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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业大学图书馆由长清校区图书馆、历城校区图书馆及菏泽校区图书馆

三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 33677 平方米。长清校区图书馆新馆于 2013 年 5 月正

式投入使用，建筑面积为 31389 平方米，设有 7 个开放式书库、包括报刊阅览室

和电子阅览室在内的 5 个阅览室、4 个密集书库，共有阅览、自修座位 2052 个。。

截止到 2019 年底，我校图书馆纸质藏书总量达 260 万册，生均纸质图书 82 册；

电子图书 479.3 万册；订购各类数据库 79 种；自建数据库 3 种；订购报刊 546

种。馆藏文献资源以造纸、化学化工、食品发酵、无机材料为主，具有鲜明的轻

工特色。其他相关专业藏书也很丰富。 

一、纸质文献布局 

七大书库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类目收藏中外文图书、中文现刊，

书库配有阅览桌椅供读者阅览，书目检索机供读者检索使用。藏书分布如下： 

二层：社科一库（A、D、E、F 类），藏书 9.1 万册 

社科二库（G、I、J 类），藏书 9.2 万册 

报刊阅览室收藏了中文报纸 62 种，中文期刊 738 种供全校师生阅览。 

三层：理工一库（H、N、O、P、T、TB、TD、TE、TF、TG 类），藏书 8.5 万

册 

理工二库（TH、TJ、TK、TL、TM、TN、TP、TU、TV、U、V、Z 类），

藏书 9.6 万册 

报刊阅览室收藏了中文报纸 62 种，中文期刊 546 种供全校师生阅览。 

 

四层：理工三库（Q、R、S、TQ、TS、X 类），藏书 5.2 万册 

社科三库（B、C、K 类），藏书 8.6 万册 

五层：艺术书库收藏了与艺术学院相关类图书供全院师生阅览,艺术学院师生借

阅，藏书 4.8 万册。 

      电子阅览室配有电子计算机 99 余台免费供本校师生使用。 

外文原版图书 12020 册外文原版图书分布在除样本、工具书库外的六大书

库最后排中。 

各书库中的期刊只能在本书库内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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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纸质文献利用及开放时间 

  1、书库开放时间 

8：30-21：30（周日 17：00 以后不开放） 

2、借阅时间 

图书馆流通部负责图书的借还、续借工作。 

人工服务：8：30-21：30（周日 17：00 以后不开放） 

自助借还：开放时间内 

3、借书量、借期 

教师借书册数为 50 册，借期为 90 天。 

  4、借书和续借方式 

借书须持本人校园一卡通到图书馆二楼大厅办理借还书手续。读者如需续借，

可选取以下续借方式：一是持原书和本人一卡通直接到图书馆二楼大厅人工办理；

二是登陆图书馆主页在图书续借栏目自行办理；三是利用图书馆微信办理。续借

期限为 30 天，或者归还重新借阅。 

 

三、数字信息资源情况及使用方法 

（一）数字资源一键检索类数据库 

1、超星中文发现系统 

访问地址：http://ss.zhizhen.com/ 

简介：该库是一个学术资源发现平台，是超星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图书馆资源解决

方案，其宗旨在于方便读者快速、准确的在海量学术信息中查找和获取所需信息，

满足读者找到、得到所有可能存在的资源的需求。欢迎广大师生访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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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zhiz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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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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 

 

图 1-1 超星中文发现系统 

特别说明：如想校外登陆检索，可以先在校内 IP 范围内注册个人账号，校外用

此用户名登陆使用即可 

 

另外，超星集团研发的读秀中外文学术搜索和百链外文检索平台，与中文发现系

统模式相近，恕不一一列举。 

 

（二）主要索引数据库和文摘类数据库 

1、WOS 数据库平台 

访问地址：http://webofscience.com/ 

简介：Web of Science 是全球获取学术信息的重要数据库，Web of Science 包

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领域的信息，来自全世界近 9,000种最负盛

名的高影响力研究期刊及 12,000多种学术会议多学科内容。 

  Web of Science 由 以 下 几 个 重 要 部 分 组 成 ：  Science Citation 

Index-Expanded（SCIE，科学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PCI(会议录引文索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人文艺术索引）。 

Incites新平台由 JCR/ESI/INCITES BENCHMARKING 三部分构成。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简称 JCR，是一个独特的多学科期刊评价工具。网络

版 JCR是唯一提供基于引文数据的统计信息的期刊评价资源。通过对参考文献的

http://webofscience.com/


7 
 

统计汇编，JCR可以在期刊层面衡量某项研究的影响力，显示出引用和被引期刊

之间的相互关系。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是基于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而建立的评价基准数据库。他可以为研究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提供研究绩

