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ꎬ是为学校学科建设、教
学科研和人才培养服务的学术性机构ꎬ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扩展和深入的园地ꎬ是师生开展科学研究和自学最理想的场

所ꎮ
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分为武侯校区图书馆、航空港校区

图书馆(南馆和北馆)ꎮ 收藏有文、史、哲、理、工、农、法、经、
管等本校所有学科专业文献资源ꎬ有大量重点藏书和基本藏

书ꎬ以民族类文献资源为藏书特色ꎬ除纸质文献外ꎬ还有大量

电子文献供读者使用ꎮ
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学术的殿堂、思想的源泉、智慧的

海洋! 它被赋予不少赞誉:“人类一切精神财富的宝山”、“开
发智力资源的宝山”、“培养人才的摇篮”这些赞誉不是

文学夸张ꎬ而是对图书馆的真实评价ꎮ
图书馆是所有读者的良师益友ꎬ对需要不同、爱好各异

的读者都一视同仁ꎬ无私奉献ꎮ 无论您来自何处ꎬ无论您是

教授还是讲师、助教ꎬ是博士还是硕士、学士ꎬ还是预科ꎬ都是

我们的读者ꎻ无论您是来馆读书、上网ꎬ还是备课、研究ꎬ您都

是在从事获取知识、运用知识、传播知识的神圣工作ꎮ 图书

馆一定能为您的学业和事业添砖加瓦!
一些读者朋友ꎬ特别是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对怎样利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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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不熟悉ꎬ不了解ꎬ不能充分利用图书馆ꎮ 针对这种情况ꎬ
作为图书馆工作者ꎬ我们有责任向广大读者介绍图书馆的一

些基本知识ꎬ帮助读者尽快了解、学会利用图书馆ꎮ
由于信息资源发展迅速ꎬ图书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ꎮ 虽

然在编写过程中认真斟酌ꎬ并广泛参阅有关文献ꎬ但由于编

者水平有限ꎬ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ꎬ敬请专家学者和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ꎮ
梁任公有言:“学术者ꎬ天下之公器也!”张元济先生有

言:“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敬请广大读者常进本馆ꎬ多读好

书!

编　 者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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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概况

一、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概况

西南民族大学大学图书馆始建于 １９５１ 年ꎬ是我国最早

建成的民族高校图书馆之一ꎮ １９５２ 年院系调整ꎬ将原基督教

建立华西大学社会学系全部图书资料和国立四川大学社会

学系部分图书资料划归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ꎬ使新建的图书

馆藏书得以充实ꎮ 并初步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藏书体系ꎮ
１９５６ 年ꎬ图书馆随学校迁入武侯校区ꎮ １９８６ 年 ７０００ 多

平方米的新馆落成ꎬ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亲自为图书馆提

名ꎮ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航空港校区 １６５００ 平方米图书馆建成实现

了集、藏、借、阅、咨一体化全开放管理模式ꎬ文献资源包含

文、史、哲、理、工、农、医、经、管、法等学科门类ꎮ ２００７ 年ꎬ航
空港校区 ２４０００ 平方米的北馆落成ꎬ至此ꎬ西南民族大学图

书馆馆舍总面积达 ５００００ 平方米ꎮ
图书馆馆藏文献总量达 ９８０ 余万册(含电子文献)ꎬ中外

文纸质图书 ３３８. ４ 万册ꎬ年度新增纸质图书 ９ 万余册ꎬ纸质报

刊近 ２０００ 种ꎬ电子图书 ４００２０ＧＢꎮ 馆藏图书文献中ꎬ民族类

及相关图书文献达 ３０ 余万册ꎬ馆藏古籍文献 ２. ６ 万余册ꎬ其
中善本 ２００ 余种ꎬ２５００ 余册ꎻ明刻本 ２５ 种ꎬ３６５ 册ꎮ 民国文献

２００００ 余册ꎮ 此外ꎬ还有部分旧地图及手稿等ꎮ 位于航空港

校区南馆三楼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研究中心ꎬ藏有藏、彝、纳
西、傣、水、柯尔克孜、白、侗、羌等 ２０ 多种少数民族的各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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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献 ５００００ 余(函)册ꎮ 电子资源建设方面ꎬ购置了 ９０ 个

国内外文献数据库ꎬ自建了 １３ 个特色数据库ꎮ 其中自建的

«羌族文献数据库»获得中国高等教育文献学保障系统(ＣＡ￣
ＬＩＳ)三期专题特色数据库重点项目立项和国家民委科研项

目立项ꎮ
图书馆还开通了通移动图书馆系统和 ＬＩＢＳＹＳ 汇文文献

信息服务系统等ꎬ为师生提供图书自助阅读、下载、借还、打
印复印、电子图书免费借阅等服务ꎮ 同时ꎬ数字化智能化建

设成绩突出:已全面启用了手机移动图书馆系统、ＲＦＩＤ 图书

自助借还系统、虚拟图书馆知晓系统、自助复印打印扫描系

统、电子图书借阅机、数字留声机等ꎬ购置了 ＫＩＮＤＬＥ 电子书

电子文献终端ꎬ为学生免费借阅 Ｋｉｎｄｌｅ 等电子图书ꎬ推动文

献阅读的泛在化ꎮ 目前正在实施智慧图书馆建设项目ꎮ
学校图书馆是四川省首批重点古籍保护单位ꎬ实行严格

的古籍保护措施ꎬ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ꎮ 本馆与四川省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合作ꎬ建有四川省方志库本校分库ꎮ 图书馆参

与了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文献保障共建共享系统(第三期

Ｃａｌｉｓ 共建共享系统)ꎬ与国家民委其它院校图书馆建立了民

族文献共建共享建设系统ꎬ与中科院、湖南大学、四川大学及

其它高校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ＮＳＴＬ)中国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ＣＡＳＨＬ)等机构建立了馆际互借及

文献传递服务关系ꎮ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ꎬ馆藏图书文献数量不断增加ꎬ质量

不断提高ꎬ特色日益突出ꎮ 为学校的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和

人才培养提供了文献保障ꎬ并成为西部民族地区重要的咨询

基地和文献中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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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文献分布及服务方式

二、图书馆文献分布及服务方式

　 武侯校区图书馆

馆藏地 馆藏文献 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服务时间

一
楼

总服务台 所有读者
读者咨询
借还图书

８３０ － ２２３０

流通书库

Ａ 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 义、 毛 泽 东 思
想、邓小平理论

Ｄ 政治 法律

所有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００

电　 子
阅览室

大量电子文献(全文
图书、期刊) 和网络
信息资源

所有读者
使用一卡通
上机

８３０ － ２２３０

学　 生
阅览室

所有读者 自习 ７３０ － ２２３０

二
楼

流通书库
Ｇ 文化、科学、教育、

体育
Ｈ 语言、文字

所有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００

现期期刊
阅览室

最新期刊
本校学位论文

所有读者
开架 查 阅ꎬ
不外 借ꎬ 内
设复印点

８３０ － ２２３０

古籍
阅览室

普通古籍和善本古
籍书近代文献ꎮ

教 师、 研
究 生、 高
年级学生

闭架 查 阅ꎬ
不外 借ꎬ 其
中仅有部分
古籍文献可
复印

周一 ~ 周五
８３０ － 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 － １８００

三
楼

流通书库 Ｉ 文学 所有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００

学生
阅览室

所有读者 自习 ７３０ － ２２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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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地 馆藏文献 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服务时间

民族文献
阅览室

汉文版民族文献和
少数民族文字(主要
有藏文、彝文、哈萨
克文、维吾尔文) 各
学科文献ꎬ民族学博
士点相关文献

所有读者
开架 查 阅ꎬ
不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３０

四
楼

流通书库 Ｆ 经济 所有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００

综　 合
阅览室

工具书ꎬ学术丛书ꎬ
重印民国版图书

所有读者
开架 查 阅ꎬ
不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３０

地方志
阅览室

云贵川等省应志 所有读者
开架 查 阅ꎬ
不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３０

五楼 流通书库
Ｊ 艺术
Ｋ 历史 地理

所有
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００

六楼 流通书库
Ｔ 工业技术
(含计算机)

所有
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００

七楼 流通书库
Ｂ 哲学 宗教
Ｏ 数理科学与化学

所有
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００

八楼 流通书库

Ｃ 社会科学总论
Ｅ 军事
Ｎ 自然科学总论
Ｐ 天文学 地球科学
Ｑ 生物科学
Ｒ 医药 卫生
Ｓ 农业科学
Ｕ 交通运输
Ｖ 航空 航天
Ｘ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Ｚ 综合性图书

所有
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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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港校区图书馆

馆藏地 馆藏文献 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服务时间

北
馆
图
书
借
阅
区

一
楼

总服务台 所有读者
读者咨询
借还图书

８３０ － ２２１０

电　 子
阅览室

大量电子文献(全文图书、
期刊)和网络信息资源

所有读者
使用一卡
通上机

１４００ －２２１０

二
楼
书
库

平层

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Ｃ 社会科学总论
Ｄ 政治法律　 Ｅ 军事

所有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１０

夹层 Ｂ 哲学、宗教　 Ｆ 经济 所有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１０
学生阅
览室(圆
弧区)

所有读者 自习 ７３０ － ２２１０

三
楼
书
库

平层 Ｉ 文学 所有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１０

夹层
Ｇ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Ｈ 语言、文字

所有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１０

学生阅
览室(圆
弧区)

所有读者 自习 ７３０ － ２２１０

四
楼

书库
(平层)

Ｊ 艺术　 Ｋ 历史地理　 Ｎ 自
然科学总论 　 Ｏ 数理科学
和化学　 Ｐ 天文学、地球科
学　 Ｑ 生物科学 　 Ｒ 医药
卫生　 Ｓ 农业科学　 Ｔ 工业
技术 　 Ｕ 交通运输 　 Ｖ 航
空、航天 　 Ｘ 环境科学、安
全科学　 Ｚ 综合性图书

所有读者 开架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１０

工具书、
特藏书、
民族文字
阅 览 室
(圆弧区)

工具书、特藏书、民族文字
所 有
读者

开架查阅ꎬ
民族文
字图书
可外借

８３０ － ２２１０

南
馆
图
书
阅
览
区

二楼报刊
阅览区

最新期刊、报纸和过期期刊 所有读者
开架查阅ꎬ
不外借

１４００ －２２１０

三楼民族
文献中心

藏文、彝文、其它少数民族
文字文献

四楼备用
书库

各类图书 不开架

五楼基藏
书库

各类图书、报纸合订本 所有读者
开架查阅ꎬ
不外借

周一至周五
８３０ －１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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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入图书馆途径及借阅图书方法

　 怎样进入图书馆主页

根据读者自己网络的不同ꎬ访问图书馆主页的方法也就

不同ꎬ图书馆推荐读者使用 ＩＥ 进行访问ꎮ
教育网用户进入方法:
１、直接在 ＩＥ 栏输入:ｈｔｔｐ: / / ｌｉｂ. ｓｗｕｎ. ｅｄｕ. ｃｎ
２、打开学校主页ꎬ点击主页栏目“信息服务”ꎬ选择“图书

馆系统”点击进入ꎮ
学校 ＩＰ 内教育网用户不需要输入任何用户名和密码ꎮ
非教育网用户(电信宽带、联通宽带等等)进入方法:
请从学校主页右下侧“校内链接栏”点击“校内系统校外

访问通道”或图书馆首页的“登陆方式”进入ꎬ两种登录均需

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教职工用户名和初始密码为一卡通编

号ꎬ记住编号要包括前面四个 ０ꎻ学生用户名和初始密码为学

号ꎮ 在图书馆借阅图书密码也可登录如用户名或密码有问

题ꎬ可到图书馆办公室查询或到图书馆一楼大厅总台重置)ꎬ
通过系统验证ꎬ即可正常访问图书馆电子资源ꎮ 由于远程访

问有并发数的限制ꎬ如有掉线ꎬ请重新登录ꎬ方法同前ꎮ
若有疑问ꎬ请联系图书馆技术服务部ꎬ电话:８５７０９９８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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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图书馆途径及借阅图书方法

　 怎样查询馆藏目录

“图书馆目录”是揭示藏书、宣传藏书、辅导阅读ꎬ供读者

检索的工具ꎬ读者可利用图书馆大厅的书目检查询系统或通

过移动图书馆进行检索ꎮ
图书馆书目检索查询系统可实现对馆藏书刊目录信息

的快速查询ꎮ 可通过西南民族大学主页ꎬ再访问我馆主页ꎬ
或直接访问我馆主页(ｈｔｔｐ: / / ｌｉｂ ｓｗｕｎ ｅｄｕ ｃｎ)ꎬ点击“馆藏

书目查询”ꎬ即显示“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ꎮ
书目检索系统分为:简单检索和多字段检索两种ꎮ
(一)简单检索:
１ 请选择文献类型ꎬ有“所有书刊、中文图书、西文图书、

中文期刊和西文期刊”五种ꎬ点击要查询的文献类型ꎮ
２ 请选择查询类型ꎬ点击三角形ꎬ显示出“题名、作者、主

题词、索书号、出版社、ＩＳＢＮ / ＩＳＳＮ 号、订购号、分类号和丛书

号、题目拼音、责任者拼音”十一种查询类型ꎬ点击所选择的

查询类型ꎮ
３ 请输入查询内容:输入查询类型对应的已知查询内容ꎬ

即检索词ꎮ 如已选择查询类型为“题名”ꎬ要查询«信息检索与

利用»一书的有关信息ꎬ可输入已知题名的“信息检索”ꎬ或输

入题名:“信息检索与利用”ꎬ并选择查询模式:“前方一致”或
“任意匹配”ꎬ再点击“确定”ꎬ即显示所检索的书目信息ꎮ

(二)多字段检索

１ 选择“语种类别”及“文献类型”ꎮ
２ 查询内容有“题名、责任者、丛书名、主题词、出版社、

ＩＳＢＮ / ＩＳＳＮ 号、索书号和起始年代”八种类型ꎬ输入一项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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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查询内容(输入查询内容的类型越多ꎬ所检索的书目信息

范围越小)ꎬ点击“开始查询”ꎬ即显示所检索的书目信息ꎮ

　 ＲＦＩＤ 图书自助借还系统

ＲＦＩＤ 图书自助借还系统取代了以往的人工借还ꎬ它的

出现是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史上的又一大技术革新ꎮ 它将

图书借还工作化繁为简ꎬ为读者提供了诸多便利ꎮ 那么ꎬ如
何使用它呢?

