全文

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是我国第一个以重要报纸刊载的学术性、资料性文献为收录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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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动态更新的报纸全文数据库；国家职业标准网络出版总库是国内首个以“国家职业标准”为

中心的职业技能资源数字出版与增值应用平台， 应用于职业教育课程内容制定参考、辅助信息化教学、

学生自学、技能鉴定参考，我校采购了2015、2016 年的资源内容，由于使用率较低，2017 年

停止订购。 

CNKI 系列数据库使用方法： 

1、登录保山学院图书馆网站，在数据库资源栏目点击 CNKI 中国知网链接。 

 

2、进入中国知网数据库首页，点击期刊、博硕士、会议等需要查找的栏目进行资源检索； 

或直接使用默认的“文献”栏目（涵盖所有的资源类型）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中，我校已购

买的资源可直接下载，未购买的资源仅可查看题录信息。 

 

3 、 检 索 方 法 ： 

简单检索： 

（1）点击“全文”按钮旁边的倒三角标识，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全文、主题、篇名、关

键 词、作者等检索方式； 

（2）输入检索词进行检索，例如想要查找篇名中含有“大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学术

文献，在检索框内输入检索词后点击“检索”，如下图所示： 

检索结果默认按主题排序，也可选择按文献发表时间、论文的被引量或下载量进行排序； 

每页显示默认 20 条检索结果，也可选择每页显示 10 条或 50 条。 

（3）检索限定，若检索结果数量过多，可在检索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缩小范围，提高查 



12  

准率。如将“大学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查询结果再限定为“大学生毕业论文选题意义分析”， 

可在检索结果页面的检索框内修改检索词为“意义分析”，点击“在结果中检索”选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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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 

（4）检索结果查看：点解检索结果中的论文标题，可查看论文摘要、关键词、作者及发表

期刊的基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4）检索结果下载：可点击检索结果页面的“下载”图标，直接下载所需论文

（默认为CAJ 格式）；也可在检索结果查看页面点击“CAJ 下载”或“PDF 下载”

按所需格式下载论文。 

注意：下载的论文在电脑或手机客户端进行阅读时，需先安装阅读器。请在中国知网主页

最下方“CNKI 常用软件下载”中下载并安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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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检索： 

（1）点击文献分类检索框后高级检索选项，进入高级检索页面。 
 
 

 

（2）在高级检索界面可以实现主题词、关键词、发表时间、文献来源、基金信息等多
检索条件的组合检索，还可从学科分类、资源类型、文献类型等对检索结果进行精确限定。
如检索近五年图书馆信息咨询方面的学术论文，检索结果按发表时间每页 50 条显示，检索过程
及结果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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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检索结果限制、查看、下载等方法同简单检索。 

（二）维普系列数据库 

1、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 

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出品，通过对国内出版发行的 14000 余种科技期刊、5700 余万篇期刊

全文进行内容分析和引文分析，为专业用户提供一站式文献服务。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

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和图书情报等学科的中文期刊数据资源，包括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

文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引文版）、中国科学指标数据库（CSI）、高被引析出文献数据库

（HCD）、维普-Google 学术搜索（VGSD）的全部专辑。读者可从校园网登录图书馆网站，点

击正式数据库下方的“维普期刊资源”，即可使用其资源。 

2、维普考试资源系统（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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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普资讯专门研发的集日常学习、考前练习、在线考试、模拟测试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教

育资源数据库。系统采用开放、动态的系统架构，将传统的考试、练习模式与先进的网络应用相

结合，可使学生完全根据个性化需要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和考前练习。考试题库资源涵盖了英

语、计算机、公务员、司法、经济、考研、工程、资格、医学等领域。VERS 以最新的考试资源和

可靠的多形式模拟方式引领学生熟悉考试模式、巩固知识要点、完成学习任务，是无纸化考试，

机考模式新体验。 

3、云南高校图书馆联盟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即 YALU 平台）：云南高校图书馆联盟为加

