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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中文数据库介绍——期刊

数据库收录1994年至今（部分刊

物回溯至创刊）国内9100多种重要期

刊，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

科普及教育类为主，同时收录部分基

础教育、大众科普、大众文化和文艺

作品类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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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文献总量

3252多万篇。

数据库收录医药卫生、农业科学、

机械工程、自动化与计算机技术、化

学工程、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哲学

宗教、文学艺术等35个学科大类，

457个学科小类。总量14000余种，其

中现刊9000种 ，核心期刊1983种 ，

文献总量5700余万篇，回溯至1989年，

部分期刊回溯至创刊年，中心网站日

更新。

集纳了理、工、农、医、哲学、

人文、社会科学、经济管理与教科文艺

等8大类100多个类目近6000种期刊，

实现全文上网，论文引文关联检索和指

标统计。从2001年开始，数字化期刊

已经囊括我国所有科技统计源期刊和重

要社科类核心期刊，多达2833万条的

海量数据库资源。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万方数字化期刊库

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常用中文数据库介绍——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库 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万方数字化期刊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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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溯至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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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文献及可视化多维度分

析功能

提供引文分布追踪、计量分析报
告、对象数据对比功能

提供参考文献、相似文献分析
及可视化多维度分析功能

检索
限定
范围

可进行范围限制。可按照SCI、
EI、核心期刊、CSSCI等进行

限定

可进行范围限制。核心期刊、
CSSCI、SCI、EI、CSCD等限定

不可进行范围限定



常用中文数据库介绍——期刊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数据库主要分为10个子数据库，收录涉及党
政、时事、军事、管理、财经、文摘、文学、情
感、家庭、健康、时尚、娱乐、艺术、科技、教
育等40多类3600多种主流人文社科类期刊，基本
覆盖领域内所有期刊。

博看以符合读者阅读习惯、在线翻页的原貌
版为基础，同时提供文本版、语音版等多种阅读
形式。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带给读者全新
的阅读体验。同时推出移动客户端版。

—— 多媒体库



常用中文数据库介绍——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是目前国内

最大的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涵盖文

学、艺术、历史、教育、农业等中图

分类法22大类，共125万种电子书，

满足不同读者的多元化需求。目前我

馆已经采购全库，所有电子图书均可

在线检索并阅读，并提供分类导航、

新书推荐、分类推荐、阅读排行和网

页阅读、超星阅读器阅读等多种阅读

模式。

畅想之星电子书专业资源库由畅

想之星联合出版社倾力打造，旨在将出

版社的正版电子书通过平台销售到全国

各级图书馆。目前电子书数量50万余种。

读者可以通过分类导航浏览电子书，也

可以检索电子书。读者也可以安装PC端

或移动客户端阅读器实现电子书的下载

和离线阅读。

目前方正电子图书数据库有260

余万册可供阅读的电子图书，其中可全

文下载的共70万种。图书类别涉及文

学传记、经济管理、人文社科、艺术、

成功励志、生活健康、语言文字、法律、

政治军事、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工业

技术、农业科技、医学卫生等。

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

方正电子图书数据库

畅想之星电子书专业资源库



常用中文数据库介绍——图书

“书香人大”是中文在线特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的“基于互联网
数字图书馆”服务，提供丰富多彩的正版图书内容、先进的版权保护技
术、完善的智能化应用和管理功能 。目前该库已推出 10万册数字图书
和3万集有声图书，数字图书内容包括经典名著、名家小说、畅销书籍、
教育读物、文艺精粹、网络原创等各类大众社科类图书，有声图书则包
括近年来流行畅销的文学作品等（由中央一级播音员录制）。

“书香人大”为每一位师生提供了一个网上个人“终身书房”。即
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账号后，就可以用一个账号在任何时间、任何可以上
网的地方通过任何方式（手机、电脑、平板等）访问数字图书馆毕业成
为校友后，也可终身使用这个互联网数字图书馆，“书香校园”互联网
数字图书馆每年将更换部分图书和听书，但用户在图书上线期间将该本
图书收藏到个人云端“终身书房”后，就可以永久保留这本书的阅读权，
因此可以将自己感兴趣、读过的图书都保留下来，留下宝贵的人生财富。



