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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检索基础知识 

中文数据库 

外文数据库 

相关服务 



检索基础知识 

文献的类型 

计算机检索技术 

     布尔逻辑检索 

       截词算符 

       字段检索 

文献检索方法 

 



  根据文献的编辑出版形式划分文献可分为 

图    书 连续出版物 特种文献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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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书 ( book ) ISB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定义：指内容比较成熟、资料比较系统、有完整定型的装祯形式的出版物。 

格式：著者、书名[M]、版本(第1版不标注)、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所在的
起始或起止页码。  

【例】 Borko H, Bernier C L. Indexing concepts and methods[M].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            

 2. 期刊 ( journal、 periodical ) ISSN(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定义：一种以印刷形式或其他形式逐次刊行，通常有数字或年月顺序编号，并打算无
限期地连续出版下去的出版物。期刊一般都有固定的刊名。 

格式：著者、题(篇)名[J]、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引文所在的起始或起止页码。 

【例】Porter MF, Zhang J. An algorithm for suffix stripping[J]. Program. 1980, 

14(3):130~137  



3. 学位论文 ( dissertation、 thesis ) 

定义：高等学校或研究院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从事某一学术课题的研究，为获得某

种学位而撰写的学术性较强的研究论文。 

格式：著者、题(篇)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引文所在起始或起止页码。  

【例】 Cairns R B. Infrared spectroscopic studies on solid oxygen [D].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1986 

4.  会议文献 ( conference、 paper ) 

定义：会议文献是在各种学术、专题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和报告。会议文献多数以会议
录的形式出现。是专业领域最新研究成果报道的一种主要方式。 

格式：文献著者、题(篇)名[A]、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所在起
始或起止页码。 

【例】 Neal J. The Digital Imperative：Building the Electronic Library of the 

Future[A]. '98  General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es[C],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1998.  







                 计算机检索技术 

布尔逻辑检索  

    布尔逻辑（组配）算符：系统中采用的逻辑组配算符是布尔代数中的逻辑运算符

AND/*（与）、OR/+（或）、NOT/—（非）。 

    布尔逻辑检索： 即运用布尔逻辑算符对检索词进行逻辑组配，表达两个概念之间的

逻辑关系。         

         1. AND 或 * 算符 实现逻辑“与”组配          
检索时，命中信息同时含有两个概念，专
指性强。 

如：    traffic AND control 



   2.  OR 或  +  算符 实现逻辑“或”组配         

3.  NOT   或 –  算符 实现逻辑“非”组配 

检索时，命中信息包含所有关于逻辑A或逻辑
B或同时有A和B的，检索范围比AND扩大。 

如：rapid transit OR light rail OR 

subways 

     railway OR railroad 

命中信息包含逻辑A、不包含逻辑B或同时
有A和B的，排除了不需要的检索词。 

 

如：fruit NOT apple  

        



计算机检索技术 

是在检索词词干后面加一个截词符，表示不限制词尾可变化
的字符位数，即查找词干相同的所有词。 

例:  comput*   表示允许其后可带有任何字符且数量不限，
相当于查找compute、 computed、 computes、 
computing、 computer、 computers、computerize、
computerized、computation、 computations、 
computational、 computationally 等词。 