借阅

１ 点击“借书”按钮ꎬ将一卡通放在读卡区域ꎬ输入正确

密码ꎮ (学生初始密码为学号ꎬ教师初始密码为证件号ꎬ建议

修改初始密码)ꎮ
２ 输入需要借阅的图书册数ꎬ将图书书脊朝下放入书盒

中ꎮ
３ 若读取图书数量与放入数量相符ꎬ点击“确认”按钮

进入结果界面ꎬ提示需借阅的图书是否成功(在此之前请勿

移动图书)ꎮ 借书结束后选择“退出”ꎮ
４ 若读取图书错误或读到图书数量与放入数量不符ꎬ请

按系统提示重新放置图书或图书位置稍作挪动ꎬ点击“确定”
按钮后系统重新读取图书信息ꎬ并重新进行借书操作ꎮ

归还

１ 请将需归还的图书放入书盒ꎬ点击“还书”按钮ꎬ若读取

图书数量与放入数量相符ꎬ点击“确认”按钮进入结果界面ꎬ提
示需归还的图书是否成功(此操作不需要使用一卡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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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完成图书归还操作后ꎬ请将图书放到旁边的推车内ꎮ
续借

１ 点击“续借”按钮ꎬ将一卡通放在读卡区ꎬ输入正确密

码ꎮ (续借的图书不用带入图书馆)
２ 进入续借界面ꎬ选中要续借的图书前复选框ꎬ点击“确

认续借”ꎮ
３ 续借结束后选择退出并带走一卡通ꎮ
借阅查询

点击“借阅查询”按钮ꎬ将一卡通放在读卡区ꎬ输入正确

密码后进入借阅查询ꎮ 出现的页面显示的即为读者借阅的

全部书籍ꎬ其中红色部分为已到期图书ꎮ
提醒:
１ 当一卡通丢失后ꎬ如果没有在图书馆办理挂失ꎬ或已

在网管中心补办了新卡而未在图书馆开通新卡ꎬ那么原先的

卡还是可以执行借阅功能ꎮ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ꎬ当一卡

通丢失后ꎬ请同学们一定要及时到图书馆服务总台或网上图

书馆办理挂失ꎮ
２ 在自动借还书机前排队等候时ꎬ为了避免机器读到不

属于你前面同学借阅的书籍ꎬ造成你要借阅的书被别人误

借ꎬ请同学们一定要自觉站在借还书机的黄线外排队等候ꎮ
如果在自动借还书系统成功借书后ꎬ但在离馆时警报器

响起ꎬ那么说明存在借阅失败的图书ꎬ可回到自助借还书机

前把书还了再借ꎮ 如果多次经过门禁处报警器依旧响起ꎬ可
到一楼服务总台请老师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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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图书馆

访问地址:ｈｔｔｐ: / / ｍ. ５ｒｅａｄ. ｃｏｍ / １４８ꎬ或在 Ａｐｐ Ｓｔｏｒｅ 及安

卓市场下载移动图书馆客户端即可ꎮ
二维码:

使用说明:
１、登陆:
在任意弹出登陆页面ꎬ使用读者证号和读者密码即可登

陆ꎻ同时支持手机随机密码登陆ꎬ根据接收到的短信密码进

行登陆(适用于临时登陆用户ꎬ无法查看馆藏借阅信息)ꎮ
２、版块:
馆藏查询

通过关键字检索我校馆藏信息ꎬ实现热门书刊预约ꎮ
学术资源

通过统一检索访问我校电子资源ꎮ 支持文本、图片方式

在线阅读ꎮ 支持通过手机下载到电脑ꎮ
我的订阅

个性化订阅网络热门书刊、杂志、报纸、信息资讯ꎮ
个人中心

查询书刊借还情况ꎬ支持续借等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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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书馆电子资源

　 Ａｒｔｌｉｂ 世界艺术鉴赏库

“Ａｒｔｌｉｂ 世界艺术鉴赏库”它是一个满足互联网 ＋ 时代全

方位艺术鉴赏需求的产品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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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目前收录四万多幅高清图片

并处于实时更新状态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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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包含六大模块故

事、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机构、资讯、百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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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ＣＮＫＩ 博硕士论文库

ＣＮＫＩ 博硕士论文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

量、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ꎬ１９９９
年至今ꎬ累积博士论文文献 ９ 万多篇ꎬ硕士学位论文文献 ７２
万多篇ꎮ 产品分为十大专辑:理工 Ａ、理工 Ｂ、理工 Ｃ、农业、
医药卫生、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
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经济与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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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ＮＫＩ 国内外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国内外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文献是由国内外会

议主办单位或论文汇编单位书面授权并推荐出版的重要会

议论文ꎮ 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辑出版的

国家级连续电子出版物专辑ꎮ

　 ＣＮＫＩ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

ＣＮＫＩ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是传统工具书的数字化

集成整合ꎬ按学科分 １０ 大专辑 １６８ 个专题ꎬ不但保留了纸本

工具书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内容特色ꎻ而且配置了强大的全

文检索系统ꎬ大大突破了传统工具书在检索方面的局限性ꎻ
同时通过超文本技术建立了知识之间的链接和相关条目之

间的跳转阅读ꎬ使读者在一个平台上能够非常方便的获取分

散在不同工具书里的、具有相关性的知识信息ꎮ

　 ＣＮＫＩ 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ＣＳＹＤ)

«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是一个集统计数据资

源整合、多维度统计指标快捷检索、数据深度挖掘分析及决

策支持研究等功能于一体的汇集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

统计数据的大型统计资料数据库ꎬ文献资源覆盖了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 ３２ 个领域 /行业ꎬ囊括了我国所有中央级、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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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主要地市级统计年鉴和各类统计资料(普查资料、调查

资料、历史统计资料汇编等)ꎬ并实时出版了国家统计局及各

部委最新经济运行数据进度指标 １６８３０ 个、国民经济行业运

行指标 ５８１１０ 个ꎮ
«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通过与中国统计出版

社及各统计年鉴编辑单位合作ꎬ依托同方知网的网络出版平

台ꎬ将中国境内的权威统计年鉴(资料)进行大规模数字化和

整合出版ꎬ不仅集成了普通电子数据库的主要优点ꎬ每个统

计报表还提供 Ｅｘｃｅｌ 格式下载ꎬ让统计数据的利用发挥到最

大的效益ꎻ更重要的是ꎬ它贴近社科类(尤其是经济类)用户

的实际使用需求ꎬ基于数据挖掘分析技术 ＩＤＭＥＴＭ(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ꎬ针对用户的研究和决策课

题ꎬ提供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数据分析服务(仅限在线远程服

务)ꎮ

　 ＣＮＫＩ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ＣＮＫＩ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连续更

新的动态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ꎮ 内容覆盖基本国情、地理历

史、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事

业、医疗卫生、社会生活、人物、统计资料、文件标准与法律法

规等各个领域ꎮ

　 ＣＮＫＩ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

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ꎬ积累全文文献 ８００ 万篇ꎬ题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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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１５００ 余万条ꎬ分九大专辑ꎬ１２６ 个专题文献数据库ꎮ

　 ＣＮＫＩ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ＣＮＫＩ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收录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国

国内重要报纸刊载的学术性、资料性文献的连续动态更新的

数据库ꎮ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累积报纸全文文献 １０００ 多万篇ꎮ

　 ＣＲＳ 核心论文库

ＣＲＳ 核心论文库为用户提供核心体系内ꎬ从发现热点资

源、筛选优质资源到获取论文的一站式服务ꎮ 重点遴选权威

核心期刊收录体系(ＳＣＩ － Ｅ、ＳＳＣＩ、Ａ＆ＨＣＩ、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Ｉ
等)中开放获取论文版本ꎬ对资源的学科门类分为人文社科

类、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综合类 ６ 个大类ꎬ为用户推荐权

威体系中最热、最新可直接获取全文的论文信息ꎬ是目前整

合核心体系可下载合法版权论文资源覆盖率最高的核心论

文库ꎮ
ＣＲＳ 核心论文库特点:１、提供论文研究领域相关作者、

研究机构等ꎻ２、提供期刊评价信息ꎮ 主要从期刊最新年的

ＪＣＲ 影响因子、ＳＪＲ 期刊声望值、中科院分区等评价指标从期

刊角度评价资源质量ꎮ ３、参考文献追踪信息:对资源的参考

文献同样回溯ꎬ追踪到论文版本ꎬ可直接下载获取ꎮ

４１



图书馆电子资源

　 ＥＢＭ 外文数字图书馆

本数据库目前是提供 ２００ 多个出版社和近万个网络出

版者近 ３０ 万册在线电子图书ꎬ每月增加约 ２０００ － ３０００ 册ꎮ
覆盖所有主题范畴ꎬ约 ９０％ 的书籍是面向大学程度的读者ꎮ
大多数 ＥＢＭ － Ｌｉｂｒａｒｙ 的电子图书内容新颖ꎬ近 ９０％ 的电子

图书是 １９９８ 年后出版的ꎮ

　 ＥＢＳＣＯ 检索平台(ＡＳＣ ＋ ＢＳＣ)

ＡＳＣ: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是世界上最有价值、最
全面的学术型多学科全文数据库ꎬ全文收录了超过 ８ꎬ５００ 种

期刊ꎬ包括 ７ꎬ３００ 多种同行评审期刊ꎮ 此外提供了超过 １２ꎬ
５００ 种期刊和总计超过 １３ꎬ２００ 种包括专题论文、报告、会议

记录等出版物在内的出版物的索引和摘要ꎬ可回溯到 １８８７
年至今的 ＰＤＦ 文件(绝大部分全文标题都采用原生可搜索

ＰＤＦ 格式)ꎬ以及 １ꎬ４００ 多种期刊的可搜索参考文献ꎮ ＢＳ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是世界权威的学术类商业数据库ꎬ
也是书目和全文内容的很有价值的汇总资源ꎮ 作为此数据

库提供的全面收录的一部分ꎬ它含有最早可追溯到 １８８６ 年

的最重要学术类商业期刊的索引和摘要ꎮ 此外ꎬ还收录有 １ꎬ
３００ 多种期刊的可检索参考文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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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ＥＶ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数据库是由爱思唯尔公司出版的ꎬ目前全

球最全面的工程领域二次文献数据库ꎬ涵盖一系列工程、应
用科学领域高品质的文献资源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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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每年收录超过 ３６００ 种期刊ꎬ４１００ 条会议录

和行业杂志ꎮ 在线内容收录年代 １９６９ 年至今ꎮ

　 Ｅｍｅｒａｌｄ 全文回溯期刊数据库

Ｅｍｅｒａｌｄ(爱墨瑞得)出版社同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合

作ꎬ将 Ｅｍｅｒａｌｄ 出版的所有期刊进行了电子化ꎮ 本库包含 １７８
种全文期刊ꎬ超过 １１ 万篇的全文内容ꎬ涉及会计、金融与法

律、人力资源、管理科学与政策、商业管理、图书馆情报学、信
息科学、材料学及工程学等领域ꎮ 所有期刊均回溯至第一期

第一卷ꎬ最早可以回溯到 １８９８ 年ꎮ

　 ｅ 线图情全文数据库

ｅ 线图情是雷速公司 ２００２ 年创办的我国图情行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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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方位、综合性的互联网专业学术交流平台ꎬ下设行业聚

焦、风云人物、国际动态、专题 ｅ 线博客、ｅ 线论坛等 ３０ 个栏

目ꎮ 目前ꎬｅ 线图情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图书馆界了解世界图

书馆事业最新理论、最新技术、最新产品和最新实践的发展

状况和趋势ꎬ与世界图书馆事业高端保持同步ꎬ促进我国图

书馆事业的发展的重要平台ꎮ

　 ＦｉＦ 外语学习资源库

ＦｉＦ 外语学习资源库荟萃中外权威专家学者ꎬ集合全球

层面优质资源ꎬ形成以多媒体课程为核心ꎬ音视频、图书、多
媒体课件及水平测试为辅助的 ８ 大外语学习模块ꎬ构建一个

知识体系严谨完备、内容资源权威精品、契合语言学习规律

及自主学习特点的富媒体、多语种的外语自主学习资源库ꎮ
建议广大用户使用非 ＩＥ 内核浏览器访问此模块资源ꎮ

　 ＨｅｉｎＯｎｌｉｎｅ 法律全文数据库

ＨｅｉｎＯｎｌｉｎｅ 法律数据库现有近 ２１００ 多种法学期刊ꎬ２８７６
卷国际法领域权威巨著ꎬ１０００００ 多个案例ꎬ３０００ 多部精品法

学学术专著ꎮ 共包括 ２５ 个子库:１、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法学

期刊库ꎮ 本库包含近 ２１００ 余种法律和法律相关期刊ꎮ 绝大

部分期刊的收录从创刊号开始直到当前期次ꎮ ２、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欧洲少数民族事物中心文库ꎬ提供

ＦＣＭＩ(欧洲少数民族事务中心)的关于欧洲少数民族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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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的研究报告ꎮ ３、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美国联邦纪事

文库ꎬ本库中的联邦纪事文库覆盖全面ꎬ收录其中的文献最

早发表于 １９３６ 年ꎮ ４、Ｃｏｄｅ ｏｆ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美国联邦法

典文库ꎬ覆盖非常全面ꎬ收录的文献最早是从 １９３８ 年开始

的ꎮ ５、Ｌｅｇ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法学精品文库ꎬ本库收录了来自历史上

最著名的法律专家们的近 ３０００ 部精品法学学术专著ꎮ ６、Ｕ.
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美国联邦立法史文库ꎬ本
库除了收录联邦政府印刷所和私人出版社出版的邦立法史

文献ꎬ还包含建立在 Ｎａｎｃ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 的获奖作品基础之上的一

个独一无二的检索工具ꎬ以及立法史汇编的原始资料ꎮ ７、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条约 /协定文库ꎬｅｉｎＯｎｌｉｎｅ 条

约和协定文库包含美国所有的条约ꎬ不论是现行的、废止的

还是未经官方正式公布的统一收录其中ꎮ ８、Ｕ. Ｓ.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美国司法部意见书文库ꎬ本库收集的是美国

司法部官方意见书ꎬ包括美国司法部官方意见书和美国司法

部法律咨询办公室的咨询建议书ꎮ ９、Ｆｏｒｅｉｇ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国际法数据库ꎬ通过国际法数据库ꎬ
研究者可以方便地在线检索或浏览一些世界上最珍贵的国

际法出版物ꎬ如覆盖全面的美国国际法出版物、世界各国的

年鉴、海牙国际永久法庭判决系列以及其他著名出版社的出

版物ꎮ １０、Ｕ. 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美国总统事务文库ꎬ美国

总统事务文库包含以下这些文章:总统演说辞及文集ꎬ总统

公报ꎬ联邦规章法典标题 ３(总统文件)ꎬ总统文献周报ꎬ以及

其他与总统相关的文献ꎮ １１、Ｕ. Ｓ.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ａｔ Ｌａｒｇｅ 美国法令

全书文库ꎬ本库中收录的法令全书覆盖全面ꎬ多重浏览及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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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功能使得网络版数据库的价值远远高于印刷版ꎮ １２、Ｕ. Ｓ.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美国最高法院文库ꎬ美国最高法院文库

在普通法国家中ꎬ判例及判例查询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ꎮ １３、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ｗ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美国法律图书馆

协会文库ꎬ展示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出版的相关期刊和年度

会议文献ꎮ １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Ｓｃｈｏｏｌｓ 美国法学

院协会文库ꎬ提供美国法学院协会出版的相关期刊和自 １９００
年来的年度会议文献ꎮ 包括法学教育和诊所式法学教育的

期刊ꎮ １５、Ｅｎｇｌｉｓ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 英国报告文库ꎬ是案例文库ꎬ页面以

图像格式为基础ꎬ再现了原始报告的再版版本(包含 １０００００
多个案例)ꎬ与索引、图表一起构成了本库的主要内容ꎮ １６、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Ｐａｔｅｎｔ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专利审查程序手册文

库ꎬ提供了美国专利和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审查员、申请人、律
师、代理人ꎬ于起诉之前的工作的程序参考ꎮ １７、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ｏｄｅ 美国法典文库ꎬ自 １９２５ 年以来美国官方出版的各个版

本的美国法典ꎬ为每六年出版一次ꎮ １８、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加拿大最高法院报告文库ꎬ本库包括加拿大最

高法院 ９ꎬ４００ 多个案例ꎬ其中包括背景资料ꎬ法规和规章ꎬ作
者引用的分析和决策ꎮ １９、Ｅａｒ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ｓｅ Ｌａｗ 早期美

国判例法文库ꎬ包含整个联邦案例系列丛书(１８９４ － １８９７)ꎬ
其中包含超过 ２００００ 例案例ꎮ ２０、Ｐｅｎｔａｇｏｎ Ｐａｐｅｒｓ 美国国防

部官方文件文库ꎬ这些“五角大楼文件”是美国国防部ꎬ美国

政治军事从 １９４５ 年到 １９６７ 年介入越南关系的历史官方文

件ꎮ ２１、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 加拿大法规修订文库ꎬ近
４８０００ 页完整的覆盖所有六个从官方印刷卷修订的加拿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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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ꎮ ２２、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王国法令集ꎮ ２３、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Ｌａｗ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法律图书馆库的管理和技