强联盟馆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而定制的服务平台，该平台旨在非营利的前提下为联盟内各成员

学校的师生提供方便、快捷的文献信息服务。可搜索 4000 余万篇期刊文章，挖掘作者、机构、

主题、资助等海量知识对象。 

特别提醒：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提供有手机客户端，即《中文期刊助手》。扫描下

方二维码可直接下载，或点击“图书馆网站——正式数据库——维普期刊资源”，在维

普期刊资源首页上方点击“手机客户端”直接下载。该软件支持安卓和苹果手机，下载安装完

成后， 通过手机号获取验证码即可登录。 
 

授权获取： 

（1）在学校公网 IP 范围内的 WIFI 环境下，登录过程中会自动获得授权；（2）学校公网 

IP 范 围 内 ， 在 电 脑 上 打 开 http://qikan.cqvip.com/ ， 点 击 右 上 角 为 手 机 App 授 权 

，用该 扫描动态二维码即可； 

（3）一个手机号一次授权使用期限为半年，半年后需重新进行授权。授权完成后即可在手机

上进行期刊论文下载或者文献传递。（4）下载好的论文在阅读时，需在手机上安装 PDF 阅读器。 

（ 5 ） 手 机 获 得 授 权 后 ， 回 到 家 中 可 通 过 反 授 权 形 式 ， 用 个 人 电 脑 打 开 

http://qikan.cqvip.com/点击右上角登录，选择扫码登录即可使用。 

（三）万方系列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是由万方数据公司开发的，涵盖期刊、会议纪要、论文、学术成果、学术会议

论文的大型网络数据库；也是和中国知网齐名的中国专业的学术数据库。目前，我馆已购买了万

方期刊数据库的使用权，该库集纳了理、工、农、医、人文五大类 70 多个类目共 7600 种科技类期

刊全文。同时，获得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系统网络版学位论文库使用权限和镜像版学位论文库 

http://qikan.cqvip.com/
http://qikan.cqvip.com/
http://baike.so.com/doc/5447468-5685836.html
http://baike.so.com/doc/5345475-5580920.html
http://baike.so.com/doc/5352089-5587547.html
http://baike.so.com/doc/4145437-4345178.html
http://baike.so.com/doc/5999276-6212251.html
http://baike.so.com/doc/5345475-5580920.html
http://baike.so.com/doc/5345475-55809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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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篇的下载阅读权。 

（四）方略知识管理系统与 e 线图情全文数据库 

1、方略知识管理系统：即方略学科导航系统是雷速公司创办的一个包括哲学、经济学、
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和管理学等 14 大门类、 
108 个一级学科、600 多个二级学科在内的新型、综合性的学科网站集群，每个学科网站以收录
各个学科灰色文献为主。 

2、e 线图情全文数据库：面向图情界、图情理论界、图情教学界、图情协会界以及图情

企业界和个人提供集数据库服务、深度研究、专业咨询于一体的专业网站，囊括了数字图书馆领

域中理论、技术、产品、市场、协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它是图情界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不可缺少

的智囊。e 线图情下设学者、聚焦、海外、国内、热点、专题、论文等版块，包括风云人物、行

业聚焦、新馆写真、国际动态、图情要闻、国际图联、国际会议、国内会议、e 线速递、雷速动

态、图情人物、产品市场、行业协会、图情机构、馆刊集萃、理论技术、研究报告、图书馆建设等栏

目，并提供 RSS 聚合功能以及视听资料。 
 

（五）超星百链云图书馆、汇雅电子图书、数字图书借阅机系统、学习通、移动图书馆 
 

1、百链云图书馆 

百链云图书馆是资源补缺型服务产品，它弥补了单个图书馆由于经费有限而造成的资源不

足。目前，百链云图书馆已实现 286 个中外文数据库系统集成，利用百链云服务可以获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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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链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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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供有文献传递系统，对本馆资源之外的资源可