 不宜将词截得过短，否则容易造成误检。 

截词算符 



字段检索 (range searching)：    字段检索即指定检索词出现的字段，被指定的字段也称检索入口，检索

时，系统只对指定字段进行匹配运算，提高了效率和查准率。西文数据库，字段检索常用代码来表示，如下表所示。                                                    

计算机检索技术 



从课题/主题入手查找相关信息 

• 找出每个概念的不同表达（同义词，近义词，相关词） 

• 选择专业的、通用的、专指的、有代表性的词 

• 避免使用含义模糊的、一词多义的检索词 

• 平时注意积累本专业的相关词汇 

• 用布尔逻辑算符表达检索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 用截算符检索同一词干的词 

• 用检索字段提高检索效率和查准率 

• 充分利用数据库提供的检索工具 

分析课题，提炼出重要/不可缺少/核心的概念 

文献检索方法 



从课题/主题入手查找相关信息 

• 找出每个概念的不同表达（同义词，近义词，相关词） 

• 选择专业的、通用的、专指的、有代表性的词 

• 避免使用含义模糊的、一词多义的检索词 

• 平时注意积累本专业的相关词汇 

• 用布尔逻辑算符表达检索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 用截算符检索同一词干的词 

• 用检索字段提高检索效率和查准率 

• 充分利用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库 

分析课题，提炼出重要/不可缺少/核心的概念 

文献检索方法 



文献检索方法：检索举例 

360度绩效考核：360 degree feedback  

… …The 1990s have been a good decade for 360-degree feedback 

(a.k.a. multi-rater or multi-source feedback). Once a luxury for senior-

level executives, these assessment methods-which collect data from 

peers, direct reports, supervisors and othersare becoming a must have 

for managers of all levels … 



文献检索方法:检索词的收集 
360°  

360  

360-degree  

“360 degree”  

 

“multi rater”  

“multi raters”  

“multi-rater”  

“multi-raters”  

“multiple rater” 

 “multiple raters” 

"multi source"  

"multisource"  

 

Feedback 

“feed back” 

assessment*  

evaluat*  

appraisal* 

performance 

 

从一点入手，由
“点”到“面”

逐渐展开 



文献检索方法:检索词的逻辑关系 
 

（360° OR 360 OR 360-degree OR “360 degree” OR 

“multi rater”  OR “multi raters” OR “multi-rater” 

OR “multi-raters”  OR "multi source" OR "multisource" 

OR multi OR “multiple rater”OR “multiple raters”）
AND (feedback OR “feed back” OR assessment* OR 

evaluat* OR appraisal* OR performance)  

 

 

 



检索举例—高温气冷堆的故障诊断方法 
  

高温气冷堆  
 High temperature gas cooled 

reactor      

 

有复数形式吗？ 

 High temperature gas cooled 
reactors 

 

单复数都要检索，需用截词符 

 High temperature gas cooled 
reactor* 

 

有缩写形式吗？ 

 HTGR 

 

 
故障诊断 
 
 Fault diagnosis  

 Fault  Analysis    

 Safety Analysis  

 Safety assessment 

 Uncertainty  Analysis 

 Error detection 

 Detection  

 Recognition  

 Monitoring   

 

 



文献检索方法 

滚雪球法 
 先用你认为重要的关键词或者按熟悉的作者检索文献 

 检索出的文献按“相关度排序” 

 浏览文献，注意同义词，从中挑选重要的检索词，形成
一个初步的检索策略，再次进行搜索 

 在检索出的相关文献中继续挑选重要的检索词，形成新
的检索式进行检索 

 不断的调整检索策略，补充、优化检索词，最终形成一
个全面、准确的检索策略 

 检索中尽量使用截词符（不留遗漏） 



文献检索方法:充分利用提供的工具 
学科、行业分类限定检索 

相关索引的利用 

文献类型 

 Scholarly journals/Report//Dissertations/Working papers… 

文章类型的限定 

 Articles/Literature reviews/Case studies/Market research…. 

文献语种的限定 

文献聚类 

 作者/研究机构（发现领军人物和机构）、出版物等等 

最新文献通报服务（Alert Service） 

文献导出到个人文献管理软件 





查找数据库  

数字资源门户 

可按数据库类型、
数据库名称检索等
方式查找本馆325
个数据库 

http://202.115.54.17:8088/V/JT27JK3BNBFG43IVMGERSFIGPI4JEIM28L5DIBPB6UH1PB9HX1-01764?func=find-db-1


主要内容 

检索基础知识 

中文数据库 

外文数据库 

相关服务 



中文数据库 

  中文电子图书  

  中文综合类数据库 

  评价性数据库 

  中文古籍文献数据库 

  其他数据库 

 

 

 



中文电子图书 

  超星数字图书馆  

  读秀图书搜索 

  中华数字书苑 

  科学文库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书香川大》电子书  

自建特色资源--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
合作计划 (CADAL)  



 超星数字图书馆  

超星数字图书馆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网上数字图书馆。设有文学、历
史、法律、计算机等几十个分馆。目前超星电子图书为我校开通教
育网远程访问的权限，该站点上有电子图书830,000册，均为我馆
已购图书，内容覆盖各学科。  