术趋势ꎮ ２４、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世界宪法文库ꎬ该
文库首批推出的包括 ８００ 多种有关宪法、宪法史和法学及政

治经济学史的经典图书ꎮ ２５、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 美国外交关系文库ꎬ世界第一个唯一全面搜集

关于美国主要外交政策及重大外事活动的在线文库ꎮ

　 ＨＫＭＯ(港澳博硕)优秀学术全文资源库

ＨＫＭＯ 优秀学术全文资源库内容为港澳地区著名院校

的优秀博硕论文ꎬ全部为港澳名校的优秀学科ꎮ 涉猎的内容

涵盖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和地质学、建筑学、
信息与电子科学类、工程学、心理学、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类、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法学、文学、管理学、社
会学等等数十门学科ꎬ所有文献均以全文再现ꎬ保持原版原

貌ꎬ其中不乏一些名家、学者的手稿ꎮ 全面地展现了港澳地

区的学术成就ꎬ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考依据ꎮ

　 ＩＥＬ 数据库

ＩＥＥ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ꎬ是
一家拥有全球近 １７５ 个国家 ４００ꎬ０００ 多名会员的非营利性

科技学会ꎮ 其权威领域覆盖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生物医

学工程、电力、半导体和消费者电子等ꎮ ＩＥＬ 数据库( ＩＥＥＥ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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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是 ＩＥＥＥ 旗下最完整的在线数据资源ꎬ
它提供了当今世界在电气工程、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

中ꎬ近三分之一的文献ꎮ ＩＥＬ 数据库内容包含:１７０ 种 ＩＥＥＥ
的期刊、会刊与杂志(最早回溯到 １８７２ 年)ꎻ２０ 多种 ＩＥＴ 的期

刊ꎬ１ 种 ＢＬＴＪ 期刊(贝尔实验室期刊)ꎬ每年超过 １４００ 种

ＩＥＥＥ 的会议录、 ２０ 多种 ＩＥＴ / ＶＤＥ 会议录ꎬ超过 ２ꎬ６００ 种

ＩＥＥＥ 现行、存档标准所有文献的 Ｉｎｓｐｅｃ 索引目录ꎮ

　 ＩＯＰ(英国物理学会)数据库

英国物理学会为 ＩＯＰ 出版机构ꎬ出版全球多个知名的学

术机构期刊文献ꎬ现 ＩＯＰ 向我校开放 ６８ 种电子期刊ꎬ其中 ６３
种被 ＳＣＩ 收录ꎬ６０ 种有影响因子ꎮ 学科内容十分丰富ꎬ包括:
应用物理ꎬ计算机科学ꎬ凝聚态和材料科学ꎬ物理总论ꎬ高能

和核能物理ꎬ数学和应用数学、数学物理ꎬ测量科学和传感

器ꎬ医学和生物学ꎬ光学、原子和分子物理ꎬ物理教育学ꎬ等离

子物理等ꎮ

　 ＫＵＫＥ 数字音乐图书馆

库客(ＫＵＫＥ)数字音乐图书馆(ｗ. ｋｕｋｅ. ｃｏｍ)是国内唯

一一家专注于非流行音乐发展的数字音乐图书馆ꎬ拥有 Ｎａｘ￣
ｏｓ、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 等国际著名唱片公司授权ꎮ 资源涵盖古典音

乐音频资源、视频资源、有声读物、剧院直播四个栏目ꎮ 音频

资源:汇聚了从中世纪到近现代 ９０００ 多位艺术家、１００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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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的音乐作品ꎬ总计 １２０ 多万首曲目ꎬ以及中国、美国、西
班牙、伊朗、南非等多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音乐ꎮ
２０１６ 年最新上架的 ７０ 万首单曲ꎬ囊括了古典音乐各个时期

多位艺术大师的经典之作ꎬ汇集了多位演奏 /演唱 /指挥大师

的经典演绎ꎮ 其中最闪耀的厂牌就是 ＥＭＩꎮ 还有大量轻音

乐、经典流行曲、世界民族民间音乐、爵士音乐等不同风格的

专辑ꎮ
库客视频:包含 １１ 个类别ꎬ分别是大型歌剧、舞蹈、音乐会、
纪录片、音乐之旅、特色电影、艺术、戏剧等经典视频资源ꎮ
有声读物:由英国 ＢＢＣ 和美国 ＡＢＣ 主持人配乐朗读经典文

学作品的网上在线有声读物ꎬ纯真英文发音ꎬ优美的配乐ꎬ飘
逸灵动ꎮ 是大家练习英语发音的好去处ꎮ
库客剧院:是国内第一家专注于打造各类艺术性演出的网络

直播平台ꎬ通过该平台可在线欣赏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

地区各大剧场举办的音乐会、话剧、歌剧、戏曲、芭蕾等高水

平的艺术演出直播ꎮ 校内如需下载音频ꎬ请输入: 下载账号

１:ｓｗｕｎ１ 密码:ｓｗｕｎ１ 下载账号 ２: ｓｗｕｎｌｉｂ０１ 密码:ｓｗｕｎｌｉｂ０１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教育学期刊全文数据库)

　 　 该数据库提供教育学、及相关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等重

要的期刊ꎬ收录了自 １９８８ 年以来 １ꎬ ４４３ 多种学术期刊(其中

包括 １ꎬ ０００ 多种全文刊ꎬ４１１ 多种有影响因子)ꎬ 大多被美国

教育研究信息中心 ＥＲＩＣ 数据库所收录ꎬ并提供全球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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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７ꎬ ９００ 多篇博硕论文全文ꎮ
主题领域:教育学领域的各个方面ꎬ包括儿童教育ꎬ基础

教育ꎬ中学教育ꎬ高等教育ꎬ职业教育ꎬ英语、物理、化学、历史

等学科教育ꎬ教育技术、教育理论等ꎬ同时还涵盖了心理学、
社会学ꎬ法律、商业与经济、计算机等ꎮ

刊物来源:刊物源自 ４２０ 多家专业的出版机构ꎬ其中包

括专业的出版商、大学出版社、专业学协会ꎬ例如: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ｅ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Ｇ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等ꎮ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ＰＰＪ)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心理学期刊数据库)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是基于美国心理学会 ＡＰＡ
－ ＰｓｙｃＩＮＦＯ 索引的全文数据库ꎬ收录了自 １９６４ 年以来的

１２００ 多种专业期刊(其中包含 ７９０ 多种全文刊ꎬ４５０ 多种有

影响因子)ꎮ 并提供全球心理学领域 ５ꎬ９００ 多篇博硕论文全

文ꎬＩＮＴＥＬＥＣＯＭ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Ｖｉｄｅ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３０７ 个视频文件ꎮ
主题领域:理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的各个方面ꎬ普通心理

学、发展心理学、学习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

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咨询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工业心理学、消费心理学、广告心理学、心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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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学、管理心理学ꎬ以及相关的研究领域ꎬ如医学、法律等ꎮ
刊物来源:刊物源自 ２９０ 多家专业的出版机构ꎬ其中包括专

业的出版商、大学出版社、专业学协会ꎬ例如: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ｓｙ￣
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Ｐｓｙｃｈ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Ｉｎ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等ꎮ

　 ＲＥＳＳＥＴ 数据库

ＲＥＳＳＥＴ 金融研究数据库:该数据库充分参照国际著名

数据库的设计标准ꎬ又结合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ꎬ以实

证研究为导向ꎬ提供历史数据完整、涵盖广泛ꎬ包括股票、债
券、基金、研究报告、融资融券、宏观统计、行业统计、金融统

计、外汇、期货、黄金等ꎬ为模型检验、投资研究、实证研究、学
科与实验室建设等提供了专业服务的数据平台ꎮ

ＲＥＳＳＥＴ 区域经济数据库:数据内容包括国民经济核算、
人口、就业人员和职工工资、固定资产投资、国内贸易、对外

经济贸易、财政、城市概况、土地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业、房地

产开发投资、运输与邮电、批发与零售、金融、证券和保险、教
育、文化、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 １７ 个大类ꎬ经济指标丰富多

样ꎬ热门指标达 ６５０００ 多个ꎮ
ＲＥＳＳＥＴ 国际经济金融数据库:涵盖了世界各国重要金

融、经济、工业、农业等方面的数据ꎬ其中包含多行业、多方位

的发展数据ꎬ如工业、农业、基础设施、教育、能源等ꎮ 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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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权威ꎬ历史数据全面ꎬ为研究世界经济与金融、农业发展、
社会发展等提供数据支持ꎮ 国际经济金融数据库包括金融、
经济、工业、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援助、就
业、贫困、教育、健康、科技、发展 １４ 个类别ꎮ

　 ＲＳＣ 电子期刊数据库

收录 １８４１ － ２０１５ 年间 ＲＳＣ 出版的全部期刊以及学会出

版的文摘型数据库内容涉及的领域包括化学化工、食品加

工、制药、能源与环境、生命科学、材料等领域ꎮ 期刊有 ２０１６
年 ＲＳＣ 将提供 ５４ 种期刊、杂志、年报等定期出版物和电子

书ꎬ涉及学科综合化学: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生命科学: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Ｂｉｏｌｏ￣
ｇｙꎬ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 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Ｍｅｔａｌｌｏｍｉｃｓ 材

料科学: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ＣｒｙｓｔＥｎｇＣｏｍｍ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ｓ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ꎬＢꎬＣꎮ 免费化学搜索引擎———ＣｈｅｍＳｐｉｄｅｒ
(ｗｗｗ. ｃｈｅｍｓｐｉｄｅｒ. ｃｏｍ)ＣｈｅｍＳｐｉｄｅｒ 汇集 ２６００ 万个化学合成

物和相关的信息ꎬ通过免费的搜索引擎为研究者提供一手文

献和相关的权威资讯ꎮ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ＳＣＩＥꎬ科学引文索引)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是获取全球学术信息的重要数

据库ꎬ只收录各学科领域中的重要学术期刊ꎬ共收录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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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ꎬ０００ 多种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ꎬ还收录了论文中

所引用的参考文献ꎬ内容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物医

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等领域ꎮ 该库通过文章、专利号、
会议文献、期刊或者图书作为检索词ꎬ检索它们的被引用情

况ꎬ轻松回溯某一研究文献的起源与历史ꎬ或者追踪其最新

进展ꎻ从而可以越查越广、越查越新、越查越深ꎮ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科学引文索引ꎬ 简称

ＳＣＩＥ) 数据库是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核心合集最核心的数据库之

一ꎬ被全球学术界公认为最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ꎬ 提供

了科学技术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信息ꎮ ＳＣＩＥ 收录了 ８ꎬ８５０ 多

种自然科学领域的世界权威学术期刊ꎬ涵盖了 １７７ 个学科领

域ꎮ ＳＣＩＥ 数据库最早可回溯至 １９００ 年ꎬ数据库每天更新ꎮ
数据回溯时间:１９７５ 年 ～至今

　 ＳｐｉＳｃｈｏｌａｒ 学术资源在线

ＳｐｉＳｃｈｏｌａｒ 学术资源在线是纬度信息科技公司为用户进

行学术研究提供的资源导航系统ꎮ 系统主要包括学术期刊

指南和蛛网学术搜索两部分ꎮ 它将文章、期刊和数据库有机

融合而构建资源无缝链接的数据平台ꎬ突破了以往图书馆馆

藏数字资源的局限ꎬ扩展科研人员对相关研究领域期刊的认

识ꎬ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论文需求ꎮ
一、学术期刊指南:
学术期刊指南按照主流的期刊分类体系将期刊划分学

科ꎬ实现了从学科到期刊ꎬ从期刊到文章的闭环资源获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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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ꎬ帮助用户直接通过期刊获取高水平的学术论文ꎮ
包括外文期刊 ７ 万余种ꎬ中文期刊近 ２ 万种ꎬ为用户准确

查找期刊、获取论文提供更多选择ꎻ
包含期刊刊名、ＩＳＳＮ、主编、国家、出版频次、创刊年、联

系方式、简介等内容ꎬ帮助用户快速了解期刊ꎻ
包含期刊近 ５ 年 ＳＣＩ － Ｅ、ＳＳＣＩ、ＥＳＩ、ＥＩ、ＣＳＣＤ、ＣＳＳＣＩ、北

大核心等主流数据库的收录信息ꎻＪＣＲ、中科院 ＪＣＲ 分区、
ＳＪＲ、Ｅｉｇｅｎｆａｃｔｏｒ 期刊评价体系的评价数据ꎬ帮助用户从多个

角度了解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变动ꎻ
包含期刊主页、数据库链接ꎬ最近 ２ 年发表的论文ꎬ还通

过提供刊内检索和文献传递的方式ꎬ拓展用户获取全文资源

途径ꎮ
二、蛛网学术搜索:
蛛网学术搜索为主流数据库的学术论文建立索引ꎬ解决

用户在做课题、写论文、了解学术成果的过程中ꎬ难以直接获

取全文的难题ꎮ
支持基本检索和高级检索ꎬ精确检索结果ꎻ
内建论文的引用关系ꎬ提供论文总被引频次ꎬ帮助判断

学术论文的学术水平ꎻ
覆盖国内外主要全文数据库的学术论文ꎬ超过 ５００ 万的

开放资源可直接下载ꎻ
个性化本馆馆藏资源配置ꎬ直接到数据库获取全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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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电子期刊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是一家全球领先的

从事科研、教育和专业出版的机构ꎮ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 平台整合了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的出版资源ꎬ收录文献超过 ８００ 万篇ꎬ包括图书、期
刊、参考工具书、实验指南和数据库ꎬ其中收录电子图书超过

１６ 万种ꎬ最早可回溯至 １８４０ 年代ꎮ 平台每年新增超过 ８ꎬ４００
种图书及 ３ꎬ３００ 份实验指南ꎬ且每月新增超过 １２ꎬ０００ 篇期刊

文章ꎮ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全学科电子期刊ꎬ可访问至 １９９７ 年或创刊年ꎬ

涵盖学科包括:化学与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与环境科

学、能源、工程学、数学与统计学、物理与天文学、专业计算与

应用技术、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医学、行为科学与心理学、
商业与管理、经济与金融、教育、社会科学、法律与犯罪学、政
治学与国际研究、历史、文学、文化与传媒研究、宗教与哲学

等ꎮ

　 Ｗｅｓｔ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ｓｔ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是最强大的在线法律研究工具ꎬ整
合了母公司旗下所有知名出版社出版的法律著作和信息ꎬ比
如 Ｓｗｅｅｔ ＆ Ｍａｘｗｅｌｌ 出版社ꎬ Ｗｅｓｔ 出版社ꎬ ＥＬＬＩＳꎬ Ｌａｗｂｏｏｋ
公司ꎬ Ｃａｒｓｗｅｌｌ 出版社ꎬ可提供来自全球的大量法律信息以及

时事新闻和商业资讯ꎬ资源包括:案例:英国ꎬ自 １８６５ 年起所

有案例、美国ꎬ自 １６５８ 年起所有案例、欧盟ꎬ自 １９５２ 年起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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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澳大利亚ꎬ自 １９０３ 年起所有案例、香港ꎬ自 １９０５ 年起所

有案例、加拿大ꎬ自 １８２５ 年起所有案例ꎻ法规ꎬ条例:英国ꎬ自
１２６７ 年起(全文整理)、美国ꎬ(全文注释)、完整的欧盟法规、
香港ꎬ自 １９９７ 年起、加拿大(全文整理)ꎻ期刊:超过 １ꎬ５００ 种

