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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馆藏主要电子期刊简介

1. 中文电子期刊

 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万方数字化期刊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1. 中文电子期刊

• 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当前收录中国大陆地区9100种期刊，

其中核心期刊1823种，文献量3252多万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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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至今（部分刊物回溯至创刊）；本馆购买所有专辑；数据每日更
新。

•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包含1989年至今的8000余种期刊，其

中核心期刊2118种，文献量2300多万篇；学科分类共分为医药卫

生、工业技术、自然科学、农业科学、社会科学等5大类，每个大

类下又划有若干小类。



1. 中文电子期刊

• 万方数字化期刊群：包含期刊6000余种，其中核心期刊3200余种，

文献量1288多万篇；内容涵盖哲学政法、社会科学、经济财政、

科教文艺、基础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工业技术等8大类

100多个类目。

•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收录2200多种60000多本期刊杂志，分为

时政新闻、管理财经、文摘文学、教育教学、学术学报、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时尚生活、娱乐休闲、家庭健康等10大类。每天新增

70-100本杂志，每年增加20000本以上。提供原文原貌的多媒体版、

电子版、语音版等多种阅读方式。



知网期刊全文库、维普科技期刊和万方的比较
知网期刊全文库 维普科技期刊 万方数字化期刊群

时间 检索范围：1994年至今，部
分回溯至创刊号

检索范围：1989年至今，
部分回溯至1955年

检索范围：1981年至今

购买
内容

侧重自然科学、社科。综合性
较强。其中文史哲类期刊占

5%，农业类期刊占6%

侧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
文史哲类期刊占1%，农业

类期刊占8.5%

侧重社科类。核心期刊比率
较高，收录文献的质量较高。
其中文史哲类期刊占6%，

农业类期刊占3%

分析
功能

提供参考文献、引证文献、相
似文献等分析功能

提供相似文献 提供参考文献、相似文献分
析

检索
限定
范围

可进行范围限制。可按照SCI

来源刊、EI来源刊、核心期刊
等进行限定

可进行范围限制。核心期
刊、重要期刊、SCI、EI、

CA、CSCD等限定

不可进行范围限定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了清末到1949年近百年间中国出版的7000

多种期刊，共14多万期，很多期刊属于国内不多见的珍本，史料珍贵、内

容丰富、检索方便；资料设计文史教育、哲学经济、政治军事、工农交通、
天文医学等各大门类。在中国近代的历史、文学、教育、哲学、政治、科
技史等方面尤其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

 《大成老旧全文数据库》平台设计简洁、功能强大，可以通过学科分类浏
览，也可以通过检索直达篇目目次，检索分为按刊检索和按篇检索，检索
字段包括刊名、题名、作者、出版地、年代等，可实现结果搜索和逻辑组
合高级搜索，

 数据库不需要安装专门的客户端或浏览器，直接在浏览器下即可直接阅读，
需要下载时直接生成PDF格式，使用时无并发数限制。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计划收录民国时期

（1911-1949）出版的两万余种期刊，近一千万篇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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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库采用便捷的检索服务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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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2. 外文电子期刊

•综合性外文电子期刊

•主要学科专业性外文电子期刊



综合性外文电子期刊

 集成性电子期刊库

EBSCO系列数据库

ProQuest系列数据库

 来自出版时的现刊库

Elsevier ScienceDirect数据库

Wiley & Blackwell电子期刊

Sage电子期刊
Kluwer Online Journals

过刊库

JSTOR

PAO电子期刊数据库



集成性电子期刊数据库

EBSCO系列数据库 http://search.ebscohost.com/

 EBSCO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提供期刊、文献定购及出版服务的专业公司

之一，1986年开始出版电子出版物，共收集了1万余种索引、文摘型期刊
（6000余种有全文内容）
 收录范围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教育学、医学等各类学

科领域。
 收录的期刊有一半以上是SCI、SSCI的来源期刊，是世界上收录学科较齐

全的全文期刊数据库。
 我校购买了该公司的10多个数据库，其中Academic Search Premier（学

术期刊数据库ASP）和Business Source Premier（商业资源数据库BSP）
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子库



EBSCO-ASP

Academic Search Premier(学术期刊数据库）

• 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专为
研究机构所涉及，提供丰富的学术类全文期刊资源。

• 数据库提供8211种期刊的文摘和索引；4648种学术期刊的全文，其
中包括3900多种同行评审期刊的全文；有100多种全文期刊可回溯
到1975年或更早；大多数期刊有PDF格式全文。

• 1000多种期刊提供了引文链接，这个数据库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学术
研究领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工程
学、物理、化学等。大部分期刊为SCI收录的核心期刊。

• 数据库每日更新



EBSCO-BSP

Business Source Premier（商业资源数据库）

• 为商学院与商学院有关的图书馆设计，是行业中使用最多的商业研究
性数据库；它提供2300多种期刊的全文，包括1100多种同行评审刊名
的全文。 Business Source Premier相比同等数据库的优势在于它对所
有商业学科（包括市场营销、管理、MIS、POM、会计、金融和经济）
都进行了全文收录。全文回溯至1965年或期刊创刊年；可检索的参考
文献回溯至1998年。