以实现相互文献传递服务。百链是国内最大的文献传递服务平台搭建者，在国内已为 900 多家图

书馆搭建文献传递平台，中文资源的文献传递满足率可以达到 96%，外文资源的文献传递满足率可

以达到 90%。 

注：百链内检索到的资源，若无全文，请选择“邮箱接收全文”或“图书馆

文献传递”。 

2、汇雅电子图书 

北京超星公司推出的新一代电子图书数据库的管理和使用服务平台，是全球最大的中文电 

子图书资源库。目前我馆拥有 47.5 万册汇雅电子图书的镜像资源，同时已远程开通汇雅电子 

图书数据库 140 余万种电子图书的使用权限，涵盖中图分类法 22 个大类。读者可选择以下两种

方式进行阅读： 

（1）电脑浏览器阅读 

①检索图书：登录图书馆网站，点击“超星汇雅电子图书”链接进入数据库网站。在数据 

库右上脚的检索框内按“书名”或“作者”途径检索相应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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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 

  

②检索结果阅读：可选择检索结果页面的“阅读器阅读”、“网页阅读”、

“PDF阅读”中的任一种方式，点击链接直接在线阅读；也可以选择“下载本书”将图书

下载到电脑进行本地阅 读。 

特别说明：“下载本书”需先安装阅读器，使用阅读器下载（数据库首页最下方提

供有客户端下载连接）。由于防盗版加密设置，本电脑下载图书只能在本电脑阅读使用，拷贝

到其他电脑后将无法打开查看；如需在另一台设备上阅读，需在相应设备上安装阅读器，重新

下载电子书。 

（2）手机客户端阅读 

在数据库首页最下方客户端下载栏，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手机客户端（学习通）。使用客

户端时选择“机构账号”登陆方式，“学校/机构码”为“保山学院”，“学号”

处输入借阅证号，密码为借阅证密码（初始密码 123）。登陆一次后，使用客户端时默认上一

次登陆账户登陆。手机客户端电子图书查看方法如下： 

①可在网站上检索相应图书，查看是否有图书二维码（部分图书有），若有二维码则可使

用手机客户端“扫一扫”功能，将选中图书添加到客户端书架上。点击书架查看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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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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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即可下载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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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也可通过手机客户端（学习通）内移动图书馆的搜索相应图书，点击查看。具体步骤： 

进入学习通，点击移动图书馆；点击图书，按分类查看图书，或在检索框内搜索所需图书；选中

所需图书，直接点击查看，或下载后在学习通“我的”“下载”中查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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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载后在此位置查看 

直接点击查看 

   
 

直接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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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习通（云舟）与移动图书馆 

注：移动图书馆已挂接至学习通中，手机端下载学习通 APP 即可 

（1）学习通平台 

由数字空间系统+数字资源+全网络服务平台三大模块构成，是超星集团基于“互联网

＋”背景下构建的知识组织、重构和社区交流系统，是有线网 PC 端应用系统和移动网手机

应用客户端有机组成的数字图书馆知识空间服务平台。在学习通平台上，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

知识空间，在空间中读者不仅可以获得图书馆的各种资源和服务，同时可以通过平台融合的多种

社交方式与全国其他高校用户进行分享与实时交流，建立学术共同体，实现知识传播、资源共享与

学术交流的最大化。平台打破了传统报刊的信息组织形式，以全新的专题形式将资源进行重组， 实现

富媒体效果并提供深度服务；在空间中，管理者和用户都可以利用平台资源或其他自有资源创建特色

专题库、作者文库、机构库等多种形式的专题，并将这些专题分享和传播出去（专题创建详见保山

学院学习通平台电脑端操作说明）。同时，学习通能基于用户行为的大数据， 将隐藏于海量数

据中的信息和知识挖掘出来，分析读者喜好，有针对性的为读者推送相关资源。此外，超星集团

在平台中自建有“一带一路”、“党建智库”、“通识阅读”等专题，这些专题资 源可

为学校的决策发展和学生通识教育等提供专题参考。 

（2）移动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是以移动无线通讯网络为支撑，帮助用户建立随时随地获得全面信息服务的现代