法学期刊和法律评论ꎬ覆盖当今 ８０％ 以上英文法学核心期

刊ꎮ 新闻:«纽约时报»、«金融时报»、汤姆森商业财经资讯、
美联社、«经济学人»、其他知名新闻频道的报道ꎮ 资讯:«布
莱克法律词典»—全世界发行量最大、最具盛名的«布莱克法

律词典»、通过 Ｗｅｓｔ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您可以在 ３０ 分钟内轻松

获得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新判决ꎬ同时ꎬ还提供 Ｗｅ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中的判决原文ꎬ使案件检索更全面、更准确、专著:«美国法律

报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Ｒｅｐｏｒｔ)ꎬ«美国法学释义» (ＣｏｒｐｕｓＪｕｒｉｓ
Ｓｅｃｕｎｄｕｍ)等、法院文档 － － Ｗｅｓｔｌａ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是目前提

供美国法院诉讼文书数量最多ꎬ范围最全的检索平台ꎮ 通过

Ｃｏｕｒｔ Ｄｏｃꎬ 您不仅可阅览法院的判词ꎬ同时ꎬ还可获得整个审

理过程中的全部文书ꎮ

　 ＷＩＬＥＹ 期刊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Ｉｎｃ. 是有近 ２００ 年历史的国际知名的

专业出版机构ꎬ在化学、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

学术文献的出版方面颇具权威性ꎬ其中被 ＳＣＩ 收录的核心期

刊超过 １２００ 种ꎮ 目前 Ｗｉｌｅ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平台上共有近

１６００ 多种电子期刊ꎬ涉及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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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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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济学、社会科学、艺术、人类学等多个学科ꎮ

　 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

«网上报告厅»目前已开发出包括理工、经管、党政、文
史、医学、就业、法律、营销、体育、综合、心理、教育、农林、对
话、军事、旅游、探索、外语这十

八大系列万余篇报告ꎮ

　 爱迪科森«职业全能培训库»

职业全能培训库以求职就业的全过程作为关注点ꎬ将求

职就业与个人职业发展相结合ꎬ突出个性化、自我化、专属化

的特点ꎬ所有应用功能也都根据用户求职习惯和个人职业发

展规律ꎮ 第一步:通过职业测评实现来自我认知ꎬ第二步:通
过职场解读ꎬ了解各行业ꎬ相关企业以及岗位的要求ꎬ第三

步:针对简历ꎬ网申ꎬ笔试ꎬ面试有针对的提高求职技能ꎬ第四

步:有的放矢的学习ꎬ提高学生的综合竞争力ꎮ

　 北大法宝 －法律综合信息资源系统

北大法宝 １９８５ 年诞生于北大法律系ꎬ由北大英华公司

和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共同开发和维护的法律数据库产

品ꎬ经过 ２０ 多年的不断创新ꎬ目前已发展成为法律法规、司
法案例、法学期刊、律所实务、专题参考、英文译本和法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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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七大检索系统ꎬ在内容和功能上全面领先ꎬ已成为法律信

息服务领导品牌ꎬ是法律工作者的必备工具ꎬ受到国内外客

户的一致好评ꎮ

　 畅想之星电子书

畅想之星电子书平台由北京畅想之星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研发ꎮ 目前已经入驻出版社和文化公司达到 ３５０ 家左右ꎬ
电子书数量 ４０ 万余种ꎮ 读者可在平台上通过分类导航检

索、浏览电子书ꎻ如果图书馆没有购买该平台的电子书ꎬ则只

能试读和下载该书的部分内容ꎬ同时可以推荐给图书馆采

购ꎻ在线试读、阅读可以直接打开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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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超星百链

超星百链是由 ２８６ 个中外文数据库系统集成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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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为
读者提供更加方便、全面的获取资源服务ꎮ 百链拥有 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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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并且数据数量还在不断增

加中ꎮ 百链可以通过 ２８６ 个中外文数据库获取元数据ꎬ其中

收录中文期刊 ８１００ 万篇元数据ꎬ外文期刊 １６５２３ 万篇元数

据ꎮ 读者利用百链不仅可以获取图书馆所有的文献资料ꎬ包
括纸本和电子资源ꎬ例如中外文图书、期刊、论文ꎬ标准ꎬ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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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报纸等ꎬ还可以通过文献传递方式获取图书馆中没有的文

献资料ꎮ

　 超星电子图书馆

超星数字图书馆包含中文电子图书 １５７６１１７ 种ꎬ是国内

最大的中文电子图书网站ꎬ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
数学、计算机、工业技术、生物科学、医学等二十多个大类ꎮ
提供检索功能及分类索引ꎬ可在线阅读全文ꎮ 阅读时还可查

找、识别、打印、下载所需的内容和图书全文ꎮ

　 超星读秀文献搜索与咨询

“读秀”是由海量全文数据及资料基本信息组成的超大

型数据库ꎬ为用户提供深入到图书章节和内容的全文检索ꎬ
部分文献的原文试读ꎬ以及高效查找、获取各种类型学术文

献资料的一站式检索ꎬ周到的参考咨询服务ꎬ是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学术搜索引擎及文献资料服务平台ꎮ

　 超星学术视频

超星公司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大学等 ２００ 多家国内外教育科研机

构ꎬ５４１０ 位专家名师合作ꎬ提供教学资源ꎬ涉及高等教育、基
础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行业培训、企业培训等各个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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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ꎮ 目前我馆购买了 １２０５７ 个视频ꎮ

　 超星知识发现系统

超星知识发现系统以近十亿海量元数据为基础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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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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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进而通过分面聚类、引
文分析、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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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超星知识发

现系统能够帮助您冲破信息孤岛与信息超载的桎梏ꎬ让意外

惊喜成为创新的灵感ꎬ让洞察全局成为科学探索的法宝ꎬ让
巨人的肩膀成为知识价值再生的基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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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间中国出

版的 ７０００ 多种期刊ꎬ共 １４ 万多期ꎮ 所有涉及哲学经济、政治

军事、工农交通、文理史地、天文医药等等各大门类都有收

录ꎮ 具有很强的历史研究价值、科学研究价值、文学研究价

值ꎮ 不需要安装专门的客户端或阅读器ꎬ是研究各个学科发

展ꎬ科技传承脉络的不可或缺的数据库工具ꎮ 老旧期刊是文

献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ꎬ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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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在微讲堂

«泛在微讲堂»面向各个学科、各个专业的在校大学生ꎬ
并且以大学生的兴趣培养、文化修养提高、专业视野拓展、情
商提高为核心定位ꎮ 本数据库以“微课”形式针对资源内容

进行碎片化信息整合ꎬ选取优质资源知识点切分为 ３ － ５、５ －
８、８ － １０ 分钟的微视频ꎮ 并将 １５００ 余门微课按微分类、微主

题和微读者三个维度进行体系划分ꎮ 平台内容涉及专业学

科、技能培养、文化传承、党政知识认知、学生就业择业等层

面ꎬ努力帮助各个阶段、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学生实现个人

技能的提升ꎮ

　 方正中华数字书苑—艺术图片库

本数据库由数百位学者、专家精心遴选了十万余件最能

代表世界艺术成就的精品ꎬ建立起全球最大的艺术图片库ꎮ
收录了全国各地从文明发端至今的各种形式的藏品ꎬ多数图

片是在挖掘现场拍摄或扫描ꎬ很多原物不做公开展示ꎮ 所收

录的图片精度高、还原好、数量多ꎬ每个馆都有各自的专家队

伍ꎬ具有艺术欣赏价值和专业研究价值ꎮ 读者足不出户即可

领略世界数千年历史的审美历程ꎬ与灿若繁星、精美绝伦的

艺术瑰宝零距离接触ꎮ 如需下载需登录 　 用户名: ｘｎ￣
ｍｄ０８６００ 密码:１１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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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英语学习资源

英语资源库:由«外语学习参考书»、«英语知识小资料»、
«英语教材»、«英语杂志精选»、«世界演讲集萃»、«电影及戏

剧听力片段»、«散文及诗歌»等七个模块构成ꎮ ２、英语应用

工具:由«词句分析»、«英英大辞典»、«汉英大辞典»三大模

块组成ꎮ ３、英语模拟练习系统:含考研ꎬ高职 Ａ、Ｂꎬ新四级、六
级ꎬ专业四级、八级试题ꎬＧＲＥꎬ托福ꎬ雅思等多种类别考试练

习模块ꎮ 特别提示:如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ꎬ请输入用户

名 /密码:ｇｕｅｓｔ

　 国道外文专题数据库

国道数据可供查询的外文电子资源ꎬ囊括 ９ 大门类ꎬ涵
盖了 ４０ 多个专题领域ꎬ文献类型涉及论文、报告、电子图书、
课件、会议记录、议题议案、白皮书、专栏专题、法规标准、新
产品介绍等 １０ 余种ꎮ 我馆购买的有国道外文国外民族与宗

教专题数据库、国道外文国外传媒与艺术专题数据库、国道

外文国外计算机图形图像专题数据库、国道外文国外心理学

专题数据库ꎮ 赠送的有:外文国外历史学专题数据库、外文

国外兽医学专题数据库、外文国外农业专题数据库、外文国

外建筑工程专题数据库、外文国外通信工程专题数据库、外
文国外数学专题数据库、外文国外管理学专题数据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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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研网———文化产业数据库

文化产业数据库内容包括产业纵览、重点产业(动漫产

业、游戏产业、影视娱乐、出版印刷、工艺美术、广告会展、创
意设计、网络文化、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市场与监管、设
施建设、园区与基地、文化产业走出去、国外文化产业、文化

遗产保护、公共文化服务等ꎮ

　 汉籍数字图书馆

«汉籍数字图书馆»共收录先秦至民国历史经典名著及

各学科文献近 ９ 万种ꎬ１２０ 万卷ꎬ是目前最大ꎬ最全面ꎬ最权威

的古籍库ꎮ 按«经»ꎬ«史»ꎬ«子»ꎬ«集»ꎬ«从»分类ꎬ且采用

ＰＤＦ 图像格式ꎬ原版原式ꎬ忠于史实ꎬ确保了古籍文献的准确

和应用价值ꎮ

　 建筑数字图书馆

建筑数字图书馆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打造的建筑行

业服务平台ꎮ 平台为针对用户的现实需求而设计的资源类

服务系统ꎬ旨在为建筑工业领域科研及实践用户提供包括基

础文献资料、互动知识服务和科研辅助等一整套的学术服

务ꎬ着力打造建筑领域行业级数字内容运营平台ꎮ 平台收录

建工社自 １９７９ 年至今出版的五千余种高质量电子图书ꎮ 资

源实时更新ꎬ可满足建筑领域不同层面用户的多元化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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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在线浏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五千余种高质量

电子书ꎬ为广大读者提供专业数字内容的浏览、搜索、试读、
借阅、在线、离线阅读等全流程服务ꎮ 系统分类引导性较好、
搜索快ꎬ能够便捷地为用户找到所需书籍ꎮ

　 金图外文数字图书馆

金图外文图书数据库是由北京金图国际开创ꎬ联合美国

出版在线、麦科索斯两家国外的数据商引进 ２６ 万多种原版

的外文电子图书ꎬ其中 ８０％以上为 ２００７ 年以后出版的新书ꎬ
内容涉及:科学ꎬ技术ꎬ音乐ꎬ医学ꎬ生命科学ꎬ军事ꎬ计算机科

学ꎬ经济ꎬ工商ꎬ文学ꎬ历史ꎬ 艺术ꎬ社会与行为科学ꎬ哲学、心
理学ꎬ农业、教育学等ꎮ 该数据库还自主研发了学术著作引

文检索系统(ＳＭＣＩ)ꎬ该平台的人性化功能设计主要有:图书

查找范围任选、检索字段多样、本均点击率分类排序、相似类

别排难、用户信息参考、关键词与标签帮助定位ꎮ 该平台功

能设计合理、信息更新及时ꎬ全面贴合用户需求ꎮ 阅读 ＫＤＦ
图书ꎬ请先安装本库提供的 ＫＤＦ Ｒｅａｄｅｒ 阅读器ꎮ 登陆网址

后ꎬ点击右上方的“下载”ꎬ然后ꎬ下载、安装“ＫＤＦ Ｒｅａｄｅｒ”

　 就业数字图书馆

就业数字图书馆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项目ꎬ
以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就业环境与现状为目的ꎬ立足于“纵
向提升就业能力、横向定位就业空间”ꎬ提升大学生就业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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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ꎬ整个产品立足于为学生提供一个从入校到毕业的全程

化个人就业能力培养与就业知识学习中心ꎬ从学生自身专

业、性格出发ꎬ通过相关行业、职业与学生目标就业城市的多

个维度ꎬ为学生建立一个针对性、个性化的就业知识空间ꎮ
通过对知识空间的知识与信息推送为大学生提供从职业探

索、职业定位、知识准备、职业学习ꎬ直到职业实践的全程化

就业知识服务ꎮ

　 美国探索教育视频资源服务平台

精选并整合了美国探索频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和国家地理频

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近年来的最新节目ꎬ内容包罗万象ꎬ
涵盖工程巡礼、科学发现、军事天地、自然星球、历史人文、生
物百科、宇宙科幻、犯罪调查等 ２０ 余个专题ꎮ

九大专辑分为:１)、自然科学 ２)、科学发现 ３)、生命科学

４)、旅游风光 ５)、工程建筑 ６)、历史人文 ７)、军事侦探 ８)、体
育探险 ９)、交通机械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１９１１ － １９４９):本库收录了民

国时期(１９１１ － １９４９)出版的 ２ 万余种期刊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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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作为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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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它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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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了报刊数字资源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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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皮书数据库

皮书数据库是专业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学术资源总库ꎬ
由一系列权威研究报告组成ꎬ保存整理了中国社科院近 ２０
年间数千名研究人员的年度报告类科研成果ꎬ深度分析解读

当今中国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ꎮ 皮书包含

六大基本子库: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库、中国社会发展数据库、
中国行业发展数据库、中国区域发展数据库、中国文化传媒

数据库、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数据库ꎮ 覆盖全球 ９７ 个国家

和地区ꎬ中国 ２２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港澳台地区ꎮ 资源

类型:图书、报告(论文)、图表、资讯、视频、数据ꎮ 目前我馆

已经购买了中国社会发展数据库和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库ꎮ

　 全国报刊索引

«全国报刊索引»创刊于 １９５５ 年ꎬ是国内最早出版发行

的综合性中文报刊文献检索工具ꎮ 它由最初的«全国报刊索

引»月刊ꎬ发展成为集印刷版、电子版以及网站为一体的综合

信息服务产品ꎮ 由编辑部自行研究开发的«全国报刊索引数

据库»目前已建成时间跨度从 １８３３ 年至今一个半世纪、报道

数据量超过 ３０００ 万条、揭示报刊数量达 ２００００ 余种的特大型

二次文献数据库ꎬ目前每年更新数据 ３５０ 万条ꎬ并可通过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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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的文献传递平台和电子商务平台为广大读者和用户提供

全天候、售前售后一体化的知识服务ꎮ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由工商管理专业类的«中国工商管