效的量化分析，了解在各研究领域中最领先的国家、期刊、科学家、论文和研究

机构；识别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趋势与方向；确定具体研究领域内的研究

成果和影响等。 

Incites Benchmarking 是一个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建立的科研评价与分析

平台。可以从人员、学科、国家、期刊、机构及基金六个维度针对 Web of Science

中 1980 年至今的数据进行分析。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的决策者、科研管理人员

可以通过它分析本机构的学术表现和影响力，有针对地开展与全球同行业机构和

学科间的定标比超分析。 

如图 2-1 

 

图 2-1  Web of Science 

注意事项：如果读者要使用 InCites和 EndNote，需要注册，如图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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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InCites和 EndNote 用户注册入口 

 

2、工程索引（EI） 

访问地址：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quick.url 

简介：EV Compendex 是由 Elsevier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Inc.出版，是目

前全球最全面的工程领域二次文献数据库，涵盖一系列工程、应用科学领域高品

质的文献资源，涉及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环境工程、电气工程、结构工程、材

料科学、固体物理、超导体、生物工程、能源、化学和工艺工程、照明和光学技

术、空气和水污染、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道路交通、运输安全、控制工程、工程

管理、农业工程和食品技术、计算机和数据处理、电子和通讯、石油、宇航、汽

车工程以及这些领域的子科学和其它主要的工程领域。 

数据库拥有超过 1630 余万条记录，每年收录超过 3600 种期刊，4100 会议录和

行业杂志，涵盖 190 余个工程和应用科学领域的资料，在线内容收录年代 1969

年至今。如图 2-3 

 

图 2-3  工程索引（EI） 

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quick.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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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cifinder 数据库 

访问地址： https://scifinder.cas.org 

简介：SciFinder 是美国化学学会（ACS）旗下的化学文摘服务社 CAS（Chemical 

Abstract Service）所出版的化学资料电子数据库学术版，提供全球最大、最权

威的化学及相关学科文献、物质和反应信息。CAS 的网络版数据库 SciFinder 特

别为学术研究单位所推出。它含括了化学文摘 1907 年创刊以来的所有内容，更

整合了 Medline 医学数据库、欧洲和美国等近 50 几家专利机构的全文专利资料

等。SciFinder 收录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专利、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图书、

技术报告、评论和网络资源等。它涵盖的学科包括应用化学、化学工程、普通化

学、物理、生物学、生命科学、医学、聚合体学、材料学、地质学、食品科学和

农学等诸多领域。如图 2-4 

 

图 2-4 Scifinder 数据库 

特别提醒： 

Scifinder 数据库需要各位先在数据库网站注册个人账号，以个人账号方式登

录数据库进行检索。 

注册时采用邮箱注册的方式使用。 

注： 

齐鲁工业大学校区的教职工，请用后缀为 xx@qlu.edu.cn的邮箱，在齐鲁工业大

学校区 ip范围内，点击下列网址注册： 

https://scifinder.cas.org/registration/index.html?corpKey=CBAA5822X86

https://scifinder.cas.org/
https://scifinder.cas.org/registration/index.html?corpKey=CBAA5822X86F35055X3A57386948668645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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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055X3A573869486686451D 

山东省科学院校区的教职工，请用后缀为 xx@sdas.org的邮箱，在山东省科学院

校区 ip 范围内，点击下列网址注册： 

https://scifinder.cas.org/registration/index.html?corpKey=95881529X86

F3503FX292A8A6D4519925076  

如非本校邮箱注册，则账户无效需重新注册 

（本校邮箱可通过学校——信息系统导航——OA 系统——流程——网络中心—

—电子邮箱申请表，进行申请） 

 

4、Scopus 数据库 

访问地址: http://www.scopus.com/ 

简介：Scopus由 Elsevier 公司在 2004年底正式推出。该数据库收录了来自于

全球5000余家出版社的近 23000种来源文献，是全球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

为科研人员提供一站式获取科技文献的平台。其中包括：23000种同行评审期刊，

其中包括 2600种开放存取期刊。 

完整收录 Elsevier, Springer/Kluwer, Nature, Scienc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Institute of Physics, American Phys

ical Societ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等出版商出版的所有期刊，自第一卷第一期开始收录。

Elsevier, Springer/Kluwer, Science, Nature, IEEE, 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Karger Medical的在编文章(Article in Press, 早于