• 这个数据库还提供了许多非刊全文文献，如：市场研究报告、产业报
告、国家报告、企业概况、SWOT分析等。

• 数据库每日更新



Ebsco-Academic Search Complete（ASC）
综合学科学术文献大全

• ASC是Academic Search Premier（综合学科参考全文数据库，以下简
称”ASP”）数据库的完整升级版本，是目前世界上学科主题最为广涵的外文
全文数据库。ASP数据库在包含的主题丰富、内容权威、数量庞大的出版物
基础上，还整合全球最优秀的全文期刊，提供给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更庞大
的外文电子资源。

• 主题范畴：多元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生物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
心理学、教育、法律、医学、语言学、人文、信息科技、通讯传播、公共管
理、历史学、计算机科学、军事、文化、健康卫生医疗、宗教与神学、艺术、
视觉传达、表演、哲学、各国文学等。

• 数据内容：ASC收录16700多种期刊的文摘，8400多种全文期刊，其中
7300多种为同行评审，还包括800多种非期刊类全文出版物（如书籍、报告
及会议论文等）



Ebsco-Business Source Complete（BSC）
商管财经学术文献大全

•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BSC）是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的升级版
本。除完全覆盖原BSP所收录内容外，BSC还在文献收录种类和内容上做了大幅度升
级与扩展。

• BSC现收录6200多种期刊索引及文摘要，其中近3800种全文期刊（1960多种为
peer-reviewed同行评审）；另外包括近千种书籍专著，超过110万份的企业背景介绍，
1200多种国家经济报告，8200多份行业报告，10500多份对全球知名企业高层管理
人员以及财经分析家的访谈录，2600多份市场研究报告，4200多份SWOT分析等等。

• BSC还特别收录了一下独家财经文献：Bernstein Financial Data伯恩斯坦金融数据、
晨星基金股票分析出版品、美国会计师协会出版品、Richard K.Miller & Associates市
场研究报告、非英语系国家的商学文献资源、900多篇案例分析（其中680多篇全
文）、特别收录哈佛大学知名教授的57段研讨会视频。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ference Source 
一带一路资源中心数据库

• 访问链接：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
b=obo

• 符合“一带一路”政策，收录沿线65个国家的包括贸易、商业、
经营、投资、文学、艺术、人文研究、地理、军事、历史、政治
科学、等学科文献，更包括65个国家中许多难以获得的小国家在
该地区所发行的期刊和区域性研究报告等珍贵资源。一带一路资
源中心数据库收录了超过5000多种特色全文期刊，可回溯至
1975年；此外还收录有120多种报纸与电讯新闻全文内容以及
500多种报告及会议录。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x?profile=ehost&defaultdb=obo


一带一路65国家
• 中国、蒙古、俄罗斯

• 东南亚11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缅甸、柬
埔寨、老挝、文莱、东帝汶；

• 南亚8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马尔代夫、
不丹；

• 西亚北非16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科
威特、伊拉克、卡塔尔、约旦、黎巴嫩、巴林、也门共和国、叙利亚、巴勒斯坦；

• 中东欧16国：

• 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
宛、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波黑、
黑山；

• 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 独联体其他6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克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



1. 集成性电子期刊数据库
ProQuest系列数据库 http://proquest.umi.com/login 

• －是ProQuest Information & Learning公司通过ProQuest系统提供

的网络版数据库，内容涉及商业管理、社会与人文科学、新闻、科
学与技术、医药、金融与税务等。

• - ProQuest公司Web版数据库的主要特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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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在检
索文摘索引时就可以实时获取全文信息。

• - 其中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ARL）和 ABI/INFORM®系列

数据库（ABI）是最为重要的两个子库。



ProQuest子库

ABI/INFORM®系列数据库：

• –ABI/INFORM Achive Complete：收录商业、金融、经济学学科

的历史期刊，共有141种。数据从1905－1985年。

• –ABI/INFORM Dateline：收录商业、经济学学科的地方性或地域

性出版物，共有175种。数据从1985年至今。



ProQuest子库
ABI/INFORM®系列数据库：

• –ABI/INFORM Achieve Complete：收录商业、金融、经济学学科

的历史期刊，共有141种。数据从1905－1985年。

• –ABI/INFORM Dateline：收录商业、经济学学科的地方性或地域

性出版物，共有175种。数据从1985年至今。

• –ABI/INFORM Global：收录商业、金融、经济学学科的期刊、公

司概况和华尔街杂志，共有2722种。数据从1971年至今。

• –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收录商业、经济学学科领域内

的商业部门期刊和时事通讯，共有1197种。数据从1971年至今。



ProQuest子库

ABI/INFORM®系列数据库：

• –ABI/INFORM Achive Complete：收录商业、金融、经济学学科的历史
期刊，共有141种。数据从1905－1985年。

• –ABI/INFORM Dateline：收录商业、经济学学科的地方性或地域性出
版物，共有175种。数据从1985年至今。

• –ABI/INFORM Global：收录商业、金融、经济学学科的期刊、公司概
况和华尔街杂志，共有2722种。数据从1971年至今。

• –ABI/INFORM Trade & Industry：收录商业、经济学学科领域内的商业
部门期刊和时事通讯，共有1197种。数据从1971年至今。



ProQuest子库
•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ARL) 

学术研究期刊数据库：专为大学图书馆和研究性图书馆、信息中心等开发的综合性参考及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论文数据库，共有3747种刊物。数据从1971年至今。

•EIU ViewsWire：

提供世界204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报告，涵盖全球商业的重要方面，包括商业法规、经济

发展、金融市场、外国投资等。

•Hoover's Company Records 

胡佛公司档案，涵盖4万多个公司，600多个行业，225，000企业高管的相关信息。

•ProQuest Asian Business and Reference 

收录亚洲商业、金融和经济学学科的期刊129种。

•ProQuest European Business 

收录欧洲商业、金融和经济学学科的期刊172种。



2.来自出版社的期刊库

•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数据库（2004年-）

• Wiley & Blackwell电子期刊（全库，1997年-）

• Sage电子期刊（全库，创刊-）

• Kluwer Online Journals 

• 剑桥大学出版社电子期刊数据库

• Springer电子期刊数据库

• 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期刊现刊库

• ………. 