理案例库»、«工商管理案例素材库» «全球工商管理案例在

线»以及公共管理专业类的«中国公共管理案例库»、«公共管

理案例素材库»、«全球公共管理案例在线»等六个数据库组

成ꎬ提供案例全文、案例素材和案例索引三种类型的文献数

据ꎬ以满足用户在案例教学和案例开发中的全面需求ꎮ

　 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就业数据库

«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就业数据库»由晨星创投科技

有限公司独立研发制作并与国外知名创业媒体独家合作ꎮ
数据库有:１、创新创业视频及资源数据库:包含最新、最全的

在线视频课程ꎬ创业电子书库及互动直播服务ꎮ 覆盖从创新

创业基本方法、公司经营理念、行业热点痛点分析、成功案例

ＣＥＯ 访谈、欧美创新创业动态、全球直播中心与在校生进行

视频互动交流的视频资料ꎮ ２、求职就业视频及资源数据库:
覆盖从职业生涯规划ꎬ求职培训ꎬ面试辅导ꎬ企业岗位技能培

训ꎬ企业上升通道培训ꎬ人生目标设定等一系列课程及电子

书ꎮ 其中岗位培训覆盖 １００ 余岗位的核心技能培训ꎮ 数据

库特色:１、实战案例教学:每周更新北大、清华、中关村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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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创新创业项目研讨和专题讲座课程ꎻ２、每周美国硅谷创

业网络直播:开学期间ꎬ每周六上午 ９ 点开始邀请清华大学

教授与硅谷本周最新的创业企业 ＣＥＯ 进行在线对话ꎬ同时配

有中英文同声传译ꎮ 除去寒暑假每周一次ꎬ全年 ３６ 期ꎬ每期

时长 ２ 小时左右ꎮ ３、“创课之星”互动直播空间:邀请国内外

知名科学家ꎬ其中包括中科院院士ꎬ美国科学院院士、北大、
清华各个科研领域专家教授通过直播空间平台与学生进行

实时对话ꎬ打造科技最前沿的宣传阵地和各个大学科研转化

的最新平台ꎮ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选的“复印报刊资料全

文”以其涵盖面广ꎬ信息量大ꎬ分类科学ꎬ筛选严谨ꎬ结构合理

完备ꎬ成为国内最有权威的具有大型、集中、系统、连续和灵

活五大特点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专题文献资料宝库ꎮ 收录

了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全文复印报刊资料ꎬ共有 １００ 多个专

题ꎬ分为四个专辑出版:１、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政治、
哲学、法律ꎻ２、经济类ꎻ３、教育、文化、体育ꎻ４、语言、文学、历
史、地理及其他ꎮ 从 １９９７ 年开始ꎬ按季度出版ꎬ全年共四张

光盘ꎬ按季度汇集 １００ 多个专题ꎮ 我馆订购了 １９７８ 年以来的

索引和 １９９５ 年以来的全文数据以及五个专题数据库

(１９９５—):(１)中国民族问题研究(２)中国社会问题研究(３)
国学研究 (４)汉学研究 (５)敦煌学ꎮ

１４



图书馆指南

　 世界名校精品课教育视频资源服务平台

汇集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

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各大名校著名教授的视频课

程资源ꎬ内容涉及人文、历史、经济、哲学、理科、工科、社会等

各个学科精品课程ꎮ
分为二十三大专辑:１、地理学 ２、传播学 ３、法律学 ４、管

理学 ５、经济学 ６、化学 ７、教育学 ８、历史学 ９、社会学 １０、生物

学 １１、数学 １２、文学 １３、物理学 １４、心理学 １５、演讲学 １６、医
学 １７ 艺术学 １８、语言学 １９、哲学 ２０、政治学 ２１、宗教学 ２２、计
算机学 ２３、地球科学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

本库目前拥有中文电子图书约 １５０ 万种以上ꎬ包含文、
理、工以及科研和教学方面的图书ꎮ 多数是 ２０００ 年后出版

的ꎬ资源持续更新ꎬ约有 ５０ 万册左右是独家资源ꎮ 我馆购买

了最新的社会科学、理科、医学、药学、农业科学、生物科学、
计算机、自然科学、建筑设计等方面共 １３ 万册电子图书ꎮ

　 ＴＷＳ 台湾学术在线数据库

以台湾各类学术文献为主体基础ꎬ提供在线台湾学术文

献浏览、检索、下载等平台服务ꎮ 文献内容涵盖台湾学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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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出版总量 ８５％ 以上ꎬ主要收录 ２０００ 年以后 １８１８ 期刊ꎬ是
目前收录台湾指标期刊最完整的数据库ꎮ 全文数据量超过

４０ 万篇 ꎬ全文率:９８％ ꎮ

　 台湾华艺期刊、学位论文数据库

本数据库包括两个子库:台湾科学期刊库和台湾科学论

文库ꎮ 台湾科学期刊库ꎬ收录 １９９１ 年以来台湾出版的学术

文献ꎬ另纳入美国、香港、马来西亚等国出版的中英文期刊ꎬ
分为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医学与生命科学等五大类ꎮ 台湾

科学论文库ꎬ收录 ２００４ 年以来台湾地区 ５０ 余所优秀大专院

校的博硕士论文ꎮ

　 台湾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中研院近史所”活跃于国际汉学界数十年ꎬ其发行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通讯”ꎬ也曾在近代史研究讯息的沟通、全
球学人互动上ꎬ扮演过极为显眼的媒介角色ꎮ 她在 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３ 年间发行过 ３６ 期ꎬ曾是华文报导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

刊物中ꎬ最重要、发型最广的一份ꎮ 本数据之问世ꎬ相较于只

收录现况的现代“电子通讯”ꎬ正好补足 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３ 年间ꎬ全
球汉学界研究中国近代史之历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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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中央研究院口述歷史期刊

本刊曾访录之经典专辑包括:美丽岛事件、泰源监狱事

件、二二八事件专号、地方军系与民国政局、苏启东政治事

件、日据时期台湾人赴大陆经验专号等ꎬ皆为动荡年代中ꎬ从
正史难得一见之珍贵民间口述史料ꎮ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本刊旨在抛开传统意识形态ꎬ修正以男性为中心的思

维ꎬ深入分析历史上妇女的各项问题:妇权追求、妇女与家

庭、妇女与性、妇女与劳动、妇女与教育、妇女与战争、妇女与

国家等ꎬ期由这些新视角ꎬ重新反省中国妇女活动的历史真

相ꎮ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分成 ８ 个研究群:冷战时期海峡两

岸发展比较研究、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建构与知

识传播研究、城市史研究、蒋介石研究、胡适研究、东亚区域

研究、近代早期研究等ꎮ 发行 ４２ 年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ꎬ集合了所内与海外学者之佳作论著、书评、研究讨论ꎬ
为近代中国史研究之国际级领导刊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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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史語所是中研院第一个人文社会学研究所ꎬ也是其他人

文社会研究所的源头ꎬ曾被全球视为中國学界的代表ꎮ 她创

立至今已 ８２ 年ꎬ其发掘殷墟甲骨文等学术成就更属于画时

代贡献ꎬ本库能將這套台湾独有之汉学经典全文数字化ꎬ势
必將震惊国际汉学界ꎮ 融合文学、语言学、教训詁学、声韵

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ꎬ文字难度堪称华文資料库之最ꎮ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数据库ꎬ收录了「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创刊至今的所有资料ꎬ中国文哲研究集刊曾在 “国科会”优

良期刊评比中ꎬ荣获中文学类之第一名(２００６ 年)ꎮ 简言之ꎬ
她是一份融汇中外、结合古今ꎬ高度整合旧学与新知ꎬ

并扎根本土、发展全球普世价值观之优质学刊ꎮ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１８３３ － １９１１)共收录了从 １８３３ 年

至 １９１１ 年间出版的三百余种期刊ꎬ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

所有期刊ꎬ拥有众多的“期刊之最”ꎬ是研究晚清历史的专业

人士必备的数据库检索工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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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标准文献数据库

中外标准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标准资源

于中外标准数据库ꎬ收录了所有的中国国家标准(ＧＢ)、中国

行业标准(ＨＢ)、以及中外标准题录摘要数据ꎬ共计 ２００ 余万

条记录ꎮ 其中中国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内容来源于中国质检

出版社ꎻ中国行业标准全文数据收录了机械、建材、地震、通
信标准以及由中国质检出版社授权的部分行业标准ꎻ中外标

准题录摘要数据内容来源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ꎮ

　 万方地方志数据库

地方志ꎬ也称为“方志”ꎮ 地方志书是由地方政府组织专

门人员ꎬ按照统一体例编写ꎬ综合记载一定行政区域内ꎬ一定

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资源的综合著作ꎮ 也有

少数地方志是由地方单位或民间组织编纂的ꎮ 地域性是地

方志区别于其他资源的特点之一ꎬ按地方志记载的地域范

围ꎬ地方志可分为:全国志、省志、市志、县志、乡镇村志和区

域志ꎮ 按地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ꎬ可分为:综合志、专业志和

部门志ꎮ 万方数据方志收集了 １９４９ 年以后出版的中国地方

志ꎮ

　 万方法律法规全文库

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ｗｓ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ａｔａ￣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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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ｅ)ꎬ法规资源主要由国家信息中心提供ꎬ共计 １１０ 余万条

ꎬ信息来源权威、专业ꎮ 涵盖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ꎮ

　 万方机构资源数据库

中国机构数据库(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中国企业、
公司及产品数据库ꎬ国内企业信息ꎬ中国科研机构数据库ꎬ国
内科研机构信息ꎬ中国科技信息机构数据库ꎬ我国 科技信息、
高校图情单位信息ꎬ中国中高等教育机构数据库ꎬ国内高校

信息ꎮ

　 万方科技成果资源数据库

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成果资源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成果

数据库ꎬ涵盖了国家、省市、地方的成果公报、登记成果及推

广成果等成果信息ꎬ共计 ９０ 余万条ꎮ

　 万方视频数据库

万方视频数据库是以科技、教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学

术视频知识服务系统ꎬ包括«中国名师讲坛»、«境内高端学术

会议»、«环球高清精选»、«国外优秀视频系列»等高清视频

以及«中国气象局系列»、«央视科教系列»等系列在内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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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两万五千余部ꎬ近 ８０ 万分钟ꎬ每年预计新增 １０ 万分钟ꎬ
是国内最大的视频数据库之一ꎮ 目前我馆购买了 ５０７２ 个视

频ꎮ

　 万方学术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会议资源包括中文会议和外文会议ꎬ中文会议收

录始于 １９８２ 年ꎬ收录中文会议论文共计 ５３８ 万多篇ꎬ年收集

４０００ 多个重要学术会议ꎬ年增 ２０ 万篇全文ꎬ每月更新ꎻ外文

会议主要来源于外文文献数据库ꎬ收录了 １９８５ 年以来世界

各主要学协会、出版机构出版的学术会议论文ꎬ共计 ７６６ 万

多篇ꎮ

　 万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 (Ｃｈｉｎａ Ｏｎｌ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ꎬＣＯＪ)ꎬ期刊

资源包括中文期刊和外文期刊ꎬ其中中文期刊共 ８０００ 余种ꎬ
核心期刊 ３２００ 种左右ꎬ涵盖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药卫

生、农业科学、哲学政法、社会科学、科教文艺等各个学科ꎻ外
文期刊主要来源于 ＮＳＴＬ 外文文献数据库以及牛津大学出版

社等国外出版机构ꎬ收录了 １９９５ 年以来世界各国出版的

２０９００ 种重要学术期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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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ꎬ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ꎬ中
文学位论文收录始于 １９８０ 年ꎬ收录中文学位论文共计 ５００ 余

万篇ꎬ年增 ３０ 万篇ꎬ涵盖理学、工业技术、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交通运输、航空航天和环境科学等

各学科领域ꎻ外文学位论文收录始于 １９８３ 年ꎬ累计收藏 １１. ４
万余册ꎬ年增量 １ 万余册ꎮ

　 万方中外专利全文数据库

中外专利数据库 (Ｗａｎｆａｎｇ Ｐａｔｅｎ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ＷＦＰＤ)ꎬ专
利资源来源于中外专利数据库ꎬ收录始于 １９８５ 年ꎬ目前共收

录中国专利 ２２００ 余万条ꎬ年增量 ２００ 余万条ꎮ 国外专利

８０００ 余万条ꎬ年增量 ２００ 余万条ꎮ 收录范围涉及 １１ 国 ２ 组

织ꎬ内容涵盖自然科学各个学科领域ꎮ

　 微课堂教育视频资源服务平台

«微课堂»的视频资源是时长为 ５ 至 １０ 分钟的微型课

程ꎬ它以视频为主ꎬ具备自主学习及碎片化学习特点ꎮ 这类

课程所具有的粒度小、内容精、终端载体多样化、应用方便灵

活等特点ꎮ «微课堂»内容涵盖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哲学社

科、教育体育、语言文字、经济管理、科学技术、农林牧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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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休闲等十多个学科大类ꎮ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该数据库收录了 １９８９ 年至今的 ８０００ 余种中文科技期

刊ꎬ和 ２０００ 余种人文社科期刊ꎬ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农业科学、医药卫生、经济管理、教育科学和图书情

报等八大专辑ꎮ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提供了培训课程ꎬ内容涵盖国内考

试、应用外语、出国考试、实用技能、大学生求职和职业证与

考试等 ６ 大类ꎮ

　 新东方在线互动口语平台

«新东方在线互动口语平台»全力打造的一款覆盖全面、
讲练结合式、智能交互式的口语产品ꎮ 互动口语平台从发

音、流利度、准确度、完整度、语调、音量、语速等多维度分析

用户的口语水平ꎬ生成个性化报告ꎬ让学员直观了解个人口

语学习成果及当下口语水平ꎮ
访问方式: １、ＩＰ 内访问:通过图书馆官网上的“电子资源”找
到 “新东方在线互动口语平台” ꎬ进入平台后ꎬ点击注册生成

个人账号ꎻ使用个人身份登陆ꎬ记录个人学习数据ꎮ 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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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ｈｔｔｐ: / / ｏｒａｌ. ｋｏｏｌｅａｒｎ. ｃｏｍꎬ免登录即可享受相关课程及

服务ꎮ ２、ＩＰ 校外试用网址:ｈｔｔｐ: / / ｏｒａｌ. ｋｏｏｌｅａｒｎ. ｃｏｍꎬ登录个

人账号即可ꎮ ３、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 “新东方互动口语

ＡＰＰ”ꎬ 打开互动口语 ＡＰＰ 后ꎬ进入账号登录页面ꎮ (详见图

书馆主页电子资源相关数据库)

　 新东方在线微课堂

新东方在线微课堂是新东方在线针对微学习、微课程的

趋势研究出的一款以视频为核心资源的纯视频微学习性产

品ꎮ 内容涵盖:考研、名师系类ꎬ大学英语四六级、十月联考ꎬ
托福、雅思、ＧＭＡＴ、留学直通车、法语、日语、中文、口语、趣味

英语、电影佳句解析、生活英语、职场英语、公务员、司法考

试、等诸多产品分类ꎮ 微课堂以“短、小、精、活”著称ꎬ由独立

知识点组成ꎬ每个知识点不超过 １０ 分钟的视频讲解ꎬ学生可

自由安排学习进度ꎬ有效避免重复学习ꎬ大大提高学习效率ꎮ
现在学生注册微课堂个人用户还可享用校外登陆服务和手

机使用微课堂 ＡＰＰꎮ 登录方式: 第一步ꎬ访问新东方在线微

课堂(电信入口)ꎬ按回车出现个人用户登录页面ꎮ 第二步ꎬ
注册个人用户登录账号ꎬ完成后进入微课堂平台首页ꎮ 第三

步ꎬ点击微课堂学习首页的导航栏ꎬ可以分别进入四个学习

板块ꎮ 手机客户端二维码(详见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相关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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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符在线考试模拟试题库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数据库是一款测评类的在线考试模