正式出版 1-4个月)。 

完整收录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的全部文献，涉及油气资源（包括生物燃料、燃料

电池和替代能源）、塑料、航空航天、电子、交通、HVAC、物理学和润滑油等。 

2009年 6月人文与艺术期刊收录增加一倍（新增 1450种），达到 3500种。 

超过 750 万篇会议论文，600种商业出版物，370种丛书（系列图书）。 

超过 7000 万条记录中，自 1996年以来的 3200万条数据包括参考文献信息，1996

年前的 2130万条记录，最早回溯至 1823 年。 

https://scifinder.cas.org/registration/index.html?corpKey=CBAA5822X86F35055X3A573869486686451D
https://scifinder.cas.org/registration/index.html?corpKey=95881529X86F3503FX292A8A6D4519925076
https://scifinder.cas.org/registration/index.html?corpKey=95881529X86F3503FX292A8A6D4519925076
http://www.scop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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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us的学科分类体系涵盖了 27个学科领域，这 27个学科领域被归于四大门

类：生命科学（4300 余种）、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5300余种）、自然科学（7200

余种）和医学（6800 余种,全面覆盖 Medline）。如图 2-5所示 

 

图 2-5 Scopus 数据库 

            

5、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 

访问网址：http://cssci.nju.edu.cn/  

简介：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

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   

CSSCI 如何使用： 

  CSSCI 分为：“来源文献检索”、 “被引文献检索”    

利用“来源文献检索”读者可以检索到包括普通论文、综述、评论、传记资料、

报告等类型的文章。   

利用 CSSCI 的“被引文献检索”，读者可以检索到论文(含学位论文)、专著、

报纸等文献被他人引用的情况。    

CSSCI 提供多种信息检索途径。   

来源文献检索途径：篇名、作者、作者所在地区机构、刊名、关键词、文献分

类号、学科类别、学位类别、基金类别及项目、期刊年代卷期等。   

引文献的检索途径：被引文献、作者、篇名、刊名、出版年代、被引文献细节

等。优化检索：精确检索、模糊检索、逻辑检索、二次检索等。检索结果按不同

http://cssci.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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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途径进行发文信息或被引信息分析统计，并支持文本信息下载。如 2-6所示 

 

图 2-6 CSSCI 数据库 

 

（三）主要期刊类数据库资源 

中文类： 

1、中国知网 

访问网址：http://www.cnki.net/  

简介：中国知网（CNKI）是一个集期刊、学位论文、国际会议论文、国内会议论

文、重要报纸文献、年鉴、工具书、标准、科技成果、专利、学术图片、中国法

律等文献类型的综合性学术数据库，是我校师生利用率最高的电子数据库。 

 

                            （3-1，知网主页） 

需知：目前知网中可以使用的数据库为：中国学术期刊库、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

库、中外会议论文库、重要报纸全文库、年鉴网络出版总库、工具书网络出版总

库（单年度版）、《汉语大词典》&《康熙字典》、中国标准全文库、中国专利权文

http://www.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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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法律知识资源库、研究型协同学习平台。另有移动端

全球学术快报可使用。 

 

2、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访问网址：http://g.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简介：《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集成了“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国内外文献保

障服务”两种资源，此外我馆还购买万方创新助手、万方科慧助力师生科研工作

的开展。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 

  资源内容为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15 个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

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学术会议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中国特种图书数据库、

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中外标准数据库、科技文献文摘数据库、外文文献数据库、

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中国企业机构数据库、中国专家数据库、OA 论文索引库、

中国学者博文索引库、相关词条索引库，资源总量超过 2亿条，全面覆盖各学科、

各行业。 

    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 

  资源内容为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馆藏的中、外文共 8个数据库资源，并以外文

文献为主。其中 3 个中文数据库：中文期刊、中文会议、中文学位；5个外文数

据库：外文期刊、外文会议、外文学位、外文科技报告、外文工具书。涵盖工程

技术、高技术各个学科领域的科技文献，学科类型主要包括电子和自动化技术、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材料科学、环境科学、航空航天、生物工程、能源动力、交

通运输、建筑、水利和一般工业技术等工程技术领域文献，同时兼有基础科学、

农业科学、医药卫生、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 

    创新助手 

  万方创新助手是一款针对科研人员的自助式科研信息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基

于科技文献的信息挖掘、分析。利用该服务，研究人员可全面深入了解所关注课

题的研究现状，完成特定领域专家与研究机构的研究数据提取，掌握学科最新动

向与基金研究热点。创新助手可一键生成主题、机构、学者等相关的分析报告，

http://g.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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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校内科研人员或师生轻松了解所关注主题的研究状况、学科领域专家与研究