下载：超星图书可以在线阅读也可下载到本地硬盘保存。超星电子
图书为加密数据。访问我馆提供的超星电子图书只限于四川大学IP

地址范围，并且下载的电子图书与下载所用计算机绑定，拷贝到其
他计算机上无法阅读。下载后图书的有效期为一个月，一个月后如
需要访问该图书还需要重新下载。 









高级检索 



读秀图书搜索 
读秀学术搜索是由中文图书资源组成的知识库系统，
它以200多万种中文图书资源为基础，提供深入图书资
源内容的全文检索、部分文献的全文试读。同时，它
还与本馆电子图书数据库、馆藏目录系统挂接，方便
读者使用。读者还可通过电子邮件获取部分全文内容，
以及多种获取图书途径信息。 















中华数字书苑 

累计覆盖建国以来发行图书总量一半以上近80

万册的正版图书； 

全国主流发行报纸、100%报业集团约500种报
纸实时更新； 

覆盖所有工具书分类约2000种工具书；收录36

万张艺术类珍贵图片。 







科学文库 

科学文库(http://book.sciencereading.cn/)是科学出版社第
一批数字出版建设的重点项目，是国内针对图书内容资源
的在线全文发布平台。该平台收录内容为科学出版社自有
出版物。我校师生可免费享受“科学文库”49000余种电
子书的在线全文阅读和下载服务。（注：下载到本地的
PDF文件需用指定阅读器CAJViewer打开。下载的文件超
过15日需要重新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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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包涵了11个子库，
近万册图书，8000多万个知识点。全库是由人民出版
社在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指导下开发建
成的。数据库系统、完整的收录了建党以来出版的马
列中文版经典著作，党的文件、文献，法律法规和国
家主要领导人著作。并配以功能强大的数据库使用工
具，形成了一个内容权威、功能实用的专业精品数据
库。 





 《书香川大》电子书  
（1）提供了大众社科类的10万册数字图书和3万集有声图书，图书类型包括畅销长销、名家精品、经典
名著、人文历史、大众社科、教育科普、网络文学等多种类型，有声图书包括经典评书相声、畅销小说、
经典读物等。 

（2）本库属于互联网方式的数字图书馆，每本书的浏览、下载都没有副本限制，我校读者在本校IP范围
内注册获取账号后，就可以利用该账号在校内外任何可以上网的地方访问该数据库。 

（3）为每一位读者提供了一个网上个人“终身书房”。即允许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账号后，毕业后也可终
身使用这个互联网数字图书馆。 

（4）厂商承诺每年更换部分图书（2万册）和听书（2000集），但读者在图书上线期间（下架前），将
该本图书收藏到个人网上“终身书房”后，就可以永久保留这本书的阅读权，由于学生可以毕业终身使用
，从理论上将学生每年可以不断把新书保留在自己的网上书房内，因此若干年后，每个学生的个人网上书
房中可能保留数十万本书。 

（5）提供电脑客户端，设置了阅读体验效果好的读书软件，用户可以将图书免费下载到电脑本地，支持
离线阅读，从而终身在电脑上保留了自己喜爱的图书。而且下载数量没有限制。 

（6）提供了手机客户端，支持移动阅读，手机客户端软件功能齐全，阅读体验好，用户可以将图书、听
书免费下载到手机上阅读、收听。 

（7）提供了校内新闻、组织活动、书评、书友相互交流互动、推荐图书等功能。 





自建特色资源--高等学校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 

(CADAL)  

CADAL（China-America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是一个由国家
投资，作为公共服务体系一部分的数字图书馆项目，同时得到“中美百
万册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美国合作方给予的软硬件系统支持。四川
大学图书馆作为中英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CADAL）四川大学
数字资源中心，负责文革后硕博士学位论文及馆藏民国书刊等特色资源
的数字化。该数据库中本校读者可以访问的资源有古籍、民国图书、民
国期刊、绘画、英文图书。 此外本校只能检索不能访问全文的资源有
：现代图书、学位论文（四川大学的学位论文可以访问全文）、视频。   

特别提示：1.需下载并安装 Djvu插件。 2.当检索尚未对我校开放的资
源时，会出现"VIP用户登录"的提示。 





中文综合类数据库 
“中国知网”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 

“维普”数据库  

超星期刊数据库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综合版)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龙源电子期刊 

