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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sco-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ASC)综合学科学术文献大全 外文 收录16, 700多种期刊的文摘；8, 400多种全文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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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文 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的升级版本，在文献收录种类和内容上做了大幅度升级与扩展。 

Wiley-Blackwell电子期刊数据库 外文 涵盖学科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技术和医学，100%为同行评审期刊，66%被SCI/SSCI/A&HCI收录。 

Taylor & Francis期刊数据库 外文 提供超过1000种经专家评审的髙质量期刊，包含14个学科：商务、管理与经济、媒体、政治、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等。 

Springer电子期刊数据库 外文 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法律、经济学等11个学科，我校购买了科技工程和人文社科类电子期刊。 

Sage电子期刊 外文 SAGE期刊100%为同行评审，我馆购买现刊数据库和过刊全库。 

ProjectMUSE人文社科期刊数据库 外文 收录180家出版社的500多种期刊，最早回溯至1993年，部分期刊直接链接到JST0R，可查得1993年之前的期刊全文。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s 外文 收录牛津大学出版社出出版的238种电子期刊，涵盖六大学科专题：医学、生命科学、数学和物理学、法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Kluwer Online Journals 外文 提供Kluwer电子期刊的查询服务，收录内容涵盖工商管理、化学、环境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20多个学科专题。 

JSTOR 外文 专门收录过期学术期刊的全文数据库，包括从创刊号到最近三五年前的过刊。 

Elsevier ScienceDirect数据库 外文 我馆订购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金融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学科库, 2004年至今的全文。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s 外文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00多种电子版学术期刊，70%被SCI, SSCI, AHCI收录，大部分期刊网络版回溯到1997年。 

Kluwer Law Online Journals 外文 包含21种全文法律学术期刊(Journals)的全文信息，涉及商法、经济法、环境法、税法、商业仲裁等各个领域。 

ProQuest系列数据库 外文 ProQuest公司提供的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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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Lit with FullText 外文 收录逾695种经济类全文期刊、2497种全文的WorkingPapers、16种全文书籍。涵盖公共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领域。 

Emerald Management Xtra 外文 包括英国Emerald出版社出版的全文期刊和管理学文摘数据库，还包含预选文集、采访录、书评等许多管理学详尽内容。 

PAO电子期刊数据_ 外文 提供访问世界范围内从1802年至2000年著名人文社科类期刊回溯性内容全文，共收录435种全文期刊。 

超星期刊 中文 全文收录中文期刊7000余种（核心期刊超过1300种），内容涉及理学、社科、文化、教育、哲学、医学、经管等各学科领域。 

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 中文 收录期刊总量14000余种，其中现刊9000种，核心期刊1983种，涵盖学科包括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35个学科大类。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中文 收录国内9100多种重要期刊，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我馆订购了所有专辑。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数字化期刊全文库 中文 集纳了理、工、人文、社会科学、经济管理等8大类近6000种期刊，实现全文上网，论文引文关联检索和指标统计。 

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数据库 中文 选辑公开发表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各学科、专业的重要论文，包括“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数字期刊库等六大系列子库。 



德国Juris数据库 外文 Juris的内容由德国法和欧洲法组成，包括法院判决、德国法律法规、期刊、评述等。 

Gale现代法律形成数据库（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外文 历史与当代法学研究的必备资源，数据库一共包含6个独立模块，涵盖了整个17世纪到20世纪的各类法律著作。 

Lexis As One (Lexis Japan) 外文 日本法律信息库，包含法院判例、判例解説、法律法规、法律期刊和论文、法律图书等内容。 

World Trade Law数据库 外文 收录自1995年WTO创立以来己发表的225份争端解决报告，并提供有关结论的基本摘要及针对报告中重点问题的专家评注。 

Westlaw International 法律在线数据库 外文 提供约32,000个即时检索数据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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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xis.com 法律数据库 外文 专业法律信息数据库，内容包括：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判例法、立法和法律法规、相关判例、约850种全球法律期刊、杂志和报告等。 

Kluwer Patent Law 威科国际知识产权法 外文 收录200多个国家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包括专利、商标和设计的注册、授权以及诉讼程序等。 

Kluwer Arbitration威科国际商事仲裁在线 外文 由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常设仲裁法庭、国际仲裁学会以及KlumerLawInternational机构联合推出，提供与仲裁相关的最必需资料。 

Jurion德国法律大全 外文 数据库主要收录最新更新的德国的法律法规信息，可直接登录查看德国法律法规。 

HeinOnline法律数据库 外文 可回溯、全文法律期刊数据库，现有2200余种法学期刊，收录了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案例，4500多部精品法学学术专著。 

Gale-LegalTrac 1980- 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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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案例分析、司法实践和税务等方面的文章。 