机构态势、科研项目课题成果与进展、科研机构科研能力统计与分析，全面掌握

科研动向。此外，创新助手还可以为高校项目立项申报前期的选题分析提供信息

参考支持；为科研人员成果检查与核实提供信息整合服务。 

    万方科慧 

  科慧（Sci-Fund） 平台动态追踪、汇聚全球主要科技国家重要科研资助机构

历年资助的各类科研项目，范围涵盖了中、美、日、韩、英、法、德、欧盟、瑞

士、加、荷、澳、俄、巴西等近 20个国家，追踪包括 NSFC、NSSFC、NSF、NIH、

DOE、UKRI、DFG、EU/ERC、HHMI 等近百个政府机构/国立科研机构、非营利性组

织资助的科研项目，并通过规范的元数据模型对多来源的数据进行规范、归一处

理，旨在构建完整、准确、规范化、精细化描述的科研项目数据库。在此基础上，

平台将依托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各类科技成果资源，逐步实现科研项目与科

技成果的一对一关联，拓展科技数据的服务链条，支撑更广泛、深入的科技信息

服务，提升数据驱动的科技管理与科技决策的能力。 

目前我校订购了其中的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学术会议、中外专利、科技成果

及国内外文献保障服务资源库、创新助手、万方科慧。 

 

（3-2，万方主页） 

 

3、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7.0 

访问网址：http://qikan.cqvip.com/ 

简介：《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7.0》是维普资讯推出的中文科技期刊资源一站

式服务平台，是从单纯的全文保障服务延伸到引文、情报等服务的产品。服务贯

穿读者对期刊资源使用需求的各个环节，提供多层次、纵深度的集成期刊文献服

务：从一次文献保障到二次文献分析、再到三次文献情报加工，深入整理期刊文

献服务价值。为用户提供最具创新力的期刊资源研究学习平台。 

http://qikan.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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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投稿分析系统》学术期刊投稿分析系统（DSA）是基于国内外常用文

献数据库为基础，对每一篇论文与期刊的关系进行大数据计算，同时提供多种期

刊维度的筛选，并以分析报告的形式为作者提供投稿推荐排名。系统收录了中外

文期刊数据信息 4.8 万余种，涵盖近乎所有期刊延伸字段信息。并整理多种期刊

评价指标和数据库分类方式，可供作者全面了解期刊信息。 

 

                            （3-3，维普主页） 

 

4、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全库版 

访问网址：www.airitilibrary.cn 

简介：《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出版商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规模最大的

学术数据库业者与领导品牌，全球拥有超过 1,000 所图书馆用户，《台湾学术文

献数据库》已成为全球顶尖大学图书馆查找台湾学术文献最重要的电子资源。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收录 92%台湾人文学核心期刊（THCI），收录 92%台湾社

会科学核心期刊（TSSCI），共收录期刊 1964种及台湾高校硕博士论文 13万余篇，

内容持续更新。收录范围包括：人文学、社会科学、基础与应用科学、医药卫生、

生物农学、工程学六大学门，及其下 69个学科研究领域。 

http://www.airitilibra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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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主页） 

 

5、人大复印报刊数据库 

访问网址：http://www.rdfybk.com 

简介：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收录 1995年至今国内公开出版的 4000

多种社科报刊，148 种专题刊物随着经济、政治和学术的发展更新。数据库按照

所对应的专题刊物出版情况定时每周更新。全部由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筛选

鉴别出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权威性，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按专题

进行取材，分类科学，数据库形式易于检索，查找引用方便。囊括了政治学、哲

学、经济管理、社会学、法学、教育、历史学、文学、艺术、新闻传播等学科门

类，是经过专家、学者及学科带头人以全视野学术目光遴选、浓缩而成的学术精

品全文库。 

http://www.rdfyb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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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人大复印报刊数据库主页） 

 

6、龙源电子期刊阅览室 

访问网址：http://sdili.vip.qikan.com/ 

简介：“龙源电子期刊阅览室”是由龙源期刊网根据客户的特点和需求，专门定

制的适合于单位局域网、校园网、图书馆的大型人文类期刊网上阅览室，与纸版

刊物同步发行。人文期刊按照性质的不同分为 9大类别，分别为：时政新闻、经

济法律、管理财经、社科历史、文学文摘、健康生活、文化艺术、科技科普、教

育教学。包含大刊、名刊：《三联生活周刊》、《商界》、《财经》、《文史博览》、《意

林》、《新民周刊》、《南风窗》等。目前有 3000 余种顶级期刊杂志与纸质出版刊

物同步更新。 

 

（3-6，龙源主页） 

http://sdili.vip.qik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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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①通过网址访问。点击网址进入龙源电子阅览室，在校园网 ip 内免