图书馆移动服务平台。在移动图书馆上，读者不但可以查找到本馆馆藏纸质图书和电子资源， 还可以

一站式查找全国范围的资源分布情况，可以方便快捷的访问本馆拥有的资源，更可以通过文献传递服务

获取馆外数百家图书馆的资源。移动图书馆可与图书馆现有的 OPAC 系统挂接 

（由于涉及 OPAC 接口开放经费，图书馆正在协调），完成馆藏借阅查询、续借、预约、借阅证挂失

等自助服务，可以选择借书到期提醒、图书馆新闻、通告、专题新书通报、热门书推荐等短信提

醒和信息推送服务。还可以修改基本信息，建立收藏，了解自己的检索历史、浏览历程、收藏历史

等。此外，移动为读者提供了个人书架，可将汇雅电子图书数据库中的电子图书扫描添加到书架

中，或下载在线书城内的电子图书，实现离线阅读。 

学习通、移动图书馆手机 APP 二维码： 

注：手机 APP 安装后登录程序如下：选择“机构账号”登陆方式，“学校/机构码”为“保山

学院”，“学号”处输入借阅证号，密码为借阅证密码（初始密码 123）。 

 

（六）书香中国互联网数字图书馆 

即书香校园（书香保山学院）数据库，是湖北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面向高

校师生推出的读书服务平台。它提供了 10 万册数字图书和 3 万集有声图书，每年更新量不低

于总量的 20%，是一个属于互联网方式的数字图书馆。用户获得账号后，就可以用一个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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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任何时间、任何可以上网的地方（不限于校园范围）通过任何方式（手机、电脑、平

板等）访问数字图书馆。值得注意的是，它为每一位师生提供了一个网上个人“终身书

房”。同时，数据库提供了 PC 电脑客户端与手机客户端，功能齐全，阅读体验效果好。

“书香校园”阅读平台还提供了校内新闻、组织活动、书评、书友相互交流互动、推

荐图书等功能，具备了“豆瓣”读书网站的大部分功能。 

我馆已为办理过借阅证的读者设置了账号和初始密码，账号：sxbsxy+借阅证号，初始

密码：123456。读者在数据库网站、电脑或手机客户端登录后即可使用其资源。此外，也可

关注保山学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微信号：bsxytsgwx），在 “云资源”栏目“微

阅读”中登录使用资源。 

 

（七）东南亚南亚特色数据库 

东南亚南亚特色数据库是我们馆为强化资源建设、突出地方文献和东南亚南亚文献特色馆

藏而委托开发而建设的数据库。设有图书、期刊、学位论文、报纸、书单等栏目，内容涉及东南

亚国家东帝汶、菲律宾、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甸、秦国、文莱、新加坡、越南、印尼，

以及南亚国家不丹、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的政治、经济、

文化、历史、科技、旅游等方面。由于本数据库的建设刚起步不久，内容也正不断充实和完善中。 

 

（八）墨香华文数字报纸平台 

墨香华文数字报纸平台是前方信息推出的专业数字报纸汇聚检索阅览服务平台,主要是针

对高校、公共图书馆及机构实现报纸数字化所研发的应用服务。该平台不受时间、地域、访问人

数的限制，弥补了传统图书馆纸质报纸在这方面的局限性。目前平台实现了 700 多份报纸的数字

化，更新无时滞，并且报纸数量还在不断扩大中。 

通过平台中丰富的数据、人性化的日历牌及强大的检索功能，读者可以快速实现全文检索， 并

定位至出版当日报纸的版面。平台还提供了许多个性化的应用，比如可对报纸、版面、文章进行收藏、

推荐，可以将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下载、打印、印刷专题数字剪报等。 

目前，我校未采购该数据库，与保山市图书馆共享。使用时需进行账号登录。读者可点击 

图书馆正式数据库中的“墨香华文数字报纸平台”链接进入数据库登录后进行使用（账号和密码均为 

bsstsg），也可在现刊阅览室的阅览。 
 

（九）Ebsco、ProQuest、Gale 外文数据库 

1、Ebsco 系列数据库 

EBSCO 出版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全文期刊数据集成出版商，开发了近 100 多个在线文献数