Elsevier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 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是一家经营科学、技术和医学信息产

品及出版服务的世界一流出版集团，已有180多年的历史。

• ScienceDirect(SD)系统是Elsevier公司的核心产品，是全学科的

全文数据库。其中约60％的期刊被ISI Web of Science收录。

• 我馆订购商业管理与会计、化工、化学、计算机科学、决策科学、

经济学与金融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学与天文学、
心理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学科库。全文年限2004年至今。

•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Wiley & Blackwell电子期刊

• John Wiley & Sons出版公司于1807年在美国创建，是有200余年历史的专业出版

机构，Wiley是众多国际知名学会的合作伙伴，在化学、材料学以及工程技术、生

命科学、医学等领域学术文献的出版方面具有一定权威性。Blackwell出版公司是

全球最大的学协会出版商，与世界上550多个学术和专业学会合作，出版国际性

的学术期刊，其中包含很多非英美地区出版的英文期刊。它所出版的学术期刊在

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具有一定权威性。

• 2007年2月Wiley收购Blackwell出版公司，并将其与自己的科学、技术及医学业务

（STM）合并组建Wiley-Blackwell。Wiley-Blackwell电子期刊数据库有1234种期刊，

涵盖学科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技术和医学。Wiley-Blackwell期刊100

％为同行评审期刊，66％被SCI/SSCI/A&HCI收录。我馆订购全库，可访问1997年

以来的期刊全文。

• http://www.interscience.wiley.com/



Sage 电子期刊

• SAGE出版公司于1965年创立于美国，与全球超过245家专业学
术协会合作出版高品质学术期刊、百科全书和专著。SAGE期刊
100％为同行评审，其中183种人文社科类期刊被2007年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SSCI）收录，78种理工科技医药类期刊被2007年科学
引文索引（SCI）收录。我馆购买SAGE现刊数据库和过刊全库。

• SAGE Premier（现刊全库，1999年至今）：可在线访问480余
种高品质学术期刊全文，学科范围涉及人文社科、科技和医药等
40个学科领域。

• SAGE Deep Backfile（过刊全库）：包含SAGE出版的354种学
术期刊回溯全文，回溯年限为第1卷第1期（如有）至1998年，涵
盖社会及人文科学、科技工程、生命科学和医学等广泛领域。

• http://online.sagepub.com 



Kluwer Online Journals 

• Kluwer Acdemic Publisher是荷兰具有国际声誉的学术出版商。

Kluwer Online Journals是其出版的600余种期刊的网络版，提供基

于互联网的Kluwer电子期刊的查询和阅览服务，

• 收录内容涵盖材料科学、电气电子工程、工商管理、化学、环境

科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生物学、数学、 艺术、

语言学、运筹学/管理学、哲学等24个学科专题。

• http://kluwer.calis.edu.cn/ 



剑桥大学出版社电子期刊数据库
•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简称CUP）成立于153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
出版社之一。2012年出版300多种电子版学术期刊，70%被SCI，SSCI，AHCI收录。剑桥期刊文理
比例约6:4，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大部分期刊网络版回溯到1997年。

•数据库收录人文社科类期刊181种，其中125种被SCI、SSCI或AHCI收录，比例为69%。学科涵盖人
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以地域研究、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历史等学科见长。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World Pol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等刊在各自学科内排名第一，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学科排名第二，China Quarterly等地域研究刊物排名前五；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English Today等都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期刊，是很多综合性大学外语教学和研
究的必备之选；World Trade Review等与国际著名机构合作的刊物也深受国内学者的青睐。

•数据库收录科学技术类期刊107种，其中有84种被SCI收录。学科涵盖物理学、材料学、生命科学、

数学、计算机科学、地球与大气科学、农学、天文学、心理学等等。其中以力学、数学、材料学、环
境与保护生物学、农业、神经学与心理学等学科见长。

•数据库收录工程技术类期刊58种，其中有44种被SCI收录。

•数据库收录医学类期刊62种，其中36种被SCI收录



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期刊现刊库

• 238种电子期刊，11种新近收录期刊

• 六大学科专题—医学、生命科学、数学和物理学、法律、社

会科学、人文科学

• 诸多全球引用率高的学术期刊和文章



Taylor & Francis期刊数据库
•Taylor & Francis SSH 期刊数据库：提供超过1000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期
刊，包括来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先驱出版社Routledge以及声誉卓越的
Psychology Press的期刊。 其中有480种期刊被汤森路透科学引文索引收录；
内容最早至1997年。该数据库包含14个学科：人类学与考古学、艺术与人文、

