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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目标 

本讲座将主要介绍标准和学位论文的检索与获取。

标准目前已成为广大企业及科技工作者从事生产经

营、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宝贵信息资源。主要介绍

万方—中国标准数据库，综合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

建设部情报所、建材研究院等单位提供的相关行业

的各类标准题录。包括中国标准、国际标准以及各

国标准等200余万条记录，每月更新，保证了资源

的实用性和实效性。另外还为您介绍几种国内外学

位论文数据库的特色和检索方法。 

 适用于全校师生 



内容提纲 

  标准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国内外硕博士学位论文检索与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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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标准的概念 

标准是为了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程序，经有

关方面协商一致并由主管机构批准，共同使用的和

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GB/T20000.1-

2002）。 

标准文献包括一整套，在特定活动领域必须执行

的规格、定额、规划、要求等方面的技术文献。 

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

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保障安全和人民身体

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有利于产品

的通用互换及标准的协调配套等。 

 

 



标准的分类-1 

按适用范围： 

国际标准 

 指国际间通用的标准，主要有ISO标准，IEC等 

 ISO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简称，ISO负责除电工、电子领域和军工、

石油、船舶制造之外的很多重要领域的标准化活动。 

 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电工技术标准化方面保持密切合

作的关系 

 在ISO/IEC系统之外的国际标准机构共有28个。每个机构都在某

一领域制订一些国际标准，通常它们在联合国控制之下。一个典

型的例子就是世界卫生组织(WHO)。ISO/IEC 制订的85%的国际

标准，剩下的15%由这28个其他国际标准机构制订。 

国家标准 

 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的，必须在全国范

围内统一和实施的标准 



标准的分类-2 

 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国标（GB）和推荐性国标（GB/T）。 

 强制性国标是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及行

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国家标准；推荐性国标是指生产、检验、

使用等方面，通过经济手段或市场调节而自愿采用的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在中国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行业或专业标准 

 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是某行业范围内统一

的标准 

地方标准： 

 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主管部门发布，在当地范围内统

一的标准 

 



标准的分类-3 

企业标准： 

 是由企业批准发布的标准 

 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

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并报有关部门备案。 

按内容及性质： 

技术标准 

工作标准 

管理标准 

 



中外标准数据库来源 

国家技术监督局 建设部情报所 建材研究院 

中国国家标准、建设标准、建材标准、行业标准及国际
标准、国际电工标准、欧洲标准以及美、英、德、法国
国家标准和日本工业标准等各类标准题录。 



万方-中外标准数据库检索与利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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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外标准数据库检索与利用（2） 

网址：https://c.wanfangdata.com.cn/standard 

 

中外标准数据库（China Standards Database）收录了所

有中国国家标准（GB）、中国行业标准（HB）、以及中

外标准题录摘要数据，共计200余万条记录，其中中国国

家标准全文数据内容来源于中国质检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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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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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外标准数据库检索与利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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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外标准数据库检索与利用（4） 



万方-中外标准数据库检索与利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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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外标准数据库检索与利用（6） 

16 



中国知网--中国 

标准全文数据库（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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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标准全文数据库（1） 

 网址：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ISD 

 

 《标准数据总库》是国内数据量较大、收录相对完整的标准数据库，

包括《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SCSF）、《中国行业标准全文数据

库》（SCHF）、《职业标准全文数据库》（CVSD）、《中国标准题

录数据库》（SCSD）、《国外标准题录数据库》（SOSD），收录

标准共计60余万项。《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SCSF）收录了由中

国标准出版社出版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所有国家标准，

占国家标准总量的90%以上。《中国行业标准全文数据库》（SCHF

）收录了现行、废止、被代替以及即将实施的行业标准。登录用户名

:xn0015 密码:scdxwl 

 

 访问方式：IP控制，并发用户数目为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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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ISD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ISD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ISD


中国知网--中国标准全文数据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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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标准全文数据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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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标准全文数据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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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用阅读器打开 



国内外硕博士 

学位论文检索与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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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收藏的本校硕博士学位论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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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收
藏的本校
硕博士学
位论文 

 

本校提供
论文文摘
信息检索
的论文：
系统和纸
本约10万
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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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收藏的本校硕博士学位论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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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收藏的本校硕博士学位论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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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收藏的本校硕博士学位论文（4） 

记下完整的馆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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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收藏的本校硕博士学位论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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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收藏的本校硕博士学位论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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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收藏的本校硕博士学位论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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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收藏的本校硕博士学位论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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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数据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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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库（1） 

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库：中国中国学位论文全
文数据库（China Dissertations Database），收
录始于1980年，年增30余万篇，涵盖基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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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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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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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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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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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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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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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库（7）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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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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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