Beck-online德文法律数据库 外文 全球收录德文法律信息最全和最权威的数据库之一，内容包括：超过7000种法律图书、550万份可以检索的文献。 

Kluver Law Online Journals 外文 包含21种全文法律学术期刊(Journals)的全文信息，涉及商法、经济法、环境法、税法、商业仲裁等各个领域。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Laws威科国际法律百科全书 外文 世界上唯一的一套法律经典大套的专业百科全书，以国家专论的方式深入研究该法及其相关领域的各国法律体系构建。 

月旦知识库 中文 收录法学、高等教育、金融保险、公共管理、医疗卫生五大学科专辑，包括：期刊、文献专论、博硕士论文等9大子库。 

中国资讯行-中国法律法规库 中文 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的各类法律法规及条例案例全文（包括地方及行业法律法规)。 

律商网 中文 中英文法律和商业信息平台，提供全面的法律和商业实用资料，涵盖超过60万条法律法规，40万篇案例，和2万余篇英语翻译内容。 

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 中文 全面精选收录我国大陆法院的各类案例，包括提炼核心术语、争议焦点、案例要旨等。 

北大法宝法学期刊数据库 中文 收录国内法学核心期刊、优秀非核心期刊和集刊等，是国内覆盖年份最完整、更新最快、使用最便捷的专业法学期刊库 

北大法宝法律法规数据库 中文 收录自1949年起至今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央司法解释、地方法规规章、合同与文书范本等八个子库。 

北大法宝法规案例英文译本数据库 中文 用户提供中国法律法规、案例等中国法律信息的英文译本，并与中文法律相对照，可同时同步进行中英双版本浏览。 



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 中文 高质量、开放式、平台化的中国经济、金融与商学研究的结合数据平台。 

中国进出口贸易信息分析系统 中文 中国进出口贸易信息分析系统，主要是提供中国进出口海关数据，全球海关数据査询。 

RESSET高频数据 中文 包括分笔高頻数据和分时高频数据，提供自1999年以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交易所上市交易工具的分时高频数据。 

World Trade Online & China Trade Extra (世界贸易+中国贸易)数据库 外文 综合数据库，通过统一检索平台收录全球各贸易主体、国际组织相关法律方面的资源。 

WRDS平台 外文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创立综合数据研究平台，包括Compustat数据库、CRSP数据庠、ExcuComp数据库等。 

World Bank统计数据库 外文 World Bank提供的数值型数据库，包括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全球经济监控数据库等。 

SourceOECD在线图书馆 外文 收录OECD (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图书、报告近1700种、期刊25种及统计数据库25个。 

IMF E-Librarv统计数据库 外文 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各种统计数据库的查询，包括BOFS、DOTS、GFS、IFS等。 

BVD系列数据库 外文 欧洲金融信息眼务商BvD开发的银行业信息库。包括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库、亚太企业分析库等7个子库。 

IMF E-Librarv电子出版物 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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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Bank E-library 外文 提供世界银行从1987年以来出版的4500多种图书、所有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报告和各种文件的全文内容。 

ProQuest系列数据库 外文 ProQuest公司提供的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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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Lit with FullText 外文 收录逾695种经济类全文期刊、2497种全1的WorkinsPapers、16种全文书籍。涵盖公共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领域。 

IBFD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在线数据库 外文 IBFD提供国际税苑（ITA)课程、在线产品、期刊、书籍以及图书馆资料数据支持，涵盖了国际税收的各个方面。 

EBSCO—Regional Business News 外文 提供综合型地区商务出版物的全文信息。包含80多篇涉及美国所有城市和农村的地区商务拫告。 

国际贸易研究及决策支持系统 中文 包含统计数据和参考文献两部分。统计数据库提供各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数据；参考文献提供国内外对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政策法规等。

塔塔统计数据库 中文 包含宏观月度、地区月度、城市月度、金融月度、海关月度、工业月度等18个子库。 

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 中文 目前有45个数据库，涉及经济、贸易、教育、卫生、能源、工业、农业、等众多领域，数据量超过45亿条。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文 包括“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世界经济数据库”两大系列，以时间序列和图表的方式为用户提供经济数据和服务。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中文 按照行业划分数据子库，内容涉及宏观、农业、煤炭、石油、电子、汽车、家电、金房地产等24个领域。 

中国资讯行-中国统计数据库 中文 收录国家及各省市地方统计机构的统计年鉴、海关统计、经济统计快报等月度及季度统计，数据可追溯到1949年。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CMI) 中文 完整收录了建国以来我国己出版发行的833种权威统计资料，是我国最大的官方统计资料集合总库。 