 



中国知网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 



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 

内容：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期刊为主，内容覆
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
。截至2012年6月，收录国内学术期刊 7900多种，其中创刊至1993年
3500余种，1994年至今7700余种，全文文献总量3400多万篇。 

资源特色： 核心期刊收录率96%；特色期刊（如农业、中医药等）收
录率100%；独家或唯一授权期刊共2300余种，约占我国学术期刊总量
的34%。 

专辑专题：产品分为十大专辑：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
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
、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十大专辑下分为168个专题。  

收录年限：自1915年至今出版的期刊，部分期刊回溯至创刊。 



网络语言的价值分析与伦理建设研究 

关键词 

        网络语言 

        价值 

        伦理 OR 道德 



主题 

篇名 

关键词 

摘要 

全文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好 









中国知网--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知网--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国引文数据库  
该库是基于CNKI源数据库文
献的文后参考文献和文献注释
为信息对象建立的一个规范的
引文数据库。引文数据权威准
确，涵盖期刊（中外文）、博
硕士学位论文、国内/国际会
议论文、图书、中国专利、中
国标准、年鉴、报纸等文献类
型引文。通过揭示各种类型文
献之间的相互引证关系，不仅
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新的交流
模式，而且也可以作为一种有
效的科研管理及统计分析工具
。引文数据已超4.3亿条，并
以每年4000万条的速度扩增
。 



中国知网--中国图书引证统计分析数据库  
该库的评价对象为建国以来在中
国大陆出版的图书以及584个出
版社。实现了同类图书、出版社
的被引频次排序，为学术图书的
质量评价和影响力评价提供客观
数据。至2016年底我国出版图书
451万本，书目信息来自国家版
本图书馆的权威数据。数据库对
每一本图书的被引频次进行了统
计。被引频次为图书被中国知网
期刊、硕、博士学位论文、会议
论文等学术论文的引用频次。在
图书评价基础上，数据库设计了
出版社评价模块，发布了各出版
社各年各学科出版图书数量、出
版社学科H指数，并据此发布了
各学科核心出版单位排行榜。 



 中国知网--知识发现网络平台（简称KDN）  

KDN检索平台提供了统一的检索界面，采取了一框式
的检索方式，用户只需要在文本框中直接输入自然语
言（或多个检索短语）即可检索，简单方便。一框式
的检索默认为检索“文献”。文献检索属于跨库检索
，目前包含文献类数据库产品期刊、博士、硕士、会
议、报纸、年鉴、专利、标准及成果等八个库。一框
式检索的优点，简单易用，风格统一。 





“万方”数据库 





“维普”数据库 



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7.0（远程站点 用户名及密码：scdx）  

平台含有期刊总量：
12000余种； 

核心期刊：1981种； 

文献总量：4500余万
篇； 

回溯年限：1989年，
部分期刊回溯至1955

年； 

更新周期：中心网站
日更新。 





维普智立方知识资源服务平台 (VIP)  



超星期刊数据库 
超星期刊目前涵盖中外文期刊8.8万余种，全文收录国内中
文期刊约7100种，其中约1700种核心刊，英文期刊超过
400种，独有期刊734种。超星期刊支持全终端中英文文献
检索与全文下载。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综合版)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 

现代索引数据库（1950-） 

覆盖范围: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政治
、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语言文字、文
学、艺术、历史地理。  

 时间跨度:  1833-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龙源电子期刊  
目前全文在线的综合性人文大众类期刊品
种已达到3000种，内容涵盖时政、党建、
管理、财经、文学、艺术、哲学、历史、
社会、科普、军事、教育、家庭、体育、
休闲、健康、时尚、职场等领域。 





评价性数据库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远程）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  
数据库仅专注于人文社科，涵盖了人文社科的各个方面，哲学、
政治学与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与经济管理学、教育学、文学
与艺术、历史学、文化信息传播学以及其他。其精选公开发行报
刊上的重要论文，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含有新
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或具有一定重要的代表性，能反映学术研
究或实际工作部门的现状、成就及新发展。出版的数据库是从全
国人文社科类期刊报纸中收录精选而来。  

 覆盖范围: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时间跨度:  1995-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从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
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目前收录包括法学、
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
学术期刊，利用CSSCI可以检索到所有CSSCI来源刊的收录
和被引情况。 