据库，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等多种学术领域。通过 EBSCOhost 平台可以访问

超过 375 种全文和辅助研究数据库，内含外文期刊、杂志、图书、产业报告、行业出版物、专

著、市场研究报告等多类资源。 

EBSCO 检索平台的数据库包括： 

（1）综合学科全文数据库（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数据库收录期刊 16000 多种，包括 8500 多种全文期刊（其中 7000 种为专家评审期刊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a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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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reviewed），800 多种非期刊类全文出版物（如图书、报告及会议论文等）。收录文献的

主题范畴几乎涵盖所有学科，收录年限：1887 年至今。 

（2）商管财经全文数据库（Business Source Premier） 

数据库收录 6200 多种期刊索引及摘要，其中近 2,200 种为全文期刊（包括 1,100 多种同 

行评审全文期刊）及 24,000 多种非刊全文出版物（如案例分析、专著、国家及产业报告

等）。收录文献的主题范畴：金融、银行、国际贸易、商业管理、市场行销、投资报告、房地产、

产业报导、经济评论、经济学、企业经营、财务金融、能源管理、信息管理、知识管理、工业工

程管理、保险、法律、税收、电信通讯等。收录年限：1886 年至今。 

Communication & Mass Media Complete（CMMC，大众传媒全文数据库） 

收录美国传播协会、国际商业交流学会、美国营销学会、新闻传媒教育学会、剑桥大学出

版社、加拿大传播期刊、哥伦比亚新闻业评论、报纸研究期刊、影视大学协会、世界传播协会等

著名学协会及出版社的 1000 多种期刊，其中 642 种为全文收录。 

OmniFile Full Text Select (H.W. Wilson 全文期刊精选库) 

威尔逊全文期刊精选库收录期刊 3000 余种。内容覆盖应用科技、艺术、生物农业、教育、

普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法律、图书馆与信息情报学、商业等几乎所有学科领域。文献最早

回溯至 1980 年。提供 HTML 全文以及可以下载的 MP3 音频文件。HTML 全文可即时译成包括

简繁体中文在内的 12 国语言。 

Art Full Text (H.W. Wilson 艺术全文数据库) 

该库收录近 700 种期刊的全文及文摘，其中 360 种期刊为同行评审期刊，文献最早回溯至

1972 年。为多语种资源，全文可译为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另外收录 

18,000 余篇学位论文，覆盖艺术领域各个学科：广告艺术、考古学、建筑和建筑史、 艺术

史、电影与电视、博物馆学、摄影等。 

EBSCO 电子图书 （原名：NetLibrary 电子图书） 

EBSCO 电子图书涉及学科广泛，包括商业与经济、计算机科学、教育、工程与技术、历史、

法律、数学、哲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艺术与建筑等。截至 2012 年 9 月底，我校读 

者共可访问电子图书 10,000 多种，既可以直接搜索，也可以按照目录分类浏览。所有电子

图书都内嵌了在线字典功能，方便查询词义和读音。详情请点击进入 EBSCO  电子图书说明页。 

GreenFile 

提供人类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的深入研究信息；包括全球变暖、绿色建筑、污染、可持续农

业、再生能源、资源回收等。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s (LISTA) 

收录期刊、图书、研究报告。包括 240 多种期刊的全文。主题涉及图书分类、目录、书目

计量、在线信息检索、信息管理等。收录年限：1960 年至今。 

MEDLINE 

MEDLINE 由美国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创建，采用了包含树、树层次结构、副标