行为科学、商务、管理与经济、犯罪学与法学、教育学、地理、规划、城市
与环境、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媒体、文化与传播研究、政治、国际关系与区
域研究、公共卫生与社会保健、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体育、休闲与旅游、
战略、防御与安全研究。

•Taylor & Francis ST 期刊数据库：提供超过380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科学
与技术类期刊, 其中超过78%的期刊被汤森路透科学引文索引收录； 内容最
早至1997年。该科技期刊数据库包含5个学科：环境与农业科学、化学、工
程、计算及技术、物理学和数学。



3. 过刊库
JSTOR 

• 全称为Journal Storage，专门收录过期学术期刊的全文数据库，每种
期刊收录年限不同，有些过刊回溯年代早至1665 年。

• 收录内容涵盖人类学、亚洲学、经济学、生态学、数学、哲学、物理、
工程学、生物学、教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主题的500多种学术性
期刊（参见：JSTOR主页中的Titles in All Collections）。

• JSTOR 的任务是存档，因此在最新出版的期刊和JSTOR 提供的内容
之间通常存在着一到五年的时间间隔（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JSTOR主
页：推迟间隔）。

• http://www.jstor.org/ 



3. 过刊库
PAO电子期刊数据库

• 全称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提供1802年至2000年全球著名

人文社科类期刊回溯性内容全文

• 收录532种全文期刊，几乎全部都回溯至期刊的第1卷的第1期

（创刊号）

• 超过140万篇文章，总计超过890万页期刊内容

• 20%以上为非英文期刊内容

• http://pao.chadwyck.co.uk/ 



主要学科专业性外文电子期刊

管理学类

• Emerald Management Xtra

• APA（美国心理学会）数据库

国际经济组织期刊

• SourceOECD（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 IMF E-Library（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法学类
 Lexis.com法律数据库

 WestLaw International法

律在线数据库
 Beck-online德文法律数据

库
 HeinOnline法律数据库
 Gale--LegalTrac



主要学科专业性外文电子期刊

理学类

•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 ACM（美国计算机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 ACS（美国化学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 AIP/APS（美国物理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 Nature 

• Science Online 

• IOPscience（英国皇家物理学会出版社平台）

• 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Emerald（爱墨瑞得）管理学全集
• 世界管理学期刊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英国Emerald出版的全文期刊和管理学文摘数据库，平台还
包含预选文集、采访录、书评、专业的教学资源和作者及研究资源在内的许多管理学详尽内容; 

• 200种高品质的同行评审全文期刊，占世界该类期刊总数的10%以上，其中有很多被ISI收录，涵盖
管理学的各个学科领域; 

• Emerald管理学评论：对400多种世界顶级管理学期刊中每篇文章的独立评论，如Harvard Business 

Review，Sloan Management Review等等，是精确评估每一篇文章价值的有效方式。

• 学习案例：1000多个精选案例研究，来自Coca-Cola, IBM, Toyota, Glaxo Smith Kline, Hilton 

Group等知名企业的精彩案例。为教授提供生动的教学辅助材料，为学生提供鲜活的商业实战研究。

• 学术评论集：来自领域内权威学术出版物500多篇学术评论文章，帮助研究者快速全面了解学术研
究状况，正确把握学术研究方向。

• 访谈集：500多个全球商业和管理大师的思想库，提供生动有趣的商界风云人物的访谈记录。如：
Peter Drucker, John Kotter, Jim Collins, Richard Pascale,…… 

• 管理学书评：1, 500多篇特别为学生、教师和研究学者撰写的深度书评，帮助了解最新的学术思想，
选择最佳的阅读书目。

•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例如：Peter F. Drucker 
• 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11.19~2005.11.11），现代

管理学之父，其著作影响了数代追求创新以及最佳管理实践的学者和
企业家们，各类商业管理课程也都深受彼得·德鲁克思想的影响。

• 1954年，德鲁克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简称为MBO)，它是德鲁克所发明的

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概念，并已成为当代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目标管理的最大优点也许是它使得一位经理人能控制自己的成就。

自我控制意味着更强的激励：一种要做得最好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愿望。

它意味着更高的成就目标和更广阔的眼界。目标管理的主要贡献之一
就是它使得我们能用自我控制的管理来代替由别人统治的管理。



APA（美国心理学会）数据库
• 美国心理学会APA（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创建于1892年，是代
表美国心理学界的一个专业科学组织，拥有15万名会员，是全球最大的心理学家协
会。我馆购买2个子库：

• PsycINFO（文摘索引数据库）：索引摘要回溯至1887年 (心理学诞生的年代)。包

括题录，摘要，引用参考文献以及描述性信息，可以帮助用户从大量的行为与社会
学文献中方便快捷的寻找所需信息。目前共收录近270万个摘要、3100万个引用参
考，数据每周更新。

• PsycARTICLES（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文章均来自APA、加拿大心理学会和
Hogrefe & Huber，收录的期刊均为同行评审的期刊，100% 的APA期刊（同行评审）
都有影响因子。目前，PsycARTICLES共收录74种期刊和目录，主题领域包括基础
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社会/个性心理学和社会历程、发展心理学和教
育心理学、公共政策、理论、回顾和方法论等，数据每日更新。

• http://psycnet.apa.org 



Lexis.com法律数据库
• 专门为法律专业研究人员和律师提供权威的、内容丰富的全球性法律信息。包含19000个数据库、7000余种
法律信息资源。每周更新1730万个新文件。