费使用。如需加入个人阅览室储存，可自行注册账户使用。 

            ②通过阅读机扫描二维码下载期刊。龙源期刊的阅读机放置于图书

馆三楼北部的阅览室，通过下载手机云阅 app，扫描二维码即可下载阅览，无需

注册登录。 

 

（3-7，龙源手机端云阅图片） 

 

外文类： 

1、ScienceDirect 

访问网址：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简介：ScienceDirect是全球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www.elsevier.com）的全

文数据库平台，是全世界最大的 STM（科学、科技、医学）全文与书目电子资源

数据库，超过全球核心期刊品种的 25％，包含超过 3,800 种同行评审期刊与

37,000 多本电子书，共有 1,400 余万篇文献。这些文章是来自于权威作者的研

究、著名编辑群管理、并受到来自全球的研究人员的阅读和青睐，如 TheLancet、

Cell、TetrahedronLetters、TheHandbooksinEconomicsSeries 等重要期刊，以

及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等，

皆可在 ScienceDirect 中获得。内容覆盖 23个学科领域。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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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ScienceDirect 数据库主页） 

 

2、EBSCO 数据库 

访问地址：http://search.ebscohost.com/ 

简介：Academic Search Premier（简称 ASP，综合学科参考类全文数据库）是

EBSCO公司的全文数据库，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科学、教育、法律、医学、语

言学、人文、工程技术、工商经济、信息科技、通讯传播、生物科学、教育、 公

共管理、社会科学、历史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法律、军事、文化、健康

卫生医疗、宗教与神学、生物科学、艺术、视觉传达、表演艺术、心理学、哲学、

妇女研究、各国文学等。数据内容：8,617 种刊物之索引及摘要（其中 7509 种

为专家评审 peer-reviewed），4,567 种全文期刊（其中 3816 种为专家评审

peer-reviewed）及 355种非期刊类全文出版物， 如书、专著及会议论文等。 

Business Source Premier（简称 BSP，商管财经类全文数据库）主题范畴：涵

盖商业相关领域之议题，如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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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arch.ebscoh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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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BSCO数据库主页） 

 

3、 Springer 全文期刊 

访问地址：http://link.springer.com/ 

简介：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是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出版集团，通过

SpringerLink 系统提供其学术期刊及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该数据库包括了各

类期刊、丛书、图书、参考工具书以及回溯文档。这些期刊和图书分为 13 个学

科：建筑和设计；行为科学；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商业和经济；化学和材料科

学；计算机科学；地球和环境科学；工程学；人文、社科和法律；数学和统计学；

医学；物理和天文学；计算机职业技术与专业计算机应用。 我校订购了 Springer

电子期刊，读者通过 SpringerLink 平台可以访问、下载 1997 年至今的 1944 种

Springer电子期刊全文。 

 

（3-10，Springer 全文期刊数据库主页）  

 

http://link.sprin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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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Wiley 电子期刊数据库 

访问地址: onlinelibrary.wiley.com 

简介：Wiley Online Library 是最广泛的多学科在线资源平台，提供两个世纪

以来研究成果的无缝集成访问。包括生命科学、健康科学、理工科学、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最具影响力的论文和研究。该平台采纳了来自全球各地用户、出版合

作伙伴和客户的宝贵意见，能够确保满足当今研究人员、作者、专业学协会以及

信息专家的复杂需求。 

WILEY期刊介绍 

出版物涵盖学科范围广泛——包括化学、物理学、工程学、农学、兽医学、食品

科学、医学、护理学、口腔医学、生命科学、心理学、商业、经济学、社会科学、

艺术、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大约 1600 多种期刊，以及很多其它重要的跨学科领域

的期刊。 

出版优质内容——很多重要学科领域中的顶级期刊都来自 Wiley。 

在最新一年的期刊引证报告中，Wiley 的期刊比例又获增长，从 2011 年的 1156

种增加至目前的 1229 种（占 Wiley 出版期刊总数的 75%以上）。其中 11%的期刊

文章来自于 Wiley 出版社，为 154194篇文章。 

278种 Wiley 期刊在所属的 355个学科种排名前 10位，25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在

27个学科中排名第一。 

Wiley 拥有的影响因子持续增加的期刊比例为 60%。 

在全部 242个学科类别中，218个类别收录了 Wiley 期刊。 

注：此次开通期刊中的卷期/文章名称前面会有打开的小锁标识，供读者使用时

方便。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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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Wiley电子期刊数据库主页）  

 