题的 MeSH（医学主题词表）索引方法，可从 4,800 多种医学期刊中检索文献。 

Newspaper Source 

收录 40 多种美国和国际报纸以及精选的 300 余种美国区域性报纸全文；此外还提供电视和

广播新闻脚本。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bu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uf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2Cuid&amp;profile=ehost&amp;defaultdb=ofs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2Cuid&amp;profile=ehost&amp;defaultdb=aft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nlebk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netlibrary.htm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8g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lx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cmedm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n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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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Doctoral Dissertations,1933-1955 (美国博士论文档案数据库) 

该数据库为文摘数据库, 内容为 1933-1955 年美国博士论文, 包含知名作家, 例如： Martin 

Luther King, Jr.、Henry Kissinger、Milton Friedman、Margaret Clapp 等等的著作。 

Regional Business News 

提供美国城市和乡村的 244 种商业期刊以及报纸和新闻。数据库每日更新。 

Book Review Digest Plus (H.W. Wilson 图书评论摘要增强版数据库) 

该库收录涉及图书评论的 8000 余种期刊，包括小说及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的书评。共提供 

22 余万余篇书评全文；涉及近 80 万本图书；同一本书的全部评论与该书显示于同一界面；

被评论书籍摘要均由威尔逊公司专业人士撰写；适合各年龄段读者。 

EBSCO eClassics 免费电子书 

（15）教育学数据库 

包括：① ERIC，美国教育部的教育资源信息中心数据库，收录 980 多种教育及教育相关 

的期刊文献的题录和文摘。收录年限：1966 年至今。② Education Source ，数据库收录

了 2800 多种学术期刊的索引和摘要，其中 1800 种期刊提供全文；还收录了 500 多本图书和专

著、教育领域会议文献、400 多万篇文章（包括书评）的引文，以及超过 10 万种受控和互见参

照的教育测验名称。其内容覆盖范围囊括了从幼儿早期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阶段以及

一些教育专业，例如多语言教育、健康教育和实验等。收录的全文文献最早回溯至 1930 年。数

据库每月更新。③Teacher Reference Center，提供 280 多种最畅销的教师和管理者期刊的索

引和摘要，旨为专业教育者提供帮助。 

（16）EBSCO 运动科学全文数据库（SPORTDiscus with Full Text） 

该数据库内容来自加拿大的 Sport Information Resource Center，是目前唯一收录全球运

动信息的数据库。收录了国际间和运动、健康有关的各类期刊、会议记录、研究报告、专著、学

位论文；其中收录的 960 多种期刊中有 670 多种提供全文，全文最早回溯至 1930 年。此外还

提供美国 University of Oreg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ports and Human Performance 

收藏的 7000 多种缩微胶片关于运动科学、健康、体能体育及舞蹈的相关文献， 内容回溯至 

1947 年。数据库涉及的学科有：运动医学、护理、运动科学、心理学、行政、运动法规、训练、

体育、健康、运动生理学、休闲活动、历史等相关学科。 

2、ProQuest 数据库平台 

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公司通过 ProQuest 平台提供六十多个文献数据库， 

包含文摘题录信息和部分全文。自 2012 年起，原剑桥科学文摘（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s，CSA）平台的数据库全部合并到 ProQuest 平台。这些数据库涉及商业经济、

人文社会、医药学、生命科学、水科学与海洋学、环境科学、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

等广泛领域，包含学位论文、期刊、报纸等多种文献类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商业经济数据

库 ABI 和全球最大的学位论文数据库 PQDT，还有原 CSA 平台丰富的特色专业数据库。 

ProQuest 平台主要包含以下数据库： 

Research Library （ProQuest 综合学术期刊数据库） 

内容覆盖商业、文学、语言、表演和视觉艺术、历史、宗教、医学、社会学、教育学、科

学和技术等领域。收录期刊 6600 多种，其中多数刊近年来的文章有全文。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ddu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bw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authtype=ip%2Cuid&amp;profile=ehost&amp;defaultdb=brd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eric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eue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trh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amp;defaultdb=s3h
http://search.proquest.com/pq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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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PAO) （典藏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提供 760 多种人文社科类