• 主要内容包括：

美国联邦和各州近300年的判例法案例；

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立法和法律法规；

英美立法和政治制度材料；

全球包括28个国家的法律信息，包括立法和判例；

多个国际组织的条约和相关判例；

约850种全球法律期刊、杂志和报告，回溯到1980年；

法律专业书籍；

法律综述资料；

美国法律考试相关资料；

法律新闻等。

• http://origin-www.lexisnexis.com/ap/auth/ 



WestLaw International法律在线数据库
• Westlaw是国际领先的法律检索数据库，作为汤姆森法律法规集团旗下的一个产品，
从1975年发布以来Westlaw日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法律专业人士使用平台。目前
Westlaw提供约32,000个即时检索数据源，其中包含判例法、法律报告、法律法规、
法律期刊、法院文档、法律专著以及法律格式文书范本，覆盖几乎所有的法律学科。

• 法学期刊：1400 余种法学期刊，覆盖了当今 80% 以上的英文核心期刊。汤姆森法

律法规集团在自己出版诸多法律期刊的基础上，还刊载大量知名的国际法律期刊，
如Harvard Law Review（1949年至今）、Yale Law Journal、Columbia Law 

Review、Criminal Law Review、Hong Kong Law Journal等超过1500种法律专业全
文期刊，帮助法律研究者更多获取学界最新动态。从2006年起，该集团同ALM

（American Lawyer Media）合作，独家获取其出版的包括New York Law Journal在
内的美国实务界权威期刊，了解司法界最新变化

• http://www.westlaw.com/signon/default.wl?sp=reuoc-

0000&rs=imp1.0&vr=1.0&cbhf=none 



Beck-online德文法律数据库

• 全球收录德文法律信息最全和最权威的数据库之一。数据库

收录内容包括：超过7000种法律图书、550万份可以检索的文

献、最早可以回溯到1954年。成为研究德国法律和欧洲法律不

可或缺的资源。



HeinOnline法律数据库

• 收录约1700种法学期刊，全球排名前500的法学期刊，数据库收

录469种，而且其中460种都可以回溯到创刊号。期刊涵括了28个

国家和地区。

• 675卷国际法领域权威巨著，10万多个案例，近3000部精品法学

学术专著。

• 检索界面友好、简单，非常便于检索。

• 文献以PDF格式和文本格式呈现，方便读者阅读和下载。无并发

用户限制。



Gale--LegalTrac

• 提供主要法律领域的论文、法律期刊、特别法律条文、协会杂志

和法律报纸，以及联邦和州的案例分析、法律和规则、司法实践

和税务等方面的文章，还包括英联邦、欧盟等国的法律和国际法

方面的相关信息。



ProjectMUSE人文社科期刊数据库

• Project MUSE始于1995年，是Johns Hopkins大学出版社与其Milton 

S. Eisenhower图书馆合作开发的高品质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集成项目。

目前收录180家出版社的500多种期刊共计20多万篇文章。最早回溯至

1993年，部分期刊直接链接到JSTOR，可查得1993年之前的期刊全文。

• MUSE是一个非盈利项目，其宗旨在于传播高质量的艺术、人文与社

会科学领域学术知识。其主要学科领域有：区域/国家研究、哲学、政

治与政策研究、历史、国际关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人类

学、音乐、艺术、西方古典文化、经济、教育、电影戏剧与表演艺术、
语言学、法律、文学、图书馆学与出版、医学与健康、数学等。



Source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线图书馆

• SourceOECD是OECD（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图书、期刊及统计数据库的电子图书馆。

• 期刊25种，分为期刊、参考类期刊、统计类期刊三大类，包括经济、金融、教育、能源、

法律、科技等领域。

• 1998年以来出版的图书、报告近1700种，每年增加200多种，内容涉及农业和食品、新

兴经济形态、财政和投资、保险和社会保障、宏观经济和未来学研究、政府管理、统计资
源和方法等。

• 在线统计数据库25个，包括从1960年至今的统计资料。内容涉及OECD加盟国与主要非

加盟国经济最新动向的综合性统计资料。主要有OECD加盟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统计数据、

农业政策相关统计数据、OECD加盟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包括GDP、附加价值、总资本形

成等，同时还详细收录来自OECD地区和流向OECD地区的直接投资统计资料等方面。

• http://www.sourceoecd.org/ 



IMF E-Library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电子图书馆

• 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出版的图书、期刊、研究手

稿、国家报告等出版物的全文浏览、检索和下载

• 4个统计数据库：国际收支统计（BOP）、国际金融统计（IFS）、

贸易方向统计（DTS）、政府财政统计（GFS）

• http://www.elibrary.imf.org 



EconLit with Full Text
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全文数据库

• EconLit由美国经济学会(AEA)所建立，收录自1886至今的1000多种国际性经济学领域期刊文章、

书籍、研究报告、会议论文及博硕士论文等相关文献。主题包括经济理论、历史、货币理论、财政
制度、劳工经济、国际性经济、区域性经济及都市经济等相关领域。

• 目前资料收录自1886年至今的数据逾1,000,000笔，并以每年约26,000笔的速度持续增加。数据库
60%的数据来自美国地区以外的国际性专业期刊，99％的数据以英文撰写；EconLit的学术水准极高，