国泰安中国非上市公司数据库（光盘版） 中文 数据库包括非上市公司基本情况、财务数据两大部分，涵盖41个工业行业200多万家大型生产企业,仅限在电子阅览室内使用。 

国泰安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中文 提供数据下载和研究信息服务的系统。主要包括数据下载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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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中国对外经贸数据库 中文 系统收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权威对外经济贸易统计数据以及相关发展报告、法律法规等资料。 

Wind资讯金融终端 中文 提供最齐全的中国金融市场数据与信息，内容覆盖股票、债券、基金、指数等多项品种。 

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中文 涵盖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研究报告等，囊括经济、金融、会计实证与投资研究所需的绝大部分数据。 

中经视频 中文 采用视频点播形式集成著名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的报告，主要栏目有：行业报告，公共课程、大讲堂、凤凰时政等。 

正保会计视频数据库 中文 汇集了会计方面的精彩课程，均由国内顶级名师讲授，我馆购买了会计从业、银行从业、证券从业、注册会计师方面的课程。 

皮书数据库 中文 包含了十几年间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报告，覆盖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行业和区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行业景气监测平台 中文 该行业检测体系涵盖48个行业，嵌套对各模型和独立数据算法，是国内目前覆盖行业领域最广的景气体系。 

“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平台 中文 设有7大主栏目、5大辅助栏目，全面系统整合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最新政经形势、投资环境、投资指南等信息。 

中经网（教育版） 中文 大型信息集成系统，包括综合动态、经济分析、经济数据、行业经济、区域经济等栏目。 

中国咨讯行 中文 香港专门收集、处理及传播中国商业信息的企业，产品包括中国经济新闻库、中国统计数据库、中国商业报告库等14个数据库。 

国研网（教育版) 中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信息资源和专家阵容为依托，汇集整合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成果和经济信息。 

道琼斯财经资讯教育平台数据库 中文 中、英文全球财经资讯平台，包含道琼斯公司旗下所有刊物及道琼斯通讯社的文章。 

Business Expert Pres美国商务专家出版社电子图书数据库 外文 BEP电子图书数据库是目前鲜有的专门针对PhD层次以下的读者提供出版物的数据库，为MBA等商科专业学生提供了最合适的核心参考资源。 

Ebsco-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BSC)商管财经学术文献大全 外文 Business Source Premier(BSP)的升级版本。除完全覆盖原BSP的所有收录内容外，BSC还在文献收录种类和内容上做了大幅度升级与扩展。 

Emerald案例集 外文 同行评审案例研究的在线专集，收录1600个教学案例，每年新增案例100多个。 

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房地产信息网 中文 中国房地产信息网是由国家信息中心主办的专业性房地产信息网站，主要面向政府和社会单位提供宏观经济与房地产方面的数据库内容。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中文 由六个数据库组成，提供案例全文、案例素材和案例索引三种类型的文献数据。 

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 外文 Emrald出版的电子丛书，分为《工商管理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两个专集。 

Emerald Management Xtra 外文 包括英国Emerald出版社出版的全文期刊和管理学文摘数据库，还包含预选文集、采访录、书评等许多管理学详尽内容。 

爱思唯尔（Elsevier) “双语智读”电子书平台 外文 科研学术电子图书平台，收录优质学术图书和其相对应的中文译本，以章节对照的形式实现中英语言之间简便切换。 



Web of Science—Index Chemicus 外文 包含国际一流期刊所报告的最新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和关键支持数据。 

SciFinder 外文 关于化学、化工及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信息来源。用户通过SciFinder可以访问CAS多个数据库和MEDLINE。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外文 内容覆盖电气电子、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工程电力等领域。提供IEEE和IET出版的期刊与杂志、会议录、标准、1988年以后的全文文献等内容。 

AIP (美国物理联合会）Proceedings 外文 主要AIP2001年1月以来出版的所有会议资料，内容涉及物理学及相关学科，提供题录和文摘浏览。 

Web of Science—SCI 外文 世界范围最权威的科学技术文献的索引工具，提供6650种以上覆盖150多个学科的世界一流学术科技期刊的书目信息、作者摘要和被引参考文献。 

Engineering Village (El) 外文 目前最常用的文摘数据库之一，侧重于工程技术领域的文献的报道，其数据来源于5100种工程类期刊、会议论文集和技术报告。 

Science of Synthesis 外文 德国Thieme出版社推出的有机化学合成方法全文在线参考工具书。 

SIAM (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全文期刊数据库 外文 SIAM出版的16种同行评审的研究期刊，涵盖了整个应用和计算数学领域，内容丰富而全面。 

Science Online 外文 内容包括：Science、ScienceClassic、ScienceNow、ScienceExpress、ScienceKnowledgeEnvironment。 

RSC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外文 RSC期刊大部分被SCI收录，主要以化学为核心及其相关主题，包括：分析化学、物理化学、无机化学等。 