权威期刊的过刊全文。 

（3）商业信息经济数据库 

内容覆盖商业、金融、经济、管理等领域，收录学术期刊、报纸、公司信息，其中多数文

章有全文。ABI 数据库中涵盖部分 OECD 报告。 

（4）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PQDT)（国外博硕士论文数据库）1637-今目前

世界上最大和使用最广泛的学位论文数据库，特别是北美高等院校博硕论文的核心资 

源。截至目前，该库收录了全球 2000 余所大学文、理、工、农、医等领域近 400 万篇毕

业论文的摘要及索引信息。目前，数据库中还收录 CALIS 高校学位论文文摘数据近 15 万篇，并

且在不断增加中。该库多数论文前 24 页可以免费预览。 

（5）心理学数据库 

包含 PsycARTICLES（心理学全文期刊数据库）、PsycINFO（心理学文摘索引数据库）、

PILOTS 

（ 美国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数据库）3 个子库。 

（6）科学与技术（SciTech Premium Collection） 

囊括自然科学全文资源专辑(Natural Science Collection ) 与技术全文资源专辑(Technology 

Collection)两部分的内容，提供全球著名出版机构出版的全文出版物，包括学术期刊、行业期刊、

杂志、技术报告、会议论文及政府出版物等。包含： 

①自然科学全文资源专辑（Natural Science Collection） 

广泛收录了农业科学、水生科学、大气科学、生物学、地球科学、环境科学及其它相关学

科领域出版的核心学术期刊及其他类型出版物的内容。 

②技术全文资源专辑（Technology Collection） 

涵盖广泛的学术文章，配备受控词表功能。含 Military Database（军事科学期刊全文数据

库）、 Advanced Technologies & Aerospace Database（高科技与航空航天期刊全文数据

库）、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Database（材料学与工程学期刊全文数据库）3 个子

库。 

③美国政府报告题录数据库（NTIS, National Techn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NTIS 收录 1964 年以来美国国防部、能源部、内务部、宇航局（NASA）、环境保护局、

国家标准局等国家、州及地方政府部门立项研究完成的项目报告，少量收录世界各国（如加拿大、

法国、日本、芬兰、英国、瑞典、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和国际组织的科学研究报告、期刊

文献、数据集、计算机程序以及音视频文献，包括项目进展过程中所做的初期报告、中期报告和

最终报告等，能够及时反映科技的最新进展。 

（7）设计与应用艺术索引（Design and Applied Art Index, DAAI） 

收录了 1964 年-至今 600 多种设计与工艺领域的学术期刊，同时收录了 19 世纪中期以来

的创新设计家、设计和应用艺术方面的发展信息。DAAI 数据库收录了大量源自美国以外国家出

版的重要期刊，比如：澳大利亚、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和土耳其等。 

3、Gale 系列数据库 

Gale 以其精确的、权威的参考工具书和数字信息集成服务闻名于世，主要服务于学术研究

http://search.proquest.com/pao
http://search.proquest.com/abicomplete
http://search.proquest.com/dissertations?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psycarticles?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psycinfo?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pilots/index?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scitechpremium/fromDatabasesLayer?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naturalscience/fromDatabasesLayer?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technology1/fromDatabasesLayer?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technology1/fromDatabasesLayer?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naturalscience/fromDatabasesLayer?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technology1/fromDatabasesLayer?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military/fromDatabasesLayer?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advancedtechaerospace/fromDatabasesLayer?accountid=14426
http://search.proquest.com/materialscienceengineering/fromDatabasesLayer?accountid=14426
https://search.proquest.com/ntis
http://search.proquest.com/daai/fromDatabasesLayer?accountid=1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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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图书馆和商业领域，为读者提供精确、权威的在线参考文献、期刊、杂志和电子书。包括：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文学资源中心） 