缺乏经济学内容以及无作者的文章均不予收录。数据库中的每笔数据包括基本书目数据、主题及地
区说明，自1987年开始，每笔资料加上摘要说明。

• Econlit with Full Text由EBSCO Publishing与美国经济学会(AEA --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所共同制作。该经济学全文数据库涉及研究主题广泛，涵盖公共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经济预测、环境经济学、政府规划、劳工经济学、货币理论、货币市场、区域性经济及都市经济等
相关领域。Econlit with Full Text不但包含了EconLit的所有内容，还收录逾695种经济类全文期刊，
包括了美国经济学会（AEA）出版的所有期刊。许多期刊均没有时滞，如: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等；2497种全文的
Working Papers，16种全文书籍，包括：The Handbook of World Trade等。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和英国工程技术协会IET的全文库

• 包括168种期刊、900多条会议记录、2000条标准；均为电气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系统、运筹学与控制理论、应
用数学、机械工程、自动化、系统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等各个
科学和工程领域高质量和权威的期刊、会议记录和标准。

• 所有文献回溯到1988年，部分回溯到1913年。

• 在线论文200多万篇，数据每周更新。

• http://ieeexplore.ieee.org/ 

提示：登录时有并发用户数限制；当并发用户数满时，系统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并会出现‚All online seats are currently occupied at your institution……”的提
示，此时请稍后再登录。为方便更多人访问，使用IEL主站点之后请点击网页上
方的‚Logout”按钮退出。



ACM（美国计算机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 ACM（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美国计算机学会）
创立于1947年，是全球较大的教育科学计算机学会。自1999年开始提
供ACM Digital Library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该库包括书目数据
（Bibliographic Citations）、期刊和杂志（Journals and Magazines）
和会议文献资料（Conference Proceedings）。其中：

• 期刊和杂志（Journals and Magazines）: 包括55种从1991年至今的
ACM全文期刊、杂志、时事通讯、学报等。约超过600,000页数据。
每日更新。

• 书目数据（Bibliographic Citations）: 包括从1985年至今的ACM部分
期刊、杂志、图书、硕士、博士论文等；从1985年至今约700卷有关
计算机信息科技会议文献资料。



ACS（美国化学学会）数据库
• 美国化学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简称ACS)成立于1876年，

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协会之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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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80余种期刊，内容涵盖以下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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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CS的期刊被ISI的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评为：化学领域中被引

用次数最多的化学期刊。



AIP/APS(美国物理联合会)全文数据库

• AIP（美国物理联合会） 数据库收录了10种期刊，内容涉及物理学

和相关学科的文献内容，包括一般物理学、应用物理学、化学物理

学、地球物理学、医疗物理学、核物理学、天文学、电子学、工程学、
设备科学、材料科学、数学、光学、真空科学、声学等。

• APS （美国物理学会）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主要收录物理学和相关

学科的文献内容，包含了APS出版的物理评论系列期刊。

• AIP/APS 电子期刊通过AIP开发的 Scitation 平台访问，提供简单检

索、高级检索、期刊检索、著者检索等多种检索途径，也可进行期刊、
参考文献的浏览



Nature 

• 英国Nature集团提供的全文期刊数据库，收录自1997年6月到

最新出版的《Nature》杂志全文，内容覆盖生物、医学、物理

等学科

• 还可查阅18种《Nature》的姊妹刊物，3种物理与医学方面的

参考工具书

• 目前我校用户可利用《Nature》、《Nature Materials》全文

期刊数据库及《Encyclopedia of Life Science》1种参考工具

书，其他期刊可浏览文章摘要



Science Online 数据库

• Science《科学》周刊：收录了自1997年以来的所有

期刊数据。

• Science Classic《经典科学》：《科学》的过刊集合，

收录了自创刊1880年至1996年的所有全文数据



RSC（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简称RSC），是一个国际权

威的学术机构，是化学信息的一个主要传播机构和出版商，其出版的期刊及资料
库一向是化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和权威性的资料库。每年组织几百个化学会议。该
协会成立于1841年，是一个由约4.5万名化学研究人员、教师、工业家组成的专

业学术团体，出版的期刊及数据库一向是化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和权威性的数据库。
RSC期刊大部分被SCI收录，并且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化学期刊。RSC 电子期刊
与资料库主要以化学为核心及其相关主题，包括： Analytical Chemistry 分析化
学 Physical Chemistry 物理化学 Inorganic Chemistry 无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有机化学 Biochemistry 生物化学 Polymer Chemistry 高分子化学
Materials Science 材料科学 Applied Chemistry 应用化学 Chem. Engineering 化
学工程 Medicinal chemistry 药物化学

• 在RSC 网站中，除了可以获得RSC出版品的相关信息之外，使用者还可以通过
RSC 网站获得化学领域相关资源，如最新的化学研究发展、学术研讨会信息、
化学领域之学术研究与教育传播，都是RSC 致力发展的目标。



IOPscience
英国皇家物理学会出版社平台

• 英国物理学会是国际性的学术协会和专业机构，其使命是促进物理学的发展
和其在全世界的传播。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是全球领先的专注于物理学及相关
学科的科技出版社，是英国物理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 IOP出版如下世界知名的学协会的期刊：英国物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欧
洲物理学会、德国物理学会、欧洲光学学会、国际计量局、伦敦数学学会、国
际原子能机构、瑞典皇家科学院、放射保护学会、医学物理和工程学会、中科
院等离子所和中国力学学会、意大利里雅斯特国际高级研究生院、南京石油物
探研究所、国际呼吸研究协会和国际呼吸气味研究学会等。