由于该数据库只有5个并发用户，如登陆不上请稍候再链接。  

覆盖范围: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  

 









CSSCI 来源期刊（2019-2020）目录.pdf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远程）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收入人民日报1946年创刊至今七十多

年来的新闻报道，是一座大型的、纪实的、珍贵的资料库。它忠
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多年来走过的风雨
历程，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建设历史，利
用电子出版海量信息容量的优势，将人民日报自创刊至今的所有
报道容纳其中，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包含子专题：
要闻/国内要闻/国际/要闻/视点新闻/经济/国际/党建周刊、交流、
文艺评论、理论/政治/文化/体育/读者来信、民主法制周刊、科教
周刊、议政建言周刊、经济周刊/国内政治、立法与执法、科教周
刊·科技视野、文艺纵横、财经纵横/法律与生活、科教周刊·健康
时空、国际周刊、企业经纬/国际副刊、科教周刊·人与自然、摄
影、人与自然等。 





中文古籍文献数据库 
中国丛书库(服务器地址:202.115.54.55;用户名:user；密码:user) 

 中国俗文库(服务器地址：202.115.54.55;用户名：user；密码：user)  

中国基本古籍库(服务器地址：202.115.54.55;用户名：user；密码：user)  

中国方志库（初集、二集）（服务器地址：202.115.54.55;用户名：user；密码：user） 

中国类书库（初集）(服务器地址：202.115.54.55;用户名：user；密码：user)  

中国谱牒库(服务器地址:202.115.54.55;用户名:user；密码:user)  

敦煌文献库(服务器地址：202.115.54.55;用户名：user；密码：user) 

《申报》（服务器地址:202.115.54.55;用户名:user；密码:user）  

  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数据库（远程镜像）（用户名：scdx，密码：8f3fa9a8）  

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  

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  

中国谱牒库二集（明清科举录）（远程访问）  

《中国金石总录》数据库  

大清历朝实录数据库（远程镜像）（用户名： scdx 密码： 123abc） 

大成故纸堆数据库 

自建特色资源--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CALIS)  





















其他数据库 
大公报（1902-1949）  

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超星名师讲坛——超星视频 

公图艺术资源O2O服务平台 

KUKE数字音乐图书馆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  

中科JobLib就业与创业创新知识总库  

Note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 

学术小论文检测工具 

学术文献速译工具 

 



大公报（1902-1949）  



台湾大陆同乡会文献数据库  



 超星名师讲坛——超星视频  
超星视频邀请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学术权威，将他们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制作成视频，以
期与广大师生朋友共享。视频是一种直观的阅读方式，它可以提供给观众更广泛的阅读资源，
带给读者不同于普通读物的阅读效果。 

超星视频数据库特点： 

      1.超星视频库中所有报告片都是由超星自主拍摄，自主版权。 

      2.所有学术视频都是针对教学研究由专家专门设计报告内容，凝结了专家的研究精髓。 

      3.视频形式，面对面授课，充分发挥了网络教学的优势。 

      4.插图、提纲、文字配合，知识点一手掌握，提供字幕检索、字幕下载等多种学习手段。 

      5.专用视频数据库平台，管理播放一体，简单方便。 

      6.首期推出国内百余名知名教授和学者的2000部学术专题片。 

      邀请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学术权威，通过影像技术将其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系统地记录、保
存并传播。目前囊括了工学、理学、哲学、法学、经济学、艺术、医学、文学、历史学等系列
，参加拍摄的名师、专家学者已经达到1400余名，讲授形式包括：课堂教学系列、专题讲座系
列及大师系列。我校已订购视频16000集。 





公图艺术资源O2O服务平台 
《公图艺术资源O2O服务平台》目前包含艺术资讯、艺术知识、
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机构、艺术讲堂、原创交流等版块，并
且在资源板块及资源量上不断丰富。 

平台目前涵盖了艺术类众多专业，专业覆盖面齐全。平台资源囊
括了文档、图片、音频、视频、课程等多种类型，其中艺术大师
高清名作42000多幅，师生原创作品22000多个，主播精讲音频
时长36000分钟，各类视频20000集，平台数据量达40多万条。 