全面包括文学评论、作家传记、书评及参考文献等内容，使读者不仅可以快速且直观地获

取来自世界各地、各时期、各流派的主要文学资料，了解文学的各个层面，还可以得到历史背景、

社会意义等广泛内容。精确、权威的信息帮助读者以全球的视野来研究文学及其跨学科的发展动

向。 

GREENR（Global Re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 Energy, and Natural Resources） 

（环境、能源及自然资源参考数据库） 

该数据库整合了最权威、直观的研究资料，包括新闻、独家评论、音频、视频、原始文件、

图片、会议报告、博客图像、统计数据等，使读者能够通过一站式的检索得到全面的信息。该数

据库内容涉及能源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经济贸易、资源管理、人口与经济发展、人类健

康及农业问题等领域。内容每日更新。 

数据库收录：1090 多种来自世界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与环境、能源及自然资源相关的期刊、

报纸和杂志，最早回溯至 1965 年；50 多种 Gale 出版的权威参考工具书；来自全球的国家和企

业所作的环保工作的数千个案例研究，与来自 15 个国际组织的总体看法和观点；60700 多种会

议演讲、笔记、报告及原始资料等支持环境科学和工程、能源与环境、国际研究、经济管理、法

律和政治等专业以及其他跨学科的研究；33100 多种案例研究、统计数据及书评等资料。 

Computer Database(计算机数据库) 

通过该数据库，可查找计算机相关产品介绍、新闻、评论等，例如计算机硬件、软件、电

子、工程、通信技术的应用。用户通过一个简单的无缝查询可以访问到关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 

包括行业评论、行业形式报告、公司概况等都被整合在这个数据库中。 

Health & Wellness Resource Center(医学和健康资源中心) 

该数据库拥有该行业中无可比拟的丰富的在线资源，可以访问多种顶级医学杂志和学术期

刊，适用于各种水平的研究人员。这个全面的资源为所有健康问题提供了权威信息，内容包括最

新疾病信息到另类和补充医疗实践的深入报道。包括：数千种医学以及健康期刊、杂志、简报和

数千种图书（其中 75%是全文文献）；3000 多种与医学健康相关的读物选自大量 Gale 独家参

考文献，权威、具有深度的关于疾病和健康的资料，大量权威的健康医学网站链接及医学专家的

数百个流媒体视频。 

National Geographic Virtual Library（美国《国家地理》虚拟图书馆）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杂志，该学会是世界上最大的非盈利性

的教育和科学组织之一。该杂志以提供文化、自然、科学、技术及环境方面无与伦比的具有深度

的报道而闻名，并被公认为拥有一些世界上最高质量的新闻摄影和精心绘制的地图，获得过诸多

奖项，被广泛推崇。该数据库通过直观的界面，提供杂志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张照片以及每一份

地图的全面检索，为各个年龄段的研究人员和大众读者提供了必备资源。 

内容包括三个模块： 

①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线典藏，1888 年-1994 年，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Archive, 1888-1994，从 1888 年创刊开始收录至 1994 年， 1,224 期的 187,000 页，160,000 

张图片，465 份补充地图。 

②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线典藏，1995 年-至今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30  

Archive, 1995-Current，为研究 1995 年之后世界地理、历史、文化及其他学科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机会： 

收录保持更新，只有 2 个月滞后期，涵盖最新研究热点和主题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

线典藏，1888 年-1994 年”可进行交叉检索。 

③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人物、动物和世界 National Geographic：People, Animals, 

and the World，旅游、科技、历史、环境、动物、摄影、人物以及文化方面的全文书籍 170 多

种。 收录 2010 年至今的《国家地理旅游》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325 多个视

频（如：伊斯兰世界、替代能源、白鲸的生活方式等）。 655 份全彩地图。 600 份可下载的国

家地理的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