拟系统ꎬ银符考试模拟题库数据库涵盖九大考试专辑:语言

类专辑、计算机类专辑、公务员类专辑、经济类专辑、法律类

专辑、研究生类专辑、工程类专辑、医学类专辑、综合专辑ꎮ
特别提示:使用前请先注册ꎮ

　 优阅外文数字图书馆

优阅外文原版电子书收录全球六千多家出版社的七十

余万外文原版电子书ꎬ是以专业学术为特色、藏书量较多的

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ꎮ 平台内容着力于大科技类、经济类和

医药生物三大领域(ＳＴＭ)ꎬ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为代

表的高端、专业原版图书ꎬ在工业技术、经济、数理化科学和

化学、医药卫生等学科方向优势明显ꎮ 我馆目前购买了

１００００ 种图书ꎮ

　 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库

«战略性新兴产业数据库»概况主要针对七大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中的热点、重点、发展趋势以及政策导向等进行

动态跟踪、情报收集与研究分析ꎬ力求全方位、多视角、深层

次地记录各产业的市场运行态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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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数据库

本数据库一期所收录数据来自全国各大图书馆、边疆各

省市社科院等机构ꎬ辑录了历史上有关边疆的各类资料ꎬ包
括散见于各类丛书、文集中的材料以及罕见档案、书信、日
记、电文等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院毕奥南教授

带领团队进行资料整理和数据标引ꎮ 根据不同专题ꎬ共划分

为 １０ 个大型数据库ꎬ每个数据库下设多个子类ꎬ以满足不同

领域研究者查询使用ꎮ １、边疆民族地区期刊资料数据库ꎮ
２、中国边疆方志资料数据库ꎮ ３、东北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ꎮ
４、北部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ꎮ ５、西北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ꎮ
６、西南边疆史地文献数据库ꎮ ７、海疆史地文献数据库ꎮ

　 中国电子商务数据库

«中国电子商务数据库»设置了九个一级栏目ꎬ包括:行
业纵览、重点应用、支撑体系、示范工程、典型案例、领袖言

论、月度报告、季度报告、热点研究等ꎮ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ꎬ 目前收入图书包括

１６ 个重要方面、１１０００ 册、７０００ 多万个知识点ꎮ 主要特色如

下:特色一:内容系统ꎬ已实现“四个全覆盖”ꎮ 完整系统收入

了党的思想理论主要著作文献ꎬ内容覆盖我国出版的所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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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经典著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所有著作、公开发表的所

有中央文件文献、国家所有法律法规ꎮ 还收入了大量研究性

著作、党史和国际共运史著作、重要人物资料ꎬ以及革命战争

年代出版的部分重要图书等ꎮ 特色二:查询功能先进ꎬ开创

了“知识点阅读”的新形式ꎮ 人民出版社自主研发的语义查

询、引文比对、概念关联、模糊找句等特色网络工具ꎬ将入库

作品全部加以主题性碎片化ꎬ以知识点(具有一定主题的语

段)的形式ꎬ使读者感受阅读方式变革的快速效果ꎮ 特色三:
电子图书校对质量高ꎬ达到引用标准ꎮ 经典著作、重要文件

文献、法律法规、学术著作等采用三万分之一的差错率标准

进行校对ꎬ保留了纸质图书的原版原式ꎮ

　 中国历代馆藏书画数字资源库

中国历代馆藏书画数字资源库收录的作品年代上起晋

代ꎬ下至当代ꎬ包括隋代ꎬ唐代ꎬ五代ꎬ宋代ꎬ辽代ꎬ金代ꎬ元代ꎬ
明代ꎬ清代等十多个朝代、数百名史上艺术巨匠惊世之作ꎮ
如: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唐朝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全卷)»、清朝弘一法师的«李叔同手稿真迹»等ꎮ 此库的所

有书画作品都支持下载ꎬ用于师生鉴赏、临摹学习ꎮ

　 中国数字方志库

中国数字方志库本库先期收录 １９４９ 年以前地志类文献

一万余种ꎬ涵盖了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稿本、抄本、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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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字本等各种版本ꎬ全国各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

馆、博物馆及私家的孤本、稀见本、批校本、题跋本等各种藏

本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国总志、各级地方志以及山水志、水利

志、名胜志、祠庙志、园林志、民族志、游记、边疆和外国地理

志等ꎮ

　 中华再造善本数据库

本库囊括了国内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所藏典籍中

版本最精、品相最佳的稀见孤本、善本ꎬ可谓我国现存古籍善

本精华中的精华ꎬ最具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的部分ꎮ 本库共

收唐宋时期、金元时期的善本古籍共 ７５８ 种 １３９４ 函 ８９７４ 册ꎬ
约 ４４ 万页ꎮ 分为五编进行ꎬ自唐迄清为«唐宋编»、«金元

编»、«明代编»、«清代编»、«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编»ꎬ每编下

以经、史、子、集、丛编次ꎬ同一类目之下则以著者时代先后为

序ꎮ 版本选择方面ꎬ以“选取具有较高文物、数据、和艺术价

值的珍稀罕见本”为总原则ꎬ坚持选收版本大抵宋元以前从

宽ꎬ明清两代从严的原则ꎮ 数据库中所收每一种书均配有版

本专家撰写的提要ꎬ并提供检索功能ꎮ 简介作者生平、考辨

版本源流、评述其学术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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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息咨询服务

　 图书馆参考咨询

主要针对读者在图书馆的学习过程中ꎬ遇到的馆藏资源

分布、馆藏目录查询、流通阅览、电子资源、文献采访 、文献检

索 、馆际互借、原文传递 、常用名词术语、如何利用图书馆等

常见问题的解答ꎮ 咨询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２２４０５ꎮ

　 图书馆读者教育

图书馆常年为全校读者开展各种形式的教育培训讲座

和课程ꎮ
１ 新生入馆教育ꎮ 图书馆馆员对新生开展如何利用图

书馆讲座ꎮ 内容设计图书馆职能、区域分布、馆藏资源、借阅

规程、图书馆服务以及规章制度等ꎮ
２ 新进教师、硕士生入馆教育ꎮ 图书馆馆员对新进教

师、硕士生主要开展图书馆区域分布、馆藏资源、借阅规程、
图书馆服务以及馆藏中外文电子资源介绍和检索利用讲座ꎮ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为了弥补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不足ꎬ我馆开展了馆际互借

与文献传递工作ꎮ 主要为本校读者向国内院校图书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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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ＣＡＬＩＳ 的 ＣＡＳＨＬ 成员馆)请求提供文献复制及原文传递

服务ꎮ 复制与传递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会议文献、学
位论文等ꎮ

１ 与四川大学的馆际互借

对于图书馆没有的馆藏ꎬ本校读者可以通过 Ｅ － ｍａｉｌ、电
话、上门等各种途径ꎬ向学科与信息咨询部馆际互借员提出

申请ꎮ 服务内容包括书、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报告、标准

等文献复制件或扫描件ꎮ 馆际互借员三个工作日内将送出

文献ꎮ
２ 基于 ＣＡＳＨＬ 的网上全文提供服务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简称 ＣＡＳＨＬꎬ是教育部拨出专项

经费建立的全国性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期刊保障体系ꎮ
目前ꎬＣＡＳＨＬ 期刊目次数据库包括 ２３００ 多种人文社会科学

外文期刊ꎬ拥有 １５００ 多种期刊的目次数据 ７４ 万多条ꎬ数据回

溯至 １９８４ 年ꎮ
读者可通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ｈｌ ｅｄｕ ｃｎ 免费检索数据ꎬ通

过馆际互借员申请原文ꎮ 若您不知道文献来源ꎬ也可以直接

提交原文传递请求ꎮ
３ 基于 ＮＳＴＬ 的网上全文提供服务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简称 ＮＳＴＬꎬ在网站上开通了外文期刊数据库、外文

会议论文数据库、外文科技图书数据库、中文会议论文数据

库和中文学位论文数据库等ꎮ 以文摘方式报道近万种外文

期刊ꎬ特别是西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ꎬ以及其他类型文献ꎮ
到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可供检索的二次文献数据量达到 １０００ 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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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ꎮ
读者可以通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ａｔｌ ｇｏｖ ｃｎ 免费检索该据

库ꎬ通过馆际互借员申请原文ꎮ
咨询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２２４０５ꎮ

　 学科服务

其工作职责:１. 联系学院ꎬ详细了解学院所属学科的文

献资源需求情况ꎬ并及时反馈给馆领导ꎮ ２. 向学院宣传介绍

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ꎬ为学院教师的教学科研提供文献帮

助ꎮ ３. 为学院教师、研究生开展馆藏数字资源使用技能培

训ꎮ ４. 搜集整理相关教师、研究生的学术成果ꎬ建立学术成

果数据库ꎮ ５. 开展学科导航ꎬ建立学科专题网页ꎬ汇集学术

动态交流信息ꎮ ６. 参与相关学科的文献资源建设ꎬ为其自购

文献资源提供参考意见ꎮ
咨询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２２４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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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找各类文献的纸质工具书简介

为了便于读者综合运用工具书ꎬ从不同角度ꎬ不同途径

来查找所需文献资料ꎬ按问题列类将常用工具书介绍如下:
１ 查找字

«说文解字»、«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现代汉语通

用字典»、«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ꎮ
２ 查找词

«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中文大辞典»、«汉和

大辞典»、«现代汉语词典»、«文言虚词通释»、«牛津英语大

词典»、«钱伯斯二十世纪英语词典»、«韦氏新世界美语词

典»ꎮ
３ 查找成语、方言

«汉语成语词典»、«常用成语典故选释»、«汉语方言词

典»、«方言»ꎮ
４ 查找人名、历史人物

«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国际人物词典»、«中国文学

家大词典»、«中国科学家词典»、«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中国大百科

全书»、«室名别号索引»、«古今人物别名索引»、«二十五史

人名索引»、«史记人名索引»ꎮ
５ 查找专科性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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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词典»、«政治经济学辞典»、«简明哲学辞典»、
«小说词语汇释»、«法学词典»、«物理大辞典»、«现代电子科

学技术词典»、«实用科学名词术语词典»、«现代科技综述大

词典»ꎮ
６ 查找诗文、典故出处

«佩文韵府»、«常用典故词典»、«骈字类编»、«艺文类

聚»、«太平御览»、«渊鉴类函»、«子史精华»、«古今图书集

成»、«十三经索引»、«杜诗引得»、«庄子引得»ꎮ
７ 查找地名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录»、
«世界地名词典»、«韦氏地名词典»ꎮ

８ 查找历史事件及典章制度

«中国历史纪年表»、«外国历史大事年表»、«通典»、«通
志»、«文献通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国大百科

全书»、«世界知识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ꎮ
９ 查找时间、日期换算

«中国历史纪年表»、«中外历史年表»、«中西回史日

历»、«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二十史朔闰表»、«一百年阴

阳历对照表»ꎮ
１０ 查找图像资料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中国

大百科全书»ꎮ
１１ 查找古代文献

«中国丛书综录»、«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未收书目提

要»、«贩书偶记»、«艺文志二十种引得»、«中国善本书目提

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古籍整理图书目录» (１９４９ －
０６



查找各类文献的纸质工具书简介

１９９１)、«明史艺文志»及各朝代正史书目ꎮ
１２ 查找近现代文献

«民国时期总书目»、«(生活)全国总书目»、«抗战时期

出版图书目录»、«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近现代丛书目

录»、«全国总书目»、«中国国家书目»ꎮ
１３ 查找民族文献

«南方民族古史书录»、«民族古籍研究»、«民族文献提

要»、«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民族文献资料目录»、«中央

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中国民族研究参考简目»ꎮ
１４ 查找地方志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方志考»、«西南民族

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ꎮ
１５ 查找报刊

«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国内中文期刊简介»、«中
文期刊目录»、«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国报刊名录»、«中
国报刊大全»、«中文科技期刊指南»ꎮ

１６ 查找论文

«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总»、«十九种影印革命期刊索

引»、«全国报刊索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索引»ꎮ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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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图书馆规章制度

　 入馆须知

１ 校内读者凭本人的一卡通或借阅证验证入馆ꎬ校外读

者凭有效证件入馆ꎮ
２ 爱护图书馆的各类文献载体和各项设施ꎬ严禁随意涂

抹、刻画和破坏ꎬ否则将按我馆有关规定处理ꎮ
３ 借阅证只限本人使用ꎬ不得转借他人ꎮ
４ 保持馆内安静ꎬ禁止在馆内喧哗ꎮ 入馆后请将手机调

为静音或振动ꎮ
５ 维护馆内卫生ꎮ 严禁携带食品、饮料进入馆内ꎬ请勿

乱丢纸屑、果壳ꎬ请勿随地吐痰ꎮ
６ 自觉维护馆内秩序ꎬ不用物品抢占阅览室座位ꎮ
７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品入馆ꎬ请勿在馆内吸烟及使用

明火ꎮ
８ 讲文明礼貌ꎬ提倡使用文明礼貌语言ꎮ 注意仪容仪

表ꎬ穿拖鞋、背心、裤叉者谢绝入馆ꎮ
９ 违反上述规定者ꎬ按我馆有关规定处理ꎮ

　 借阅须知

１ 我馆图书全部实行限量限时借阅ꎬ逾期每册每天收取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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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留金壹角ꎮ 借书册数及期限ꎬ按学校有关文件执行ꎮ
２ 读者凭一卡通或借阅证可进入书库或阅览室查找图

书ꎬ但须遵守有关规定ꎮ
３ 读者应爱护图书ꎬ不得撕毁、涂污图书ꎬ违者按我馆有

关规定处理ꎮ
４ 读者借阅图书时应自查所借图书有无撕毁、涂污等现

象ꎬ如有ꎬ请交工作人员处理后再借出ꎬ否则还书时发现外借

图书有撕毁、涂污等情况ꎬ概由借书人负责ꎮ
５ 一卡通或借阅证限本人使用ꎬ如发现使用他人借阅

证ꎬ本馆有权扣留证件ꎬ追查原因ꎬ借阅证由该证所有者领

取ꎬ并接受处理ꎮ
６ 读者应爱护图书ꎬ不得污损ꎬ否则ꎬ视其情节按学校有

关文件执行ꎮ
７ 一卡通或借阅证应妥善保管ꎬ不得遗失ꎮ 如有遗失ꎬ

应立即到图书馆挂失ꎮ 否则ꎬ后果自负ꎮ

　 图书借阅制度

为了加快图书流通ꎬ充分发挥图书的作用ꎬ更好地为教

学科研服务ꎬ制订借阅规则如下:
(一)外借制度

１ 读者凭本人一卡通或借阅证外借图书ꎬ如发现使用他

人卡证者ꎬ本馆有权扣留证件ꎬ追查原因ꎬ并按有关规定处

罚ꎮ
２ 外借图书ꎬ应立即办理外借手续ꎬ未办理外借手续而

将书刊携带出馆者ꎬ视为严重违规行为ꎬ一经发现按学校规

定严肃处理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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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读者借书前可在计算机检索系统查目ꎮ
４ 借书册数及期限按学校有关文件执行ꎮ
５ 读者外借的图书应按时归还ꎬ逾期不还ꎬ每册每天收

取滞留金壹角ꎮ 因教学需要继续使用的图书ꎬ必须在图书借

期内办理续借手续ꎮ
６ 凡寒暑假中到期的图书ꎬ须在开学后七天内归还ꎬ否

则ꎬ从到期之日起累计收取滞留金ꎮ
７ 所借图书ꎬ如本馆特殊需要ꎬ无论到期与否ꎬ可随时收

回ꎮ 读者得到通知后ꎬ应立即归还ꎬ否则按超期处理ꎮ
８ 读者所需图书暂时外借未还ꎬ可预约借书ꎮ
９ 读者可入库借书ꎬ入库必须遵守«入库须知»ꎮ
１０ 师生员工离校时ꎬ应将所借图书归还ꎬ并办理离校手