5、ACS 数据库 

访问网址：https://pubs.acs.org/ 

简介：美国化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简称 ACS）成立于 1876 年，

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技学会，全球会员数近 16万。  ACS Publications 数

据库收录了美国化学会出版的所有学术期刊、新闻杂志、试剂手册和图书，文献

总数超过 100万篇，并且每年新增 4万篇。ACS的所有期刊文章和图书章节均经

过同行评审；根据 2018年 6月公布的期刊引用报告（JCR），ACS 已有 49种期刊

被 SCI收录索引，有 38种期刊的被引用量超过 5000，被该报告誉为“化学领域

中被访问次数和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期刊”。  ACS Publications数据库涵盖的学

科领域包括而不限于：物理化学、化学工程、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食品科学、

有机化学、无机与原子能化学、地球化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

晶体学、毒理学、药理学等。 

 

（3-12，ACS数据库主页） 

https://pubs.ac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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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CM 数据库 

地址: http://dl.acm.org/ 

简介：ACM（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创立于 1947 年，是全球

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计算机教育、科研机构。 

ACM 目前提供的服务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会员数超过 9 万名，涵盖工商业，

学术界及政府单位。ACM致力于发展信息技术教育、科研和应用，出版最具权威

和前瞻性的文献，如专业期刊、会议录和新闻快报，并于 1999 年开始提供在线

数据库服务－ACM Digital Library。 

ACM Digital Library 是 ACM数据库的平台，数据库中包括了 ACM 出版的期刊和

会议录等电子版，包括了从 1950 至今所有 ACM 期刊、杂志及有关计算机信息科

技会议文献资料的书目数据，旨在为专业和非专业人士提供了解计算机和信息技

术领域资源的窗口。 

ACM 数据库收录期刊会刊 44 种，杂志 8 种，近 300 个会议、4000 多卷会议录，

其中有 32种期刊被 SCI收录。每年新增全文数据超过 20000篇，实时更新。 

 

（3-13，ACM数据库主页） 

 

7、ASME 数据库 

地址: http://asmedigitalcollection.asme.org/ 

简介：ASME 数据库收录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的绝大多数出版物，其

中包含来自全球机械工程领域学者和从业者的论文、评述、技术报告、专著及行

http://dl.acm.org/
http://asmedigitalcollection.asm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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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的解释指南，全库文章共 16 万篇。ASME 期刊涵盖力学、热力学、机械

工程、制造工程、电气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一年更新 160 多期，目前有

23种被 SCI收录。   

访问内容包括期刊 30 种（1960-present），会议录 1600 多卷（2002-present），

电子书 200多本（1998-present） 

适用领域：机械设计、交通运输、材料加工、热传导、仪器仪表、安全管理、新

型能源、核工程等。 

 

（3-14，ASME数据库主页） 

 

8、IEL 数据库 

地址: http://ieeexplore.ieee.org 

简介：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 IEEE 旗下最完整、最有价值

的在线数字资源，通过智能的检索平台为您提供创新的文献信息。其权威的内容

覆盖了电气电子、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机器人自动化、

人工智能、半导体、纳米技术、机械工程、石油化工、水利水电、能源与核科学

等各种技术领域。 

试用内容： 

Ø  180 余种 IEEE 和 30 余种 IET 期刊与杂志，总数近 500 种（包括过刊及更名

刊）； 

Ø  1 种贝尔实验室技术期刊； 

Ø  每年 1700多种 IEEE会议录和 25多种 IET会议录，总量超过 28000卷； 

Ø  每年 20多种 VDE 会议录，超过 9400篇； 

Ø  3800多份 IEEE标准文档（包括现行标准和存档标准，标准草案需额外订购）； 

Ø  400多万篇全文文档，提供 1988年以后的全文文献，部分历史文献回溯到1872

http://ieeexplore.iee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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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15，IEL数据库主页） 

 

 

9、Emerald 全文期刊库（管理学、工程学） 

地址: www.emeraldinsight.com 

简介：Emerald 于 1967 年由来自世界著名百强商学院之一的布拉德福商学院

（Bradford University Management Center）的学者建立。从出版唯一一本期

刊开始，到至今成为世界管理学期刊最大的出版社之一，Emerald 一直致力于管

理学、图书馆学、工程学专家评审期刊，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出版。 

数据库包括： 

（1）Emerald 管理学全文期刊库（2000-至今） 

包含 281 种专家评审的管理学术期刊，提供最新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 

（2）Emerald 工程学全文期刊库（2000-至今） 

收录 26 种高品质的同行评审工程学期刊，几乎全被 SCI、EI 收录，拥有广泛的

中国读者和作者群。 

（3）Emerald 全文期刊回溯库（第一期第一卷至 2000） 

包含近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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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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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Emerald全文期刊库（管理学、工程学）主页）  