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库

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量、连续动态更新的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量、连续动态更新的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收录自1977年以来我国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

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

管理学领域博士、博士后及硕士研究生论文。

数据库收录1981年以来我校各院、系、所硕士、博士

学位论文全文，可直接在线查看全文。读者可按论文

题名、作者、导师等检索，也可按学科、院系、导师、

学生类型等浏览。

常用中文数据库介绍——学位论文



常用中文数据库介绍——会议论文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

会议论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收录我国2000年以来国家二级以上学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

机构等单位的论文集。

中国知网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会议论文数据库
收录了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的，1985年至今世界主要学会和协会主办

的会议论文，以一级以上学会和协会主办的高质量会议论文为主。每年涉及

近3000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总计97万余篇，每年增加约18万篇，每月更新。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是由新东方在线推出的“一站

式”综合学习平台。该平台包括课程、考试、咨询、

训练专项等4个专栏，涵盖CET4、CET6 、TOEFL、

GRE、GMAT、IELTS、考研、专四、专八、考博、

MBA、专业硕士考试、小语种、商务英语、口译笔

译、实用英语、医学、司法、金融类考试等，还提

供求职指导、计算机应用、英文法律法规等多种课

程及相关考试训练，资讯模块提供海量考试学习等

相关资料讯息。

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

EPS数据平台目前有45个数据库，涉及经济、贸易、教育、

卫生、能源、工业、农业、第三产业、金融、科技、房地

产、区域经济、财政、税收等众多领域，数据量超过45亿

条。可以为教育系统、科研机构、政府部门、金融系统的

教学科研、实证投资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平台数据查

询简洁高效，数据显示便捷直观，用户只需点击相关按钮

即可完成对相关数据的查询与分析预测。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为高校及机构研究者提供

数据下载服务、研究服务、学者服务、客户服务、账

户管理、学术论坛等功能模块。数据主要包括：经济

类、公司情况、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期

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高频交易、市场资料、

香港数据、海外市场等。

超星-读秀知识库

读秀知识库是由海量学术资源组成的庞大知

识库系统，其以260万种书目信息、170万

种图书原文、6亿页中文资料为基础，为读

者提供深入图书内容章节和全文检索、部分

文献试读、参考咨询、免费文献传递等多种

功能。同时它还与本馆电子图书数据库、馆

藏目录系统挂接，方便读者使用。

常用中文数据库介绍——数据、多媒体、综合类



常用中文数据库检索方法



访问电子资源方法

在校区IP范围外必须通过中国人民大学VPN系统，访问人大
图书馆订购的大部分电子资源。

具体访问方法：

1.登录VPN（http://vpn.ruc.edu.cn）

2.初次使用安装EasyConnect插件

3.输入认证信息

用户名：学号

密码：同微人大

4.认证通过后，选择“图书馆”进入人大图书馆首页



VPN地址：http://vpn.ruc.edu.cn

学号

同微人大

访问电子资源方法



访问电子资源方法



访问电子资源方法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访问方式① ：特别推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访问方式② ：数据库导航——搜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访问方式③ ：数据库导航——常用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主页

提供高级检索、专业检索、作者发文检
索、句子检索、一框式检索五种检索方
式。默认高级检索，建议使用高级检索。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例如：检索2010-2019年间中国

人民大学发表在核心期刊或
CSSCI上的篇名含有“金融风险”
的论文，共获得32条结果。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结果可以按主题、发表年度、研究
层次、作者、机构、基金分组浏览；可
以按相关度、发表时间、被引、下载排
序；可以按中文文献、外文文献、列表、
摘要、每页条数显示；可以进行批量下
载、导出/参考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
操作。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结果计量
可视化分析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结果计量
可视化分析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结果下载

点击标题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检索结果下载

点击阅读或下载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可以在检索框输入关键字查
询，也可以通过字顺浏览，
还可以查看今日新刊。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原貌版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文本版



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

网页阅读



超星电子图书

阅读器阅读



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库



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库



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库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库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库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库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库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会议论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会议论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会议论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会议论文数据库

检索结果将展
示该论坛的会
议论文信息。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根据需要设定
查询时间、字
段、输出格式。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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