续ꎬ否则ꎬ造成的后果概由本人负责ꎮ
１１ 教职工去世后ꎬ生前所借图书由其亲属负责清理归

还我馆ꎮ
(二)阅览制度

１ 读者凭一卡通刷卡进入各阅览室阅览ꎮ
２ 读者只能带文具和笔记本入室ꎬ其它物件须放在指定

位置ꎮ 读者请自备挂锁将存包柜锁好ꎬ离馆时务必取走自己

物品和锁具ꎮ
３ 阅览室书刊限室内阅览ꎬ读者不得以任何借口私自将

书刊带出室外ꎮ
４ 校外读者必须持介绍信ꎬ在馆办公室办理有关手续后

方能入室阅览ꎮ
５ 读者入室取书必须正确使用代书板ꎬ凡不按规定使用

代书板又不听劝告者ꎬ可要求其出室ꎬ阅览后应将书刊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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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处ꎬ注意保持架面整洁ꎮ
６ 读者须爱护书刊ꎬ不得圈点、批注、涂污、撕毁书刊ꎬ否

则按我馆有关规定处理ꎮ
７ 读者应遵守我馆治安消防、清洁卫生的有关规定ꎬ严

禁吸烟ꎬ不得在室内乱丢果皮纸屑ꎮ
８ 阅览室应保持安静ꎬ不得高声交谈ꎮ
９ 对违反规章制度者ꎬ一律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ꎮ
(三)查询馆藏书刊信息

１ 目录厅设有计算机ꎬ供读者查询馆藏书刊信息使用ꎮ
２ 读者应爱护计算机等有关设施ꎮ
(四)馆际互借

１ 凡我校教学、科研人员、研究生因教学、科研所需的书

刊ꎬ经查本馆内确无收藏ꎬ可经本馆向其他图书馆复制、下载

传递ꎮ
２ 市内单位由我馆开介绍信ꎬ借书人自行借阅ꎮ

　 书刊污损、遗失赔偿及偷窃处理规定

图书馆所藏书刊均系国家财产ꎬ也是我校重要的办学资

源ꎮ 鉴于现在我校图书馆图书资料污损、遗失状况比较严

重ꎬ为更好地利用和保存图书文献ꎬ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ꎬ
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污损、撕毁书刊者除通报批评外ꎬ行为人做出深刻

检查ꎬ并赔偿 ５０ 元ꎮ 情节特别严重者ꎬ由学校给予警告及以

上处分ꎮ
(二)偷窃图书ꎬ视情节轻重由学校给予记过及以上处

分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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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借出书刊归还时ꎬ发现有撕页、挖洞、眉批、圈点、
污损者ꎬ对行为人视情节按原书 ３ － １０ 倍价格赔偿ꎬ原书刊

留本馆ꎮ
(四)遗失书刊应买相同版本(图书也可买再版、修订本)

的书刊赔偿ꎬ如无法购买ꎬ根据书刊出版年限、馆藏资料重要

性等情况ꎬ按下列标准赔偿:
１ １９９４ 年以后出版的精平装图书ꎬ按原价 １０ 倍赔偿ꎮ
２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９４ 年间出版的精平装图书ꎬ按原价的 ３０

倍赔偿ꎮ
３ １９６６ 年以前出版的精平装图书按原价的 ５０ － １００ 倍

赔偿ꎮ
４ 线装书及特藏书的价格ꎬ交图书馆领导处理ꎮ
５ 内部书ꎬ须由本人写出检讨报有关领导审批后ꎬ按原

价的 ３０ 倍赔偿ꎮ 由此造成的其它后果概由本人负责ꎮ
６ 多卷书ꎬ买原书赔偿ꎬ否则按多卷的合计书价 ５ 倍赔

偿ꎬ特殊的多卷本根据书的价值交图书馆领导研究处理ꎮ
７ 中文期刊ꎬ按原价 １０ 倍赔偿ꎻ外文期刊ꎬ按原价 ２０ 倍

赔偿ꎮ
(五)遗失书刊加倍赔偿后ꎬ一月内能将原书归还ꎬ可退

回原赔款ꎮ
(六)集体借书ꎬ如有遗失ꎬ由借阅经手人按以上规定赔偿ꎮ

　 关于调整图书借、还时间及册数的通知

为了适应学校发展ꎬ做好教学科研一线文献保障服务ꎬ
提高图书文献资料的利用率ꎬ经研究决定ꎬ将图书馆文献服

务管理有关规定作必要调整ꎮ 图书外借册数和借期具体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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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下:
一、教师、科研人员、博士生外借数量为 ４０ 册ꎬ借期为 ６０

天ꎬ可续借一次ꎮ 其中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及以上的教师外

借数量为 ５０ 册ꎮ (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省部级重点科研项

目的本校非正高职称的教师ꎬ在主持上述项目期间ꎬ享受正

高职称的借书待遇ꎮ)
二、硕士研究生外借数量为 ３０ 册ꎬ借期 ６０ 天ꎬ可续借一

次ꎮ
三、本、专科、预科学生外借数量为 ２０ 册ꎬ借期为 ６０ 天ꎬ

可续借一次ꎮ
四、校外读者外借数量为 ３ 册ꎬ借期 ３０ 天ꎬ不续借ꎮ
五、特殊政策规定者ꎬ按相关规定执行ꎮ

　 电子阅览室使用须知

１ 航空港校区、武侯校区电子阅览室分别有计算机 １２０
台、６０ 台ꎬ供读者上网和阅览电子文献ꎮ

２ 读者凭本人一卡通上机ꎬ一人一机ꎬ不得多人共用一

台计算机ꎬ读者上机时请先刷卡ꎬ下机前请退出本人账户ꎬ否
则ꎬ系统将自动继续计时计费ꎬ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读者自行

负责ꎮ
３ 读者上机时请首先检查耳机、键盘、鼠标等配件情况ꎬ

如有坏件应及时向管理人员报告ꎬ否则将由上机人负责赔

偿ꎻ在使用中不慎损坏有关配件ꎬ应主动承担赔偿责任ꎬ或在

２４ 小时内购买相同品牌型号配件赔偿ꎮ
４ 读者必须严格遵守网络管理和安全保密协议ꎬ不得泄

漏国家机密ꎬ不得上传或下载不健康的信息资料ꎮ 一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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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ꎬ将报请学校有关部门严肃处理ꎮ
５ 读者上机使用自带光盘ꎬ须经管理人员检查ꎬ不得使

用内容不健康或带严重计算机病毒的光盘ꎮ
６ 读者上机时ꎬ严禁对系统文件作任何删改ꎮ 如因读者

人为因素造成系统损坏甚至崩溃等事故ꎬ将视其情节作出赔

偿、罚款等处罚ꎬ并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ꎮ
７ 严格遵守操作规程ꎬ如有不懂的问题ꎬ请向管理人员

咨询ꎬ不得自行其事ꎬ以免造成设备或系统损坏ꎻ使用中如发

生设备故障ꎬ请立即通知管理人员ꎬ避免造成更大损坏ꎻ如有

严重违规行为ꎬ管理人员有权停止其上机和禁止其使用本室

其他设施ꎮ
８ 遵纪守法ꎬ遵守公德ꎬ文明礼貌ꎬ爱护公物ꎬ保持肃静ꎬ

讲究卫生ꎮ
９ 对本室工作有批评意见或建议ꎬ请向馆办公室反映ꎬ

或在意见簿及我馆主页“馆长信箱”栏目中留下意见ꎮ

　 阅览室查阅须知

１ 航空港校区图书馆和武侯校区图书馆的所有阅览室

对读者实行开架查阅ꎬ概不外借ꎮ 需要复印图书资料的读

者ꎬ需办理临时借出手续ꎬ复印后及时归还ꎮ
２ 读者凭一卡通或阅览证入室ꎬ并在读者登记本上登

记ꎬ填写清楚各项ꎮ
３ 入室时ꎬ须正确使用代书板ꎬ查阅后ꎬ应将代书板交回

工作台ꎮ
４ 请将个人物品放在指定地点ꎬ不得携带入室ꎮ 读者请

自备挂锁将存包柜锁好ꎬ离馆时务必取走自己物品和锁具ꎮ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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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查阅后ꎬ请将图书放回书架原位ꎬ或指定地方ꎮ
６ 爱护书刊ꎬ不得遗失、撕毁、污损书刊ꎬ否则按我校有

关规定处理ꎮ
７ 保持室内安静ꎬ严禁抢占座位ꎮ 注意清洁卫生ꎬ不得

乱扔纸屑、果皮等废物ꎬ严禁吸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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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利用图书馆问答

一、一般性问题

１ 图书馆服务模式是什么?
答:经过充分的考查、论证ꎬ调整了全馆文献资料的布

局ꎬ实现印刷型文献和电子文献的协调统一和共知、共享ꎬ实
行“藏、借、阅、咨一体化服务”的全新开放管理模式ꎬ体现以

人为本的思想ꎬ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ꎮ
２ 如何向图书馆推荐图书?
答:向图书馆推荐图书的方法有多种:一是点击图书馆

主页上的“荐购书刊”ꎻ二是直接与图书馆采购人员联系ꎮ 联

系人:曹霞ꎬ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２２４０２ꎬＥ － ｍａｉｌ:７６４０２６１８＠
ｑｑ ｃｏｍꎻ三是教师、研究生在成都购书中心发现有适合我校

教学科研所需的图书ꎬ请直接告诉该中心销售员是西南民族

大学图书馆需要的图书ꎬ并保留复本 ５ 册ꎮ
３ 有关图书馆的常见问题向谁咨询?
答:可以直接与图书馆学科与信息咨询部联系ꎮ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５２２４０５ꎮ
４ 怎么反映对图书馆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答:对图书馆工作及服务有意见和建议ꎬ可直接与图书

馆办公室联系ꎬ电话:(０２８) ８５５２２４０１ (武侯校区)、(０２８)
８５７０８６６９(航空港校区)ꎻ邮箱:ｌｉｂｂｇｓ＠ ｖｉｐ. ｓｉｎａ. 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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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图书馆与各学院有无固定联系?
答:图书馆与各学院的联系一般通过学科馆员进行ꎮ 各

学院也可与图书馆办公室联系ꎬ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２２４０１
(武侯校区)、(０２８)８５７０８６６９(航空港校区)ꎮ

６ 图书馆是否开展读者培训工作?
答:图书馆开展了三种层次的读者培训工作ꎬ针对不同

的读者培训内容有所不同ꎮ 一是针对新生举办“如何利用图

书馆”的讲座ꎻ二是针对有需求的学院开设«文献检索与利

用»课ꎻ三是针对全校师生举办各种培训等ꎮ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５５２２４０５ꎬＥ － ｍａｉｌ:ｌｉｂｓｗｕｎ＠ １２６ ｃｏｍꎮ

７ 针对新生举办的“如何利用图书馆”讲座的目的、主

要内容是什么?
答:举办讲座的目的是让新生对图书馆有一个全面的认

识ꎬ能顺利利用图书馆ꎮ 主要介绍图书馆的各类信息资源及

其分布情况ꎬ图书馆书目系统的检索ꎬ书刊的借阅方法ꎬ图书

馆的各种管理制度等ꎮ
８ «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主要内容及教学对象是哪些?

课时是怎样安排的?
答:图书馆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教学对象为在校

的全日制本科生ꎬ在大学二年级开课ꎮ 其主要内容是介绍文

献信息检索的基本知识和原理ꎬ以及如何使用各类检索工

具、检索系统获取信息ꎬ利用信息进行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ꎮ
二、公共书目(ＯＰＡＣ)查询

１ 图书馆计算机信息查询系统可以查询哪些信息?
答:图书馆计算机信息查询系统可以查询本馆馆藏书刊

目录信息、读者相关信息(如借阅情况、违章信息、超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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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预约)、汇文网上书刊目录信息、网上书刊订购征询、网
上信息发布和新书通报等ꎮ 在图书馆大厅和电子阅览室的

终端机上ꎬ或在校园网内的其它终端机上均可查询ꎮ
２ 如何进入图书馆计算机信息查询系统?
答:直接进入图书馆主页( ｈｔｔｐ: / / ｌｉｂ ｓｗｕｎ ｅｄｕ ｃｎ)ꎬ点

击“馆藏目录”ꎬ并输入查找内容ꎮ
３ 本馆馆藏书刊目录信息查询方法有哪些? 如何查询?
答:本馆馆藏书刊目录信息查询方法有二种ꎬ即普通查

询、简单查询和高级查询ꎮ
①普通查询:
Ａ、请选择文献类型ꎬ有“所有书刊、中文图书、西文图书、

中文期刊和西文期刊”五种ꎬ点击要查询的文献类型ꎮ
Ｂ、请选择查询类型ꎬ点击三角形ꎬ显示出“题名、作者、主

题词、索取号(索书号)、出版社、ＩＳＢＮ / ＩＳＳＮ 号、订购号、分类

号、丛书号”九种查询类型ꎬ点击所选择的查询类型ꎮ
Ｃ、请输入查询内容:输入查询类型对应的已知查询内

容ꎬ即检索词ꎮ 如已选择查询类型为“题名”ꎬ要查询“信息检

索与利用”一书的有关信息ꎬ可输入已知题名的“信息检索”ꎬ
或输入题名:“信息检索与利用”ꎬ并选择查询模式:“前方一

致”ꎬ或“任意匹配”ꎬ再点击“确定”ꎬ即刻显示所检索的书目

信息ꎮ
②高级查询

在专业查询窗口右下角ꎬ点击“高级查询”ꎬ即刻显示其

窗口ꎮ
Ａ、选择“语种类别”及“文献类型”ꎮ
Ｂ、查询内容有“题名、作者、丛书名、主题词、出版社、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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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Ｎ / ＩＳＳＮ 号、索取号和起始年代”八种类型ꎬ输入一项或多项

查询内容(输入查询内容的类型越多ꎬ所检索的书目信息范

围越小)ꎬ点击“开始查询”ꎬ即刻显示所检索的书目信息ꎮ
４ 如何查询读者借阅书刊的有关信息?
答:读者查阅本人借阅书刊的相关信息ꎬ如借阅情况、违

章信息、超期信息、书刊预约等ꎬ请点击图书馆主页上的“读
者查询”ꎬ选择证件号或条码号ꎬ输入读者标识即本人阅览证

的证件号或条码号ꎬ再输入个人密码(首次密码与证件号相

同)ꎬ点击“进入系统”即刻显示读者信息ꎬ再点击“书刊借阅、
借阅历史、违章信息、超期信息、书刊预约、预约到书、书刊遗

失和读者规则”其中之一ꎬ即刻查询到相应的信息ꎮ
５ 在图书馆找不到的期刊、图书ꎬ能从网上查到哪里有

收藏的线索吗?
答:读者查阅某种期刊、图书ꎬ在本馆未能查到ꎬ可直接

通过进入其它图书馆的主页查询ꎬ也可以进入公共图书馆、
文献情报收藏单位的网页查询ꎮ

６ 图书馆是否办理图书外借预约手续?
答:图书馆开展图书外借预约服务ꎮ 读者如需借阅某一

图书ꎬ而该图书已外借ꎬ可在网上办理预约手续ꎮ
７ 怎样使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答:要想使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ꎬ首先要进入图书馆的