Project Euclid (欧几里德项目）数据库 外文 包含美国、日本、巴西等国家出版的45种基础数学和统计学高品质的专业期刊。其中32种期刊被JCR收录。 

Nature 外文 Nature集团提供的全文期刊数据库，收录自1997年至今的《Nature》杂志全文，内容覆盖生物、医学、物理等学科。 

MathSciNet美国数学评论 外文 包含美国数学学会出版的《数学评论》自1940年以来的所有评论文章，文献类型包括期刊、图书、会议录、文集和预印本。 

IOPscience英国皇家物理学会出版社平台 外文 涵盖47种电子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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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态和材料科学等。 

EBSCO-GreenFILE 外文 提供人类对环境所产生的各方面影响的深入研究信息。 

 

 



 

 

EBSCO--MEDLINE 外文 MEDLINE提供了有关医学、护理、牙科、兽医、医疗保健制度、临床前科学及其他方面的权威医学信息。 

Computing Reviews 外文 提供当前计算机各个领域的出版物的评论信息，评论范围包括书籍，文章，会议文献，论文，技术报告以及网络出版物。 

APS (美国物理学会）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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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PA(美国心理学会）-PsycINFO 外文 19世纪至今的心理学文摘数据库，包括题录，摘要，引用参考文献以及描述性信息。 

APA(美国心理学会）-PsycARTICLES 外文 收录的期刊均为同行评审的期刊，目前共收录74本期刊和目录，主题领域包括基础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健康心理学等。 

AMS电子刊数据库 外文 美国数学学会精选出的8种质量最高、订阅用户数最广的电子刊，包括美国数学学会出版的六份核心刊物及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的两份核心数学刊。 

AIP (美国物理联合会）全文数据库 外文 收录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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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理学等。 

ACS (美国化学学会）数据库 外文 ACS出版的80余种期刊，内容涵盖有机化学、普通化学、环境科学、材料学、物理化学、应用化学、分析化学等领域。 

ACM (美国计算机学会）电子期刊数据库 外文 包括ACM出版的从1991年至今的全文期刊及大量计算机学科核心出版物中的书目引文资料和会议论文资料等。 

Reference modules (全球经典学术选编数据库） 外文 筛选Elsevier世界领先的学科参考书中权威，最新的内容，基于不同的主题进行整合的经典选编数据库， 

MSP (数学科学出版社）电子期刊 外文 MSP (数学科学出版社）出版10种数学类期刊及2种开放获取（open access)期刊，收录时间从2003年到至今。 

EMS (欧洲数学学会）的电子期刊数据库 外文 EMS出版的研究期刊涵盖了整个数学领域，内容丰富而全面，2017年期刊总量达到22种，其中研究型期刊总量为21种。 

Thieme化学期刊数据库 外文 德国Thieme出版社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医学和科学出版社，Thieme化学期刊包含Synthesis、Synlett、Synfacts。 

Web of Science-Current Chemical Reactions 外文 包含从39个发行机构的一流期刊和专利摘录的全新单步和多步合成方法。 

ICSD Web无机晶体结构数据库网络版 外文 世界上最大的无机晶体结构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125, 000条包含原子坐标位置的数据，最早追溯到1913年。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中文 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农林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出版的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 



 

 

俄罗斯大全俄语数据库 外文 全球最大的俄罗斯学术资源数据库，是研究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历史等方面和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的重要资源。 

语言学与语言行为文摘数据库 外文 数据库提供全球语言学及语言科学相关领域文献的文摘与索引，涵盖了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音学、语音体系、词法、语法与语义学。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DNB)英联邦人物传记 外文 带有插图的在线传记合集，收录约60,000人物的生平.通过专家撰写的传记向使用者展示英国历史大事件背后的人物。 

American National Biography Online (ANBO))美国国家人物传记 外文 探究超过19,000位塑造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杰出人物的生平，向学生与研究人员提供可用的简明人物传记。 

3E英语多媒体资源库 中文 集学习训练系统、考试系统、竞赛系统及视频系统为 一体的在线英语学习平台。 

新方志 中文 收录全国范围内的各级各类新方志5000册，所收录新方志类型包括：综合志、部门志、地名志、企业志、学科志、特殊志及地情书等。 

《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 中文 以小学工具（文字、音韵、训诂)、古代类书、出土文献类资料为基础，大量纳入包括史子集、儒、释、道等历代传世文献，以及大型丛书、史书、方志等。 

永乐大典 中文 汇辑残存《永乐大典》的大型全文检索版数字丛书，收录世界各地目前己发现的《永乐大典》共815卷，每卷皆制成全文数据，保留原有断句。 

中国方志库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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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经典古籍库 中文 中华书局首次推出的大型古籍数据库产品，第一辑收录了近300种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 