• 现在IOP出版47种电子期刊向CALIS集团成员开放，其中全部被SCI收录，39
种有影响因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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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中文
电子期刊



二、检索中文电子期刊

 利用中文发现

 利用中文数据库查找

途径：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中文数据库











多种查找方式









检索外文
电子期刊



三、检索外文电子期刊

 直接查找相关数据库

 馆藏目录

 电子刊导航

 外文发现



利用馆藏目录查找

•查找路径：

图书馆主页－－馆藏目录－－
输入检索词－－“期刊题名”－－ “检索”









利用电子刊导航查找

•查找路径：

图书馆主页－－电子期刊－－电子期刊导航











已纳入导航的数据库

• ProQuest 

• EBSCO 

• ACM 

• ACS 

• AIP/APS 

• APA 

• Emerald 

• IEL 

• JSTOR 

• Nature 

• PAO 

• Sage 

• SCIENCE 

• ScienceDirect（Elsevier）

• SourceOECD

• Westlaw 

• Wiley 



外文发现







主要英文期刊检索工具

• UnCover

• Producer: 美国CARL(Colorado Alliance of Research Libraries)公司;该
公司已被 ingenta公司并购，但其期刊索引库仍然是免费使用的，网址
为: http://www.ingenta.com

• Scope: 世界范围各学科期刊论文，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更新

最快的期刊数据库之一，并提供联机检索服务。到目前为止，该库收
录期刊已超过18,000 种，拥有期刊论文款目近千万条，并且还在以每
天5,000条的速度不断扩充。

• Service: 免费检索题录或文摘(Opening search)、最新期刊文献报道
(UnCover Reveal)、文章订购 (UnCover SOS)、原文速递(UnCover

Express) 







主要英文期刊检索工具

OCLC FirstSearch之ECO——联机电子学术出版物

ECO是一个全部带有联机全文文章的期刊数据库。它的

主题范畴广泛，目前记录来自3,100多种期刊，期刊的数

量还正在逐步增加。数据库中的文章都以页映像的格式

(PDF, RealPage, 或 HTML) 显示，在页映像中包括了文

章的全部原始内容和图像。



开放
获取



开放获取资源( Open Access ): 

简称OA，译为：开放存取、开

放获取，指在公共因特网上免费
地获取文献 。



• MathematicsArchives ( http://archives.math.utk.edu/ )

数学专业搜索引擎(英文)，为广泛的数学资源提供了一

个系统的网络接口，同时提供数学相关网站、电子期刊、

预印本服务的链接指南。

• SciCentral( http://www.scicentral.com/ ): 专门提供对

网络上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 学、地球学、空间

学及工程技术方面英文资源的搜索。

http://archives.math.utk.edu/
http://www.scicentral.com/






DOAJ(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 瑞典Lund(隆德)大学图书馆创建和维护

• 随时更新开放存取期刊列表；截止今日，网站收有6492种开放存

取期刊

• 涵盖哲学和宗教、商业和经济学、农业和食物科学、生物和生命

科学、数学、化学、历史和考古学、法律和政治学、语言和文献
等17类学科主题领域，其中2378种期刊提供文章级的检索，包括

463473篇文章。

• http://www.doaj.org





Open J-Gate开放获取期刊门户

• Open J-Gate开放获取期刊门户于2002年6月27日创建在印度新

德里，2006年开始提供服务。

• 目的是为全球的任何人提供免费服务，保障读者免费和不受限制
地获取学术及研究领域的期刊和相关文献。

• Open J-Gate以标准的数据库形式、统一的检索平台对全球的

8569种开放期刊进行了索引，提供对5750种同行评审期刊和

2000多种行业期刊中的数百万篇文章的检索。

• http://www.openj- gate.com/ 





中教图OA一站式检索服务平台
• 海量资源:当前的资源统计，收录11707种开放获取期刊，其中90%

以上期刊经过同行评审(Peer-Reviewed),收录1300万余篇文章;收

录1046个开放获取机构仓储，收录近1022万条文章;总计收录文章

2343万多篇；

• 更新及时:每日更新 ；

• Google化检索功能:简单检索、高级检索，支持逻辑检索; 

• 检索项目包括：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学科、出版年度、期
刊名、ISSN、出版社等; 

• 期刊浏览：可以按照学科、刊名字顺浏览文章；

• http://www.socolar.com





High Wire Press

• HighWire Press 是全球最大的提供免费全文的学术文献出版商，

于1995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创立，提供高质量、经同行评

议的网络期刊。目前已收录电子期刊710多种，文章总数已达230

多万篇，其中超过77万篇文章可免费获得全文;这些数据仍在不断

增加。期刊包括:生命科学、医学、物理学、社会科学。

• 最初仅提供《生物化学杂志》 ( 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一种期刊, 现在已经能够提供《科学》

( ScienceMagazine)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 PNAS) 等刊物。