平台线下服务包含了“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大型艺术展、3D及
VR新技术应用、艺术知识讲座、大师微喷作品上墙、电子艺术屏
等多种形式。平台从多角度开拓在校师生的艺术视野，增加艺术
知识的积累，提高师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从而做到不出校门也能
领略全球艺术精华。 

 





 KUKE数字音乐图书馆  
国内唯一一家专注于非流行音乐发展的数字音乐图书馆。拥有
Naxos、Marco Polo、AVC、Countdown、CRC等国内外著名唱
片公司的授权。目前已收藏了世界上98%以上的古典音乐，以及
世界各国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音乐、爵士音乐、电影音乐、新世
纪音乐等多种音乐类型，并配备有丰富的文字资料介绍。共汇聚
了中世纪到近现代9000多位艺术家、100多种乐器的音乐作品，
50多万首曲目。KUKE的特色资源--“英语读物”，由BBC、ABC

当红主播朗读，将古典音乐与儿童文学、诗歌名著、小说、历史
传记等完美结合，目前已收藏了近千部作品，是优质的英语视听
课课件。古典音乐电子杂志《ARIA-阿丽雅》（月刊），以古典
音乐为索引，从音乐人物、音乐故事、音乐地理、乐器、曲风等
全方位、多视角充分展示古典音乐的魅力。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简要介绍：我校购买了大学英语四级课程、大
学英语六级课程、考研英语课程和出国留学类
课程。同时公司赠送点睛题库包、专门英语测
评、求职那些事儿全库内容。 

在校园网范围内注册个人账号，即可随时随地
漫游使用，不再受校园网ip限制。 

注意：浏览器一定要是IE7，IE8或者火狐浏览

器中的一个才能正常使用，否则会很慢甚至不
能听课。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 
银符考试模拟题库B12主要内容包括：语言类、计算机类、公务员类、经济类、

法律类、研究生、工程类、医学类、综合类等九大考试专辑。历年真题：收录了
从96年至今的全部真题试卷。全真模拟：包括七大类59小类热门考试的历年权威

性模拟预测试卷。随机组卷：中的全部试题均为历年真题或者教学专家最新编写
的权威性模拟试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很高的模拟练习价值。 专项练习：学生

可以对自己掌握比较薄弱的某类题型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练习。我的题库：以便
以后进行自我总结和强化训练。 银符资讯：在银符资讯网中主要包括考试快讯、

留言簿、聊天室、插件下载、在线服务、调查反馈等几个功能模块，让大家可以
更好，更快捷的利用资源。多媒体资源：包括了380个flash英语小故事，外文电
子书等多达30G的视频、音频资料及1300多种外文图书。 

使用须知：(1)打开数据库链接地址http://202.115.54.41/yinfuB12(2)每人首次登陆
时先注册用户，点击页面右上角”注册”键(3)注册登陆后就可以进行模拟练习。 

 





中科JobLib就业与创业创新知识总库  

《中科JobLib就业与创业创新知识总库》（
简称“JobLib总库”）包含《职业技能与知
识数字图书馆》和《创业创新数字图书馆》
两个子库，应用“资源+平台+大数据+场景
服务”的模式，提供视频课程、专项习题、
知识资讯、法律法规、材料模板等多种资源
以及完整科学的就业创业知识体系。 





Note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 
NoteExpress是目前流行的参考文献管理工具软件，其核心功能

是帮助读者在整个科研流程中高效利用电子资源：检索并管理得
到的文献摘要、全文；在撰写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专著或报告
时，可在正文中的指定位置方便地添加文中注释，然后按照不同
的期刊、学位论文格式要求自动生成参考文献索引。 

点击“集团版免费下载”。在打开的页面右侧检索框中输入“四
川大学”，点击“查询”，下方即出现“四川大学图书馆版”链
接，点击即可下载。或点击区域选择框的下拉式按钮，选择“四
川省”，然后再点击“四川大学图书馆版”链接即可下载。 







学术小论文检测工具 

请使用最新版 Chrome、Firefox 或 Edge 

浏览器，用校园卡学工号和借书密码登
录，校内IP可直接访问，校外IP需通过
校外访问。每篇小论文字数不超过5000

字，支持PDF、DOC、DOCX格式文件
，每个账号每天检测1次。 





学术文献速译工具 

使用校园卡学工号和借书密码登录，支
持中文（简体）、中文（繁体）、英语
、俄语、日语、德语互译，源文档支持
PDF、Word、PowerPoint、Excel，暂
不支持图片格式源文档及文献内插图的
翻译。 