 

 

（四）主要电子图书数据库 

1、易阅通 

访问网址：http://www.cnpereading.com 

简介：“易阅通”（CNPeReading）是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自主开发的

中外文数字资源内容与服务平台，汇聚了来自海内外数千家出版品牌的海量数字

资源。包含中外文图书、教参等。其特点：全学科、高品质、多语种、新书占比

高、文献类型和载体类型丰富。 

涉及学科：语言文学、历史文化、一带一路、天体物理学、理论与应用物理学、

材料科学、化学、生命科学、数学以及跨学科领域等。读者只需在学校内登录易

阅通官方网站 http://www.cnpereading.com 点击“机构已订阅”即可获取试用

资源。同时，可以在易阅通首页“出版物”频道中选择感兴趣的资源进行推荐 

 

（4-1，易阅通主页） 

http://www.cnperea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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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超星系列 

2.1、超星汇雅电子图书  

访问网址：http://pds.sslibrary.com/ 

简介：“超星数字图书馆”（汇雅电子图书）为目前世界最大的中文在线数字图书

馆，提供大量的电子图书资源提供阅读，其中包括文学、经济、计算机等五十余

大类。 

 

（4-2，超星汇雅主页） 

使用说明：电子图书的阅读分“阅览器阅读”、“PDF阅读”两部分，阅览器阅读

需下载安装超星阅览器，在主页最下方，如下图所示 

 

（4-3，超星浏览器截图） 

 

2.2、云舟域空间知识服务系统（学习通） 

访问网址： 

http://passport2.chaoxing.com/login?fid=1414&role=16&refer=http://i.m

ooc.chaoxing.com 

简介：舟知识空间服务平台是由数字空间系统+数字资源+全网络服务平台三大模

块构成。正如传统实体图书馆的馆藏和流通、阅览室服务系统都必须依托图书馆

馆舍空间存在和展开一样，数字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全网络服务平台也需要建设

在数字化空间系统中。云舟是以网络知识空间系统建设为基础，同时建设知识空

http://pds.sslibrary.com/
http://passport2.chaoxing.com/login?fid=1414&role=16&refer=http://i.mooc.chaoxing.com
http://passport2.chaoxing.com/login?fid=1414&role=16&refer=http://i.mooc.chaoxing.com


28 
 

间数字资源专题组织和管理系统和基于社交的全终端服务系统，构建由有线网

PC 端应用系统和移动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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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读者在这个统一空间系统里不仅可以便捷、高效地对图书馆拥有的

资源进行组织、筛选、阅读、学习、保存，还可以通过专题领域和学习圈子等进

行资源转发、分享、评论、笔记等即时的交流互动，为广大师生构建一个自主组

织知识的空间，自由重构知识关系的工具，分享交流知识的社区。 

使用说明：①登录网站用 pc 端访问，(默认密码：123456)点击登录进行修改密

码。 

 

（4-4，云舟 pc 端登录网页） 

②手机 下载“超星”客户端安装，进入登录页面后,点击学号登录，按提示进行

操作，完善信息(默认密码：123456)。 

 

（4-5，云舟手机端二维码） 

需知：我馆已购买超星公司旗下多种产品，电子图书类如汇雅电子书；学术搜索

类如读秀、百链、中文发现系统；移动手机客户端如移动图书馆、云舟（学习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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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书香中国（中文在线） 

访问网址：http://lib.qlu.edu.cn/ 

简介：1、海量正版图书 

汇聚近 300家出版社，包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作家出版社集团

等；每年提供 10 万多种正版电子图书资源。涵盖科普、人文、地理、历史、文

学、史记等 22个类别。 

2、高端名家资源 

2000 多位知名作家，包括巴金、冰心、余秋雨、梁晓声、贾平凹、王小波、刘

震云等。 

3、特色听书内容 

中文在线有声图书馆拥有 3 万多集，500G 以上的独家有声资源和大量优质原创

有声小说资源。签约了大量著名演播艺术家：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姜昆、

李金斗、刘宝瑞、侯宝林等 100多位。 

4、24小时无障碍无边界 

读者可以通过手机、电脑、pad等设备，在教室、宿舍、等任何地点通过网络来

获取开放式数字图书馆的图书、听书等资源。 

5、专属终生私人书房 

每位读者都可以拥有自己专属私人“书房”，保存所有阅读的书籍和读书笔记，

永久保留随时翻阅。 

6、交互悦读社区 

这是一个读者交流的社区，随时分享阅读的收获。 

 