主页ꎬ在 ＩＥ 地址栏中输入 ｌｉｂ ｓｗｕｎ ｅｄｕ ｃｎ 可直接进入图书

馆主页ꎮ
三、查找资料

１ 本馆索书号是如何构成的?
答:索书号是图书馆赋予每种馆藏图书的号码ꎬ这种号

３７



图书馆指南

码在馆藏系统中是唯一的ꎬ有其特定的意义ꎬ可借以准确地

确定馆藏图书在书架上的位置ꎬ是读者查找图书非常必要的

代码信息ꎮ
本馆索书号的构成及意义:
Ｆ０—４３
４０４７ 　 Ｆ７１３ ５

３３４１ 　 Ｉ２５
００１３　

Ｋ２８０ ７４
１００９ 　 Ｏ１５—４４

４７１１
(纵排方式)
Ｆ０—４３ / ４０４７　 Ｆ７１３ ５ / ３３４１　 Ｉ２５ / ００１３　 Ｋ２８０ ７４ / １００９

　 Ｏ１５—４４ / ４７１１(横排方法)(注:横排方式中索书号与著者

号之间用斜线分隔)
索书号由分类号和著者号相结合而构成ꎮ 我馆采用«中

国图书馆分类法»和著者姓名的四角号码来组成索书号ꎮ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为 ２２ 个大类ꎬ采用汉语拼音字母和

阿拉伯数字结合的混合号码ꎮ 索书号中带有分类号ꎬ可将同

一学科主题的图书较集中地排列在书架上ꎬ起到方便读者查找

同一学科主题图书资料ꎮ 著者号采用四角号码法ꎬ取著者姓名

的四角号码ꎬ可将同一著者同一学科的图书较集中地排列在书

架上ꎬ也起到方便读者查找同一著者同一学科图书资料ꎮ
本馆索书号排列顺序是:先按分类号排列ꎻ分类号相同

再按著者号排列ꎮ 其排列方法采用对位比较法ꎮ 举例如下:
①Ｉ － ４２ / ５６８９
②Ｉ０ / ５４０２
③Ｉ２ / １０１２
④Ｉ２４７ ５ / ６７２４
⑤Ｉ２４７ ５ / ７１３１
⑥Ｉ５１２ ４５ / ３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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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由哪些部类组成?
答:«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分为 ５ 大部 ２２ 个基

本大类ꎮ 其基本大类见本书“图书馆目录”ꎮ
３ 如何获得图书馆未收藏的文献?
答:为了弥补图书馆馆藏资源的不足ꎬ我馆开展了大量

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工作ꎮ 主要是为本校读者向国内院

校图书馆(主要是 ＣＡＬＩＳ 的 ＣＡＳＨＬ 成员馆)请求提供文献复

制及原文传递服务ꎮ 复制和传递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论文、
会议文献、学位论文等ꎮ

①与四川大学的馆际互借

对于图书馆没有的馆藏ꎬ我馆读者可以通过 Ｅ － ｍａｉｌ、电
话、上门等各种途径ꎬ向学科与信息咨询部馆际互借员提出

申请ꎮ 服务内容包括书、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报告、标准

等文献复制件或扫描件ꎮ 馆际互借员三个工作日内将送出

文献ꎮ
②基于 ＣＡＳＨＬ 的网上全文提供服务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ｕ￣
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简称 ＣＡＳＨＬ 是教育部拨出专项经

费建立的全国性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期刊保障体系ꎮ
目前ꎬＣＡＳＨＬ 期刊目次数据库包括 ２３００ 多种人文社会科学

外文期刊ꎬ拥有 １５００ 多种期刊的目次数据 ７４ 万多条ꎬ数据回

溯至 １９８４ 年ꎮ
本馆读者可通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ｈｌ ｅｄｕ ｃｎ 免费检索目

次数据ꎬ在此基础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员轻松申请原文ꎮ 若您

不知道文献来源ꎬ也可以直接提交原文传递请求ꎮ
③基于 ＮＳＴＬ 的网上全文提供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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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简称 ＨＳＴＬꎬ在网站上开通了外文期刊数据库、外文

会议论文数据库、外文科技图书数据库、中文会议论文数据

库和中文学位论文数据库等ꎮ 以文摘方式报道近万种外文

期刊ꎬ特别是西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ꎬ以及其他类型文献ꎮ
到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可供检索的二次文献数据量达到 １０００ 余万

条ꎮ
本馆读者可以通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ｓｔｌ ｇｏｖ ｃｎ 免费检索目

次数据库ꎬ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员申请原文ꎮ
４ 知道某篇文献的出处ꎬ如何获取原文?
答:首先通过文献出处(如期刊或会议论文或科技报

告)ꎬ在图书馆主页的“馆藏书刊目录信息”ꎬ查找图书馆是否

收藏有该种期刊等文献ꎬ再到该期刊收藏地借阅复印ꎮ
５ 在哪里可以查到纸质中文期刊的文摘、索引?
答:一是读者在武侯校区图书馆四楼过期期刊阅览室可

以查到纸质中文期刊的文摘、索引ꎮ 常用的文摘、索引有«全
国报刊目录索引»、«人大复印资料专题索引»、«内部资料索

引»、«数学文摘»和«物理文摘»等ꎻ二是访问图书馆主页ꎬ点
击相应的数据库进行查询ꎮ

６ 怎样知道图书馆是否订购某种期刊、图书?
答:读者想知道图书馆是否订购某种期刊、图书ꎬ请点击

图书馆主页上的“书目检索”查询ꎬ或检索有关电子文献ꎮ
７ 图书馆自建的特色专题数据库有哪些?
答:图书馆建有«羌族文献数据库»、«西部开发信息资源

数据库»、«少数民族信息资源数据库»、«畜牧兽医信息资源

数据库»、«藏族信息资源数据库»和«彝族文献数据库»、«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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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民族大学成果库»等ꎮ 读者查阅时请点击图书馆主页上

“资源”中的“自建数据库”查询ꎮ
８ 如何查找与课题相关的文献?
答:查找与课题相关的文献有两种途径:一是利用印刷

型检索工具ꎬ如书目、文摘、索引等二次文献ꎻ二是利用计算

机检索各类数据库ꎬ如«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人大复

印报刊资料数据库»、«维普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Ｅｉ Ｃｏｍ￣
ｐｅｎｄｅｘ、ＥＢＳＣＯ 检索平台、ＥＢＭ 外文数字图书馆等ꎮ

９ 是否可以代查检索工具(ＥＩ、ＳＣＩ、ＩＳＴＰ、ＩＳＲ)?
答:图书馆开展 «工程索引» ( ＥＩ)、 «科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科技会议录索引»(ＩＳＴＰ)、«科学评论索引»(ＩＳＲ)四
大检索工具的代查代检ꎮ 请与图书馆学科与信息咨询部联

系ꎬ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２２４０５ꎬＥ － ｍａｉｌ:５７４８３３４４５＠ ｑｑ ｃｏｍꎮ
四、书刊流通阅览

１ 中文期刊在哪里阅览?
答:武侯校区图书馆:读者查阅当年期刊请到现期期刊

阅览室查阅ꎬ查阅当年以前的期刊请到过期期刊阅览室查

阅ꎮ 航空港校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区查阅ꎮ
２ 外文期刊在哪里阅览?
答:武侯校区图书馆:读者查阅外文刊请到二楼现刊阅

览室查阅ꎮ 航空港校区图书馆:在外文阅览室查阅ꎮ
３ 报纸在哪里阅览?
答:武侯校区图书馆:读者浏览当日报纸请到图书馆阅

报厅ꎬ如阅报厅没有需查阅的报纸ꎬ请到期刊典藏室查阅ꎮ
航空港校区图书馆:在报刊阅览区查阅ꎮ

４ 在图书馆能看到时事性外文报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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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武侯校区图书馆现刊阅览室ꎬ或航空港校区图书

馆报刊阅览区能看到时事性外文报刊ꎮ
５ 图书馆有多少种有关民族研究报刊?
答:图书馆有 １００ 多种有关民族研究报刊ꎬ其中还有藏

族、彝族等民族文字报刊ꎮ 读者可到武侯校区图书馆现刊阅

览室或航空港校区图书馆报刊阅览区查阅ꎮ
６ 如何进行中文图书的借阅?
答:首先要进行书刊目录查询ꎬ查询到所需图书的馆藏

地和借阅情况ꎬ到书库相应书架上找到该图书ꎬ最后拿到自

助借还机处或一楼总台办理借阅手续ꎮ
７ 图书馆的印刷型文献的馆藏特色是什么?
答:西南民族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民族高等学校ꎬ图书

馆藏书特色是民族文献ꎮ 图书馆收藏了有关研究和介绍我

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历史、民俗风情、建筑、服
饰、医药等方面的汉文版文献资料和民族文字文献资料ꎬ这
些文献资料中又以西南少数民族文献ꎬ特别是藏族、彝族、羌
族文献较为丰富ꎬ同时ꎬ还收藏有 ４００ 余册全国少数民族调

查资料(内部资料)ꎮ
８ 民族文献阅览室收藏有哪些民族文字的图书资料?
答:图书馆民族文献阅览室收藏有藏族、彝族、哈萨克

文、维吾尔文等民族文字图书资料ꎮ 民族文字图书查阅方法

与汉文图书查阅方法一样ꎮ
９ 航空港校区图书馆收藏有哪些文献?
答:航空港校区图书馆收藏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哲学、经济、管理、法学、文学、历史、地理、语言、文
字、文化、教育、体育、艺术、军事和自然科学(含计算机)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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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印刷型图书、期刊、报纸和电子文献(全文图书、期刊)及
网络信息资源ꎮ

１０ 怎样查询古籍线装书?
答:查询古籍线装书方法有两种:(１)利用古籍线装书的

分类目录和书名目录查询ꎮ 分类目录按经部、史部、子部、集
部和丛书类排列ꎻ书名目录按书名的第一个字的汉语拼音音

序排列ꎮ (２)利用工具书查询ꎮ 主要的工具书有«中国丛书

综录»、«四库全书总目»等ꎮ
１１ 古籍阅览室收藏有哪些大型丛书?
答:古籍阅览室收藏的图书有古籍线装书和古籍精平装

图书ꎮ 大型古籍线装丛书有«四部丛刊»、«国朝耆献类徵初

编»、«古籍珍本丛书»、«嘉业堂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四
明丛书»等ꎮ 古籍精平装丛书有«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四部备要»、«辞书集成»、«中国方志丛书»等ꎮ
１２ 怎样查检历史年代和古今地名?
答:查检历史年代和古今地名都需要使用工具书ꎮ 查检

历史年代可使用历史年表ꎮ 历史年表是查检历史年代和历

史事件的工具书ꎮ 常用的有«二十史朔闰表»、«中国历史年

代简表»、«中西回史日历»、«中国历史纪年表»等ꎮ 查检古

今地名的常用工具书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古今地名

大词典»、«历代地理沿革表»等ꎮ
１３ 怎样查检语句和典故的出处?
答:查检语句和典故的出处ꎬ一是从字典和词典里查检ꎬ

可使用«辞海»、«辞源»、«成语词典»等工具书ꎻ二是从字、
词、句索引(引得)或通检中查检ꎬ可使用«十三经索引»ꎻ三是

从类书、百科全书中查找ꎬ可使用«古今图书集成»、«艺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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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佩文韵府»等ꎻ四是在诗、文总集里查找ꎬ可使用«诗
经»、«全唐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ꎮ

五、咨询服务

１ 图书馆是否开展定题跟踪服务?
答:为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ꎬ针对用户的科研课题ꎬ图

书馆开展了定题跟踪服务ꎮ 图书馆将利用国内外各种数据

库进行检索ꎬ提供国内外有关动态、水平及发展趋势的文献

线索ꎬ并定期把相关资料通过 Ｅ － ＭＡＩＬ 方式提供给用户ꎬ还
可通过文献传递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所需原始文献ꎮ 详见阅

书馆之页学科服务栏目ꎮ 联系人: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２２４０５ꎬＥ －
ｍａｉｌ:ｌｉｂｓｗｕｎ＠ １２６. ｃｏｍꎮ

２ 图书馆是否开展代查代检服务?
答:图书馆以其丰富的网络资源、光盘数据库为支持ꎬ提

供多种用途和多种形式的代查代检服务ꎮ 联系电话:(０２８)
８５５２２４０５

３ 图书馆是否开展文献传递工作?
答:是的ꎮ 详见第五章中的“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

务”ꎮ
４ 有关电子阅览室的问题有哪几种咨询方法?
答:有关电子阅览室的问题有多种咨询方法:一是到图

书馆电子阅览室咨询ꎻ二是拨打电话:(０２８)８５５２２４０１(武侯

校区)、(０２８)８５７０９９８６(航空港校区)ꎻ三是发电子邮件至 ｌｉｂ
＿ｓｗｕｎ＠ １２６. ｃｏｍꎮ

５ 电子阅览室通过什么方式接入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答: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目前通过中国教育网接入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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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规则

１ 怎样办理借阅证?
答:本、专科生、研究生在学校注册报到时统一办理的一卡

通具有借、阅功能ꎻ校外人员凭身份证到图书馆办公室办理ꎮ
２ 丢失一卡通后怎么办?
答:一卡通丢失后ꎬ请速到武侯区图书馆三楼办公室ꎬ或航

空港校区图书馆一楼办公室办理挂失手续ꎮ 否则后果自负ꎮ
３ 能使用别人的一卡通借阅图书吗?
答:一卡通在图书馆只限本人使用ꎬ不得使用他人的ꎬ否

则将其没收ꎬ并按有关规定处理ꎮ
４ 怎样办理离校手续?
答:所有读者离开学校须到图书馆还清所借书刊ꎬ如遗

失图书和借书超期ꎬ应先办理赔书手续和缴纳超期滞纳金ꎬ
再办理离校手续ꎮ

博士生、硕士生须先在图书馆主页上提交学位论文电子件

并将一份纸本终稿毕业论文交到学科与信息咨询部ꎬ再办理离

校手续ꎮ
５ 书刊外借过期为何交纳超期滞留金?
答:为了提高书刊利用率ꎬ图书馆对读者所借图书均有不

同的借阅期限规定ꎮ 借阅图书超期应按规定交纳超期费用ꎮ
６ 毕业生实习期间ꎬ借阅图书超期怎么办?
答:毕业生在实习前ꎬ由学院出具证明ꎬ写明实习期限并

附上毕业班实习人员名单交图书馆办公室备案ꎬ实习期间超

期费用免交ꎬ否则视为超期ꎮ
７ 书刊外借过期是否影响继续借书?
答:读者外借图书过期和超期滞留金未处理时ꎬ均不能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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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借阅其它图书ꎮ
８ 图书资料丢失后怎么办?
答:读者应妥善保管所借图书、期刊ꎬ所借图书、期刊若丢

失ꎬ请到图书馆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ꎮ 图书、期刊丢失赔偿有

两种方式:一是购买同一作者、同一出版社的同一种图书(可以

是该书的再版书、修订本)ꎻ二是按学校有关规定赔偿ꎮ
９ 怎样续借图书?
答:读者可根据需要ꎬ到图书馆借书处办理续借手续ꎬ或

在网上自己办理续借ꎮ
１０ 续借图书有哪些规定?
答:读者办理外借图书续借手续ꎬ一般图书续借一次ꎬ只

能在图书到期之前一周内办理续借手续ꎮ 续借日期与第一

次借期相同ꎮ 续借图书的借期从续借之日算起ꎬ过期图书不

能续借ꎮ
１１ 发现所借阅图书资料有污损、缺页现象怎么办?
答:读者借阅图书资料时ꎬ首先应自查图书有无污损、缺

页现象ꎬ如有应立即交工作人员盖污损章ꎬ处理后方可办理

外借手续外借ꎬ否则后果自负ꎮ
１２ 读者借书、还书能不在同一图书馆吗?
答:图书馆为我校师生提供武侯校区图书馆和航空港校

区图书馆之间的“通借通还”服务ꎬ读者可以任意在武侯校区

图书馆或航空港校区图书馆借、还图书ꎮ
１３ 读者可任意在两校区图书馆借阅书刊吗?
答:读者可任意在两校区图书馆借阅书刊ꎬ即武侯校区

的读者可在航空港校区图书馆借阅书刊ꎬ航空港校区的读者

可在武侯校区图书馆借阅书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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