发展中国家联合期刊库

•非营利的电子出版物服务机构，提供来自发展

中国家(如巴西、古巴、印度、印尼、肯尼亚、

南非、乌干达、津巴布韦等)的开放获取的多

种期刊的全文。

• http://www.bioline.org.br/ 





汉斯期刊

• 汉斯出版社是一家国际综合性开源学术期刊出版机构，目前已有国
际开源中文期刊 50 余本，所有期刊都是开源的，可以免费下载。

期刊已被国际知名 DOAJ 开源数据库以及中国万方、维普数据库收

录。

• 高校图书馆可以免费使用汉斯出版社的期刊电子资源，因为出版社
所有电子期刊资源都是 Open Access (开放存取，或称开源)的，全

球所有学者均可在网站 www.hanspub.org 免费阅读、下载、引用

和传播。无并发户限制，所有期刊均回溯至创刊。

• http://www.hanspub.org/ 





OALib
• OALib是Open Access Library的简称，即开放存取图书馆，致力于
为学术研究者提供全面、及时、优质的免费阅读科技论文。目前
Open Access Library 已经存有994,092篇免注册，免费使用下载的
英文期刊论文, 这些论文大部分来自国际知名的出版机构 , 其中包括
Hindawi, Plos One, MDPI, Scientific Research Publishing和部分来
自Biomed和PMC的高质量文章, 其论文领域涵盖数学、物理、化学 、
人文、工程、生物、材料、医学和人文科学等多个领域。

• 因为目前网络上的OA资源比较分散,Oalib可以很方便的提供搜索方
式 , 让学者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能通过关键字搜索到高质量的论文。
同时，OALIB也在不断努力，以增加论文数量，让更多的免注册、
免费用的OA文章可以加入OALIB。预计到2013年底，OALIB的文章
数目将会达到100万篇，从而使更多的学者从中受益。





FreeFullText.com

• FreeFullText.com提供对7000多种学术期刊的直接链接，

这些期刊允许用户检索其网上资源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

• 数据库学科：天文、化学与化工、综合、矿业、自动化、

生物、环境科学、医学、物理、通讯与信息科学、能源、

农业、工程技术、计算机、地质、电子、航空航天、数

学、地理、材料科学等。



Hindawi

• Hindawi成立于1997年，是一个高速成长的OA学

术出版机构，拥有超过1000种的学科涵盖工程、

生命科学、数学和物理等领域的高质量的期刊杂志，

其中有100多种同行评议期刊，并且大部分期刊都

与一个或多个学术社团合作出版。



In the First Person

• 收录了四百多年来全球超过30,000位人物传记的免

费全文资料库，提供整个世界有关人类社群记忆的

超大型综合档案库，可做为战史学家、社会学家、

宗(系)谱学者、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进行研究的开端

与素材。



INFOMINE

• INFOMINE 是为大学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建立的网络学术资源

虚拟图书馆；

• 它建于1994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威克福斯特大学、加利福尼亚

州立大 学、底特律-麦西大学等多家大学或学院的图书馆联合建立。

它拥有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公告栏、邮件列表、图书馆在线目录、

研究人员人名录，以及其他类型的信息资源40000多个；

• INFOMINE对所有用户免费开放，但是它提供的资源站点并不都是

免费的，能否免费使用，取决于用户所在图书馆是否拥有该资源的

使用权。



Intute

• 由英国高等教育资助理事会下的信息系统联合委员会JISC和艺术

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开发建立，专注于教学、研究方面的网

络资源。所收录的信息资源都是经过行业专家选择和评审的，从
而保证了其质量。目前数据库信息已达120060条。

• Intute共设四大领域：科学与技术、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健

康与生命科学。各个领域下又包含诸多学科，以科学与技术类为

例，覆盖了天文、化学、物理、工程、计算、地理、数学、地球
科学、环境以及交叉学科，信息达33806条。



IOP ERL

• IOP ERL是英国皇家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电子期刊中环

境科学方面的开放获取期刊，将环境变化及管理的相关研

究、活动、政策及资讯整合在此期刊当中，学科领域包括

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人口和环境、能源、环境和文化、

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健康、政策分析、污染、科学和政治

环境风险估等主題。



OAIster

• 是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开发维护的一个优秀的开放存取搜索引擎，提
供了各种学术数字资源的一站式检索。目前，收集了来自935家学

术机构的15475946条数字资源，包括图书、期刊、音频、图像、

电影、数据集等资源。这些资源通常是其他搜索引擎无法找到的隐
性资源，OAIster依靠OAI-PMH(the Open Archives Initiative 

Protocol for Metadata Harvesting)来搜索这些资源。

• OAIster的标引对象包括国会图书馆美国记忆计划、各类预印本及

电子本文献服务器、电子学位论文等。

• 可以按作者、题名、主题、语言、资源类型等进行检索，支持布尔

逻辑检索，可以选择检索结果的排序方式。检索结果包含对该资源
的描述和资源链接。



•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首发论文有54783 篇，优秀学者论文81123篇，

自荐学者论文23762篇，科技期刊论文510826篇；

• 中国预印本服务系统可对全球知名的16个预印本系统进行检索，可

获得相应系统提供的预印本全文，其中SINDAP子系统含有预印本

二次文献记录约80万条；

• arXiv.org 是一个收录科学文献预印本的在线数据库，目前包含了

超过50万篇文章，并且以每个月5000篇的速度增长着。目前，这

个数据库包含：数学、物理、计算机、非线性科学、定量生物学、

定量财务以及统计学几大分类。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开放式获
取”，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地访问全文数据。



感谢你的耐心倾听

欢迎大家利用图书馆各类资源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