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 中文 收录从先秦至民国的历朝历代汉文古籍。能够检索2万余种的古籍，包括地方文献志、四库全书、永乐大典等具有收藏价值的古籍文献资源。：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Online (ECCO) 外文 收录1700-1799年之间所有在英国出版的图书和所有在美国和英联邦出版的非英文书籍，涵盖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个语种。 

Early English Books (EEBO) 外文 世界上记录从1473年到1700年的早期英语世界出版物最完整、最准确的全文数据库，覆盖历史、英语文学、宗教等诸多领域。 

ProQuest History Vault-Vietnam War and American Policy l960-1975 外文 涵盖了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情况，时间从最早肯尼迪执政期间战争的初级阶段到越美巴黎谈判达成战争决议。 

Gale Online databases 外文 Gale集团是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参考书出版商，在出版人文科学工具书方面颇具权威性。图书馆购买了7个专题数据库。 

中国人民大学音乐特色数据库 中文 以人大艺术学院音乐系2000多张光盘为基础的“音乐特色数据库”。 

新东方网络课程数据库 中文 包括国内考试类，出国考试类，实用技能/求职指导类三个专辑；涵盖CET4、CET6、TOEFL、GRE等考试，提供非语言类课程。 

方正艺术博物馆 中文 精品图片库、大规模在线艺术品鉴赏平台。现有6个资源库，每个资源库下又分若干子馆。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中文 收录2200多种60000多本期刊杂志，分为时政新闻、管理财经、文摘文学等10大类。 

KUKE数字音乐图书馆 中文 专注于非流行音乐的发展，为所有音乐学习者和爱好者提供一个全面、丰富的数字音乐图书馆。 

中国数字方志库 中文 大规模数字化的综合地志类文献数据库，收录1949年以前地志类文献11000条，全文版书目数据2000条。 

中国基本古籍库 中文 综合性大型古籍数据库，收录先秦至民国历代经典名著及各学科基本文献1万种，选用各级善本制成数码全文，另附原版影像。 

国学宝典（中国知网） 中文 收录自先秦至清末两千多年的历代典籍，大部分文献附有内容提要，包括作者简介、内容组成、版本等相关信息。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中文 可按类目浏览直接翻开各书页，也可全文检索，检索范围高阔全文、注释、标题及图像标題、书名、著者和四库类目范围。 

CADAL电子书 中文 读者在校园网IP范围内可检索、浏览或下载己发布的英文图书、民国图书期刊、古籍、书法绘画等资源。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 中文 收录1833年至1911年间出版的三百余种期刊，是研究晚清历史的专业人士必备的数据库检索工具。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文 收录民国时期出版的两万余种期刊，内容集中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洽、军事、外交、经济、教育、思想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中文 收录清末到1949年中国出版的7000多种期刊，共14万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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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杂志》全文检索数据库 中文 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刊物，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 

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 中文 以中国报纸资源为主体，整报完整收录，集文章内容全文检索和在线报纸原版翻阅为一体。 

申报 中文 《申报》原名《申江新报》，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和标志。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ference Source—带一路资源中心数据库 外文 收录“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包括贸易、商业、经营、投资、文学、艺术、人文研究等学科文献、期刊和区域性研究报告等珍贵资源。 

人民数据报刊资料库 中文 人民数据库中的一个镜像版报纸全文数据库。收录报刊15种，涵盖时政类、国际类、经济类、健康/休闲类。 

SAGE Research Methods (SAGE研究方法在线） 外文 涵盖研究方法理论，研究设计、数据手机、数据分析相关问題、提供理论研究、案例分析材料、研究方法术语，收录800余本书籍和各类文献。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1832-1953 外文 收录从1832到1953年间出版发行的12份关于近现代中国的英文报纸，对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120年间发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动态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中文 我校已购数据库：大清实录全文检索数据库、大明实录全文检索数据库、大清五部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大明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四部丛刊全文检索数据库。 

中国近代中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 中文 上海图书馆制作的中国近代中英报纸全文数据库，子库包括：字林洋行中英文全文数据库、新闻报全文数据库、时报全文数据库、大陆报全文数据库。 

大公报 中文 数据库完整收录《大公报》天津、上海、重庆、汉口、桂林、香港及大公晚报等不同版本的全文资料，是目前《大公报》版本收集整理最为完整全面的数据库。 

中国商会档案数据库•保定卷 中文 档案文件记录起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新中国建初期(1956年)，是研究近代保定乃至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史、日本侵华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Web of Science—SSCI 外文 收录1,950种以上涵盖50多个学科的世界一流学术性社会科学期刊的书目信息、作者摘要和被引参考文献。 

Web of Science—A&HCI 外文 能够访问1150种以上涵盖50多个学科的世界一流学术性社会科学期刊的书目信息、作者摘要和被引参考文献。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教務雜誌》 外文 《教务杂志》自1868年出刊至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是研究近代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重要历史文献。 