主要内容 

检索基础知识 

中文数据库 

外文数据库 

相关服务 



外文数据库 

  外文电子图书  

  外文大型平台数据库（文摘、全文） 

  文科类外文全文数据库 

 

 

 



外文电子图书 
 Brill电子书数据库（中图易阅通平台）  

      Brill电子书数据库（主站点）   

 Cambridge ebooks（语言学电子书2018版权年）  

De Gruyter德古意特语言学电子书数据库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早期英文图书在线） 

Early European Books（早期欧洲图书数据库)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Online（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哈佛大学出版社回溯电子图书 

 JSTOR电子书数据库  

 John Benjamins 电子书（语言学方向2018-2019版权年13本）  

MyiLibrary电子书数据库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牛津在线学术专著数据库)  



Brill电子书数据库（中图易阅通平台）  

    Brill电子书数据库（主站点）  

访问书量：目前为887种（非全部） 

博睿 （Brill）于1683年创立于荷兰莱顿，坐落于荷兰
最古老的大学——莱顿大学之畔，是一家历史悠久、
拥有广阔国际视野的学术出版社。博睿每年出版近
1000本新书，240多种期刊，及100多种专业数据库；
出版领域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所有重要学科、国际
法及生物学等。博睿旗下拥有众多品牌，其中尤以Brill 

Nijhoff（国际法研究）和亚洲研究为旗舰品牌。 

涵盖亚洲研究、美洲研究、非洲研究、中东与伊斯兰
研究、哲学、宗教学研究、社会科学、历史、语言与
语言学研究、文学与文化研究等20多个学科。 

 







Cambridge ebooks（语言学电子书2018版权年）  

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53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大学出版社之一。每年出版约1700种新
书，目前有电子书3.4万多种。在英语语言和语言学领
域中，剑桥出版物举世闻名。剑桥英语语言及语言类图
书的出版涉及领域广泛，其中应用语言学及理论语言学
尤为突出。我校订购了2018版权年36种语言学电子书
的永久使用权。检索时建议勾选“only search content 

I have access to”，以便提高检索效率。 





De Gruyter德古意特语言学电子书数据库  

德古意特出版社 (Walter De Gruyter) 拥有 260 多年的悠久历史
。每年出版约 1200 种 新书，700 多种同行评审的订阅和 OA 期
刊，及 40 多个专题数据库。其出版物涵盖人文社 科和科技医学
，是一家综合性学术出版社，总部位于柏林。在慕尼黑、波士顿
、巴塞尔、北京设有分社。德古意特穆彤（De Gruyter Mouton

）在语言学出版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穆彤出版 社成立于 

1883 年，于 1977 年并购至德古意特。穆彤出版社每年出版约 

80 种书籍，及 40 余种期刊。 

我校购买了德古意特出版社2018和2019版权年所有英文语言学
电子书，共计160种。 

检索时建议勾选“ACCESSIBLE CONTENT”选项。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早期英文图书在线）  

Early English Book（EEBO,早期英文图书在线）是由密歇根大学
、牛津大学和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公司合作开发并
于1999年推出的在线全文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所有现存的
1473-1700年之间英语世界出版物的资料，是目前世界上记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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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BO项目全部完成以后将收录125,000种著作，包含
22,500,000多页纸的信息。EEBO这个时期大量文学资料外，该数
据库还收录许多历史资料，例如皇家条例及布告、军事、宗教和
其他公共文件；年鉴、练习曲、年历、大幅印刷品、经书、单行
本、公告及其它的原始资料。该数据库覆盖历史、英语文学、宗
教、音乐、美术、物理学、妇女问题研究等诸多领域，其资料的
深度和广度为各学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Early European Books（早期欧洲图书数据库)  
收录1450年至1700年间，超过5.3万种欧洲图书文献，内容广泛覆盖欧洲的历史、宗教、科学、文学、哲学、艺