（4-6，中文在线主页） 

使用说明：①通过网站使用数据资源，可注册自己的帐号，建立专属的终生移动

书房。 

          ②可以通过电脑客户端、手机客户端、PAD客户端等多种方式，在线

或下载后使用数字资源，云阅读平台会自动保存使用记录，从实现多终端同步使

http://lib.q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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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7，微书房二维码） 

 

4、畅想之星 

访问网址：http://www.cxstar.com/qlgydx.htm 

简介：畅想之星电子书平台旨在为全国的图书馆读者提供海量的、最新出版的中

文电子书资源，目前平台已经有 500余家出版社机构入驻。目前我校已经开通畅

想之星电子书数据库包含 34万种中文电子书可供读者阅读，涉及全部学科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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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和艺术学十三大门类。  

 

畅想之星电子书支持多平台阅读，读者可通过 PC 登录网页、下载畅想阅读手机

APP及微信扫码等阅读方式。 

 

客户端下载                    微信认证码 

（4-8，畅想之星二维码） 

http://www.cxstar.com/qlgyd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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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题与专业类数据库资源 

1、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访问网址：http://read.ccpp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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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力指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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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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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多万个知识点。 

 

（5-1，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主页）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访问网址：http://www.drcnet.com.cn/ 

简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简称“国研网”）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

管、北京国研网信息有限公司承办，是中国著名的专业性经济信息服务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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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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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性、权威性、前

瞻性、指导性和包容性”为原则，全面汇集、整合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的经济信

息和研究成果，本着建设“精品数据库”的理念，以先进的网络技术和独到的专

业视角，全力打造中国权威的经济研究、决策支持平台，为中国各级政府部门、

研究机构和企业准确把握国内外宏观环境、经济金融运行特征、发展趋势及政策

http://read.ccpph.com.cn/
http://www.drc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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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从而进行管理决策、理论研究、微观操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5-2，国研网主页） 

需知：目前我校订购了《国研网教育版》（含《世经版》）、《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

库》。 

 

3、北大法意 

访问网址：http://www.lawyee.org/user/AutoLoginByIP.asp 

简介：北大法意中国法律资源数据库是高校法学教学、科研和备考的一体化专业

支持服务平台。包含中国法律资源库系统（司法案例库、法律法规库、法学辞典、

法学文献、法学论著、合同范本、法律文书）等模块及栏目。 

北大法意数据库：为法学教学科研提供实务数据支持。注重数据范围全面性、分

类体系专业性、收录来源权威性、检索结果精确性、应用功能实用性和数据更新

及时性、并依托聚类、互动检索和文本分析等创新技术，全面实现法律信息智能

检索、各类型信息间互动互链等全新应用功能，一次解决用户复杂检索需求，便

于用户拓展阅读，更好地学习、理解、利用查询内容。 

法律法规数据库群涵盖大陆法规库、香港法规库、澳门法规库、台湾法规库、外

国法规库、国际条约库、古近代法规库、立法资料库、法规解读库等多个数据库。 

司法案例数据库群涵盖裁判文书库、精品案例库、媒体案例库、古代案例库、劳

动仲裁库、香港案例库、澳门案例库、台湾案例库、国际案例库、外国案例库等

多个数据库。 

合同范本数据库共收录 7000 余部中文合同范本。数据量级在同行业数据库产品

处于领先地位。根据合同类型，将合同分为买卖合同、房地产合同、承揽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租赁合同等 24 个大类，为用户提供更快、更直观的检索，力求

契合各种合同在不同领域和行业中的实际应用效果。 

http://www.lawyee.org/user/AutoLoginByIP.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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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北大法意主页） 

 

4、世界艺术鉴赏库 

访问网址：www.artlib.cn 

简介：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是一个满足互联网+时代全方位艺术鉴赏需求

的产品，定位于为艺术教育提供资源、素材及方法的深度学习数据库。目前收录

十二万幅以上高清图片并处于实时更新状态，涵盖油画、素描、版画、水彩、国

画、书法、壁画、雕塑、篆刻、建筑艺术及其他类型，包含六大模块艺术普及、

艺术故事、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机构、资讯。具有：知识组织系统、内容全面

完整、数据深度标引、超级高清大图、知识点关联、艺术辞典规范等专业特点。 

 

http://www.art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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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世界艺术鉴赏库主页） 

 

（六）网络免费 OA 资源 

  除已正式购买的数字资源外，图书馆还整理了部分常用网络资源。包含期刊论

文、图书、专利、会议论文等。 

 

（6-1，网络资源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