PAO电子期刊数据库 外文 提供世界范围内从1802年至2000年著名人文社科类期刊回溯性内容全文，共收录435种全文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多媒体资源管理平台 中文 此平台主要用于图书馆视频资源在线点播和音视频资源加工、制作、管理等服务，包括多种影视欣赏类型和外语学习资料。 

校园经典影院 中文 片库分为科教类、纪录类、体育类、影视类、专业类等最新影视剧，以及准备要上映的电影和精彩大片。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 中文 收录不同国家的一万多部涉及各学科的科教片，分为环境保护、电子信息工程、历史，军事等十八大类。 

“书香人大”——中文在线电子图书 中文 包括10万册数字图书和3万集有声图书，数字图书包括经典名著、名家小说、畅销书籍等图书，有声图书包括经典评书相声及畅销文学作品。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外文 提供来源于美国国家保密档案馆的原始文件的访问。收录了从1945年开始的美国对其他国家外交、军事政策等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党政图书馆 中文 “中国共产党思量伦理资源数据库”的局域网版，目前收入图书包括18个重要方面、6000多册、7000多万个知识点。 

中国司法档案数据库•江津卷 中文 按照原本档案保存状态进行整理.共分为24类，第一期将主要收录其中的债务纠纷、租佃纠纷、婚姻、税法、财产、买卖等六类。 

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 中文 全球首个关于东京审判的全文检索文献资源数据库。旨在采集散落在海内外与东京审判相关的文献资料、图书、学术信息等。 

人民数据库(含人民日报图文） 中文 大型党政、时政资料信息平台，主要子库包括：法律法规资料库、学术理论文库、时政评论库，人民日报社论等。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Reference Source一带一路资源中心数据库 外文 收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商业、经营、投资、文学、艺术等学科文献、期刊和区域性研究报告等珍贵资源。 

人民数据报刊资料库 中文 人民数据库中的一个镜像版报纸全文数据库。收录报刊15种，涵盖时政类、国际类、经济类、健康/休闲类。 

SAGE Research Methods (SAGE研究方法在线） 外文 涵盖研究方法理论，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相关问題、提供理论研究、案例分析材料、研究方法术语等文献。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 1832-1953 外文 收录从1832到1953年间发行的12份关于近现代中国的英文报纸，全面报道120年间发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动态。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中文 包括大清实录、大明实录、大清五部会典、大明会典、四部从刊全文检索数据库。 

中国近代中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 中文 中国近代中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子库包括：字林洋行中英文全文数据库、新闻报全文数据库、时报全文数据库、大陆报全文数据库。 

大公报 中文 完整收录《大公报》天津、上海、重庆、汉口、桂林、香港及大公晚报等不同版本的全文资料。 

中国商会档案数据库:保定卷 中文 档案记录起自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1956年，是研究近代保定乃至华北区域社会经济史全日本侵华史的重要文献。 

Web of Science—SSCI 外文 收录1，950种以上涵盖50多个学科的世界一流学术性社会科学期刊的书目信息、作者摘要和被引参考文献。 

Web of Science—A&HCI 外文 能够访问1,150种以上世界一流艺术和人文期刊的书目信息、作者摘要和被引参考文献。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外文 《教务杂志》自1868年出刊至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重要文本。 

PAO电子期刊数据库 外文 提供访问世界范围内从1802年至2000年著名人文社科类期刊回溯性内容全文，共收录435种全文期刊。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多媒体资源管理平台 中文 此平台重要用于图书馆音视频资源在线点播和音视频资源加工、制作、管理等服务，包括多种影视欣赏类型和外语学习资料。 

校园经典影院 中文 片库分为科教类、记录类、体育类、影视类、专业类等最新影视剧，以及准备要上映的电影和精彩大片。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 中文 收录不同国家的一万多部涉及各个学科的科教片，分为环境保护、电子信息工程、历史、军事等十八大类。 



 

 

“书香人大”——中文在线电子图书 中文 包括10万册数字图书和3万集有声图书，数字图书包括经典名著、名家小说、畅销书籍等图书，有声图书包括经典评书相声及畅销文学作品。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 外文 提供来源于美国国家保密档案馆的原始文件的访问。收录了从1945年开始的美国对其他国家外交、军事政策等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党政图书馆 中文 “中国共产党思量伦理资源数据库”的局域网版，目前收入图书包括18个重要方面、6000多册、7000多万个知识点。 

中国司法档案数据库•江津卷 中文 按照原本档案保存状态进行整理.共分为24类，第一期将主要收录其中的债务纠纷、租佃纠纷、婚姻、税法、财产、买卖等六类。 

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 中文 全球首个关于东京审判的全文检索文献资源数据库。旨在采集散落在海内外与东京审判相关的文献资料、图书、学术信息等。 