新平台）：覆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农业、
哲学、医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
领域。截止至2012年06月，收录来自621家
培养单位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46万多篇。 

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 

http://202.115.54.17:8088/V/YEGNP56II647HGAEC9XGQG3X5UHFNKCC5VLS7LBTJD51GUSL3D-00086?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2395
http://202.115.54.17:8088/V/YEGNP56II647HGAEC9XGQG3X5UHFNKCC5VLS7LBTJD51GUSL3D-00086?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2395
http://202.115.54.17:8088/V/YEGNP56II647HGAEC9XGQG3X5UHFNKCC5VLS7LBTJD51GUSL3D-00086?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2395
http://202.115.54.17:8088/V/YEGNP56II647HGAEC9XGQG3X5UHFNKCC5VLS7LBTJD51GUSL3D-00068?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2391
http://202.115.54.17:8088/V/YEGNP56II647HGAEC9XGQG3X5UHFNKCC5VLS7LBTJD51GUSL3D-00068?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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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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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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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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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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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NKI新平
台） ：覆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

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截
止2012年06月，收录来自404家培养单位的
博士学位论文17万多篇。收录年限：从1984

年至今的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 

http://202.115.54.17:8088/V/YEGNP56II647HGAEC9XGQG3X5UHFNKCC5VLS7LBTJD51GUSL3D-00068?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2391
http://202.115.54.17:8088/V/YEGNP56II647HGAEC9XGQG3X5UHFNKCC5VLS7LBTJD51GUSL3D-00068?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2391
http://202.115.54.17:8088/V/YEGNP56II647HGAEC9XGQG3X5UHFNKCC5VLS7LBTJD51GUSL3D-00068?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2391
http://202.115.54.17:8088/V/YEGNP56II647HGAEC9XGQG3X5UHFNKCC5VLS7LBTJD51GUSL3D-00068?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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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 



47 

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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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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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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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6） 



51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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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2）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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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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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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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CALIS镜像）（1） 

网址：http://www.pqdtcn.com/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是目前全球唯一提供国外

高质量学位论文全文的数据库，主要收录了来自欧

美国家2,000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论文，目

前中国集团可以共享的论文约80万余篇，涉及文、

理、工、农、医等多个领域，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

要的信息资源，对于研究和更新世界最新科学前沿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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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qdt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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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中国集团”在国内建

立了两个镜像站，可登录任一网站检索并下载全文。网
上浏览期刊全文（PDF格式）需要使用Acrobat Reader

软件，如果您的计算机上尚未安装，从AcrobatReader

下载。利用Acrobat Reader可以将阅览到的全文直接打
印和存盘。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CALIS镜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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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CALIS镜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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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CALIS镜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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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CALIS镜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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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CALIS镜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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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学位论文中心服务系统 ： 

简要介绍：高校学位论文是反映高校特点和水平的文
献。建设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的目的是通过对分散在
各大学中各类学科的学位文献信息的收集、整理、建
库、上网，使原始的论文信息获得升值，为国内外希
望获取高校学术信息的用户提供一个方便的查询途径，
起到推动高校教学、科研交流和促进发展的作用。高
校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
国著名大学在内的83个CALIS成员馆的硕士、博士学
位论文。 

CALIS学位论文中心服务系统（1） 

http://202.115.54.17:8088/V/?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1023
http://202.115.54.17:8088/V/?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1023
http://202.115.54.17:8088/V/?func=native-link&resource=SCU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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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学位论文中心服务系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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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学位论文中心服务系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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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S学位论文中心服务系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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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题录与文摘数据库资源、

其他单位数据库资源、馆藏书

目，通过原文传递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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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题录与文摘等数据库通过原文传递
获取。（1） 

点击“馆际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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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题录与文摘等数据库通过原文传递
获取。（2） 

        要使用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需要先注册一个的账号。下
面以CALIS为例，为大家介绍注册方法。首先，进入馆际互借
系统，根据提示用你的一卡通账号和密码登录后即可进行账号
注册。（不受校园网限制，外网均可注册） 

        通过电话核实的方式进行确认。联系电话：028-85410516

。审核完成之后即可登录使用。 

注意，在填写需要传递的文献时，出版社名称、卷期号、页码
信息等填得越详细越好，这样更能让工作人员快速找到所需要
的文献。 
 

http://ill.sc.calis.edu.cn/gateway/
http://ill.sc.calis.edu.cn/gat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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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题录与文摘等数据库通过原文传递
获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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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题录与文摘等数据库通过原文传递
获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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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题录与文摘等数据库通过原文传递
获取。（5） 



欢迎交流和咨询 

e-mail:jpliang@scu.edu.cn 



调查问卷 讲座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