人民数据库(含人民日报图文） 中文 大型党政、时政资料信息平台，主要子库包括：法律法规资料库、学术理论文库、时政评论库，人民日报社论等。 

OCLC—WorldCat Dissertations 外文 收集WorldCat数据库中所有硕博士论文和以0CLC成员馆编目的论文为基础的出版物，涉及所有学科，涵盖所有主题。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 Ebooks 外文 收录了 ALA的249种特色图书，涵盖图书馆管理、读者管理、图书馆员发展等領域。 

ProQuest—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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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数据从1971年至今。 

EBSCO-Teacher Reference Center 外文 提供280多本最畅销的教师和管理员期刊和杂志的索引和摘要，旨在为职业教育者提供帮助。 

EBSCO—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Abstracts 外文 对500多种核心期刊、500多种优选期刊和125种精选期刊、以及书籍、调查报告及记录等进行了素引。 

EBSCO--ERIC 外文 包含1, 194,000多条记录和链接，这些链接指向ERIC所收藏的100,000多篇全文文档。 

e线图情 中文 图书情报专业全文库，内容涵盖图书情报領域理论、技术、产品、市场、协会等各方面内容。 

威科先行人力资源信息库 外文 专门为人力资源专业人士及劳动法研究人员专门设计主题包括招聘入职、劳动合同、工会、集体谈判、企业内部管理、薪酬福利等板块。 

威科先行财税信息库 外文 为财务、会计、税务相关专业人士设计，按主题划分为税务、财务审计、内控和风险管理、海关、金融等主题板块及子版块。 

Churchill archive (丘吉尔档案馆） 外文 文档记录了跨越布尔战争到冷战之间的丘吉尔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伟大领袖之间的书信交流，覆盖全球众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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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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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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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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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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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 ScienceDirec电子期刊数据库：我馆订购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与金融学、环境科学、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学科库，2004年至今的全文。 
Elsevier电子图书数据库：我馆可访问大约4700多种电子专著图书，1种大部头参考工具书，1套手册
系列图书，以及7种参考工具书模块，涉及人文社科、经济金融、自然科学等门类的多个学科领域。 

Wiley在线图书与期刊均整合于Wiley Online Library平台，使用方法相同，并支持几种资源交叉检索。 
电子期刊数据库：涵盖学科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技术和医学，100%为同行评审期刊，66%
被SCI/SCI/AA&HCI收录。 
在线图书数据库：包括11408种在线图书和165种在线参考工具书。 

SAGE电子期刊：SAGE期刊100%为同行评审，我馆购买现刊数据库和过刊全库。 
SAGE研究方法在线：SAGE研究方法在线 (SAGE Research Methods, 简称SRM).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
学领域研究人员及学生的理想工具，为他们回答有关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方面的问题。 

Springer电子期刊数据库：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法律、经济学等11个学科，我校购买了科技工程和人
文社科类电子期刊。 
Springer电子书：当今市面上最全面的科学、技术与医学（STM）及人文社科（HSS）领域电子图书文库。
涵盖13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著作，拥有20万余本图书，以来自世界顶尖学者的研究为特色。 
SpringerMaterials：内容涵盖物理化学和工程科学的各个领域，囊括了530,000+份在线文档，包含多
达290,000种材料及化学体系的3,200+种特性信息。 



来
自
出
版
社
的
数
据
库 

剑桥大学出版社电子期刊：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300多神电子版学术期刊，70%被SCI, 
SSCI, AHCI收录，大部分期刊网络版回溯到1997年。 
剑桥大学出版社电子书：我校2019年已开通剑桥出版的人文社科全部学科以及计算机科学、
地球与环境、地理、数学、物理与天文学、统计学与概率等理工学科（2008-2019）总计
16,000余种图书的使用权限（可全文下载电子书标记有绿色“Access”字样）。 

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期刊现刊库：收录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38种电子期刊，涵盖六大学科
专题；医学、生命科学、数学和物理学、法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牛津在线学术专著数据库：拥有近10000册的学术专著，学科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
科学，医学等。 

Kluwer Online Journals：提供Kluwer电子期刊的查询服务，收录内容涵盖工商管理、化学、
环境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20多个学科专题。 
Kluwer Law Online Journals：包含21种全文法律学术期刊(Journals)的全文信息，其中包
含数十万篇期刊全文，50000多个案例。 
Kluwer Patent Law威科国际知识产权法：收录200多个国家知识产权相关信息。 
Kluwer Arbitration威科国际商事仲裁在线：提供超过 120000页与仲裁相关的最必需资料。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 of Laws威科国际法律百科全书：世界上唯一的一套法律经
典大套的专业百科全书，该套经典活页百科全书囊括了27卷经典的参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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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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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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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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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国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公司出版的博硕士论文题录及文摘数
据库，收录了欧美700余所大学文、理、工、农、医等领域的200多万篇博士、硕
士论文的摘要及索引，从1861年开始，每年约增加6万篇论文提要，迄今已有140
余年的数据积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和使用最广泛的学位论文数据库  

 收录的1997年以来的论文，不仅能看到文摘索引信息，还可以看到前24页的论文
原文 

 数据每周更新 
 我馆购买了PQDT的人文与社会科学（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专辑  

 该数据库始于2002年，为PQDT数据库中部分记录的全文。 
 产生背景：为满足对国外学位论文全文的广泛需求，国内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

单位以及公共图书馆，采用联合采购的方式共同购买国外优秀博硕士论文，即由
各成员馆分别选订相关专业的博士论文，一馆订购，多馆共享，较好地实现了学
位论文的网络共享。 

 目前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收录了来自欧美国家2，000余所知名大学
的优秀博、硕士论文25万余篇博硕士论文，内容涵盖社会科学、哲学、宗教、环
境学、生物学、语言、文学、教育、信息和艺术、心理学、应用科学、纯科学、
健康科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数据每年更新。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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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SP数据库包含的主题丰富、内
容权威、数量庞大的出版物基础上，ASC数据库整合全球最优秀的全文期刊，提供给高等院校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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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文学等等。 
    数据内容：ASC收录16,700多种期刊的文摘；8,400多种全文期刊，其中7,300多种为同行评审
(peer-review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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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馆藏英文电子资源获取 
点击下三角，可以选择
检索字段；点击加减符
号可以增减检索框。 

可以对出版日期、
出版物类型、语
言进行限制。 





点击可以获取PDF全文。 

还可以对检索结果进行排序，
分组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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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是Elsevier公司的核心产品，是全学科的全文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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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库的期刊，2004年至今的全文。 

        Elsevier电子图书与电子期刊使用同一个平台，进入主页面后请点击页面上方标签栏中的“Books”即可浏览电子图
书。 我馆具体订购图书包括： 

        1）专著图书：583种专著图书，以金融、工程、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图书为主，还涉及化学工程、材料科学、心理
学、环境科学等17个领域。 

        2）大部头参考工具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Second Edition)（《社会与
行为科学国际大百科》第2版）。 

        3）手册系列图书：Handbooks in Economics Series （《经济学手册》系列）。这套书目前出版有100多卷。 

期刊库与图书库共用同
一个检索平台，可以在
界面上方选择期刊/图书。 



选择社会科学与人文
进行浏览。 

默认的基本检索页面提供关键词、著者、标题、
卷、期、页码检索。 



在高级检索界面可以进行更多
检索设置，包括全文检索、同
行评审、出版年、著者设置，
可以进行标题、摘要、关键词
检索，设定卷期页码等，还可
以选择文章类型。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 & Theses（简称PQDT）是美国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公司出版的博硕士学位论文题录及文摘数据库，收录了欧美700余所大学文、理、工、农、
医等领域的近200万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摘要及索引，每年约增加6万篇论文提要，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和使用最广泛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与其相对应的书本式的期刊有：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DAI)；American Doctoral Dissertations（ADD）；Masters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MAI）。 

        PQDT具有收录年代长、更新快、内容详尽等特点。从1861年开始收录，迄今已有140余年的数
据积累。收录的1997年以来的学位论文，不仅能看到文摘索引信息，还可以看到前24页的论文原文。
每周更新。 



提供三种检索方式 

输入检索词 

查看检索帮助 



按主题或地区浏览 



增加或减少检索框 

输入检索内容，
进行条件设定。 

选择论文类型及语言。 



       JSTOR数据库（全称为Journal Storage）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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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从创刊号到最近三五年前的过刊。有些过刊回溯年代早至1665 年。该库覆盖的学科
领域包括：  Anthropology、Architecture、Art、Ecology、Economics、Education、Finance、
GeneralScience、History、 Literature、 Law、 Mathematics、 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
Population Studies、Psychology、Public Policy & Administration、 Sociology、Statistics、African 

American Studies、Asian Studies等。目前提供700多种期刊的全文访问，并不断有新刊加入。因
为 JSTOR 的任务是存档，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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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三种分
类浏览方式。 

默认初级检索界面 

提供工具分析 



二 馆藏英文电子资源获取 

点击增加检索框 

可以对文献类型、语言、日期、
学科等进行设定。 

高级检索提供5个检索字段 



例如： 

检 索 题 名 包 含 economic 和 

crisis两个关键词，语言为英文，
日期为2010-2016，可获取全文
的文章、图书、研究报告， 



二 馆藏英文电子资源获取 

共获取11条检索结果 

按相关性排序 

可以下载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