术和音乐等研究领域。汇集了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佛罗伦萨国立中央图书馆、荷兰海牙皇家图书馆、伦敦
威康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的馆藏，其是早期欧洲人文社科以及跨学科研究不可获取的珍贵第一手资
源。截至目前，共出版12个专辑，我校购买了collection1-5。 

Collection 1收录丹麦皇家图书馆，2596种图书文献：15世纪至16世纪所有丹麦语和冰岛语印行的著作，包含丹
麦最早的印刷品《Odense Breviary》，以及Guillaume Caoursin所著的《On the siege and war of Rhodes

》等。 

Collection 2收录佛罗伦萨国立中央图书馆珍藏的早期印刷作品，总计2,753种图书。核心文集:1) Nencini 

Aldine文集 (The Nencini Aldine Collection)，收录超过770部Aldine Press印行的著作；2)注释集（
Marginalia），收录 64 卷16-17世纪重要的注释集；3) 摇篮种(Incunabula)：包括约1200卷作品；4)神剧
(Sacred Representations)：收录783种16, 17世纪间的神剧。 

Collection 3汇集意大利佛罗伦萨国立中央图书馆、荷兰海牙皇家图书馆、伦敦威康图书馆和丹麦哥种哈根皇家
图书馆馆藏的图书文献，收录了10,246种图书，包含所有欧洲语言的作品。主题领域覆盖: 科学史、哲学、历史
、美术和插画、印刷术、航海探险及文学等。 

Collection 4汇集佛罗伦萨国立中央图书馆、荷兰海牙皇家图书馆、伦敦威康图书馆、丹麦哥种哈根皇家图书馆
以及法国国家图书的馆藏， 收录了9,273种图书。 

Collection 5汇集了荷兰海牙皇家图书馆，哥种哈根皇家图书和伦敦威康图书馆的馆藏，收录1700年以前的5,690

多种印刷著作 

Collection 5汇集了荷兰海牙皇家图书馆，哥种哈根皇家图书和伦敦威康图书馆的馆藏，收录1700年以前的5,690

多种印刷著作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哈佛大学出版社回溯电子图书  

德古意特出版社与哈佛大学出版社合作，将哈佛大学出版社
1913-2006年间（版权年份）的2785种已经没有库存的绝版图书
电子化，通过De Gruyter平台提供电子版访问，并提供POD按需
印刷出版服务。通过这一合作项目，使得《The Harvard Brief 

Dictionary of Music》by Willi Apel；《The Bill of Rights》by 

Learned Hand等经典著作在多年后重现在读者面前。此外，这批
书目中还包括100多个关于中国历史、政治和文化的经典书目。
涉及学科包括历史、文学、法律、哲学研究、社会科学、艺术、
宗教、科学、医学等，其中人文社科类书目占近90%，科技医学
类书目占近10%。 





JSTOR电子书数据库  
目前我校读者可访问该平台上12家出版社的3500

种图书的全文（与国内其他图书馆联合、选择性订
购），同时可浏览该平台上35000种图书的章节摘
要。该平台覆盖的学科领域包括： Anthropology、
Architecture、Art、Ecology、Economics、
Education、Finance、General Science、History

、Literature、Law、Mathematics、Philosophy、
Political Science、Population Studies、
Psychology、Public Policy & Administration、 

Sociology、Statistics、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Asian Studies等。 





 MyiLibrary电子书  
 MyiLibrary具有建立和管理自己特色馆藏的功能，目前
已成为全部电子书的专用图书馆，实现了通过一个平台
查找不同出版社的电子书全文资源，使用者能够在不同
的资源间和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交叉检索。学科覆盖范
围：工程技术、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医药、社会科学
、法律、教育、心理、哲学、政治学、文学、语言、音
乐等。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牛津在线学术专著数据库)  

它所收录的所有学术专著图书是由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世界一流的学者所撰写，并且经
过牛津大学学术委员会20位成员的审核通过，拥有值得信赖的高学术水准。2012年牛津大学
出版社与全球著名大学出版社合作开发出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在线平台，收录包括MIT、Yale

、Chicago、Stanford等21所全球顶级大学出版社最优秀的学术专著。 

我校购买了以下30个学科共计16766种专著 

自然科学：Mathematics数学、Physics物理、Computer Science计算机科学、
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Information Technology信息科学、Biology生物学、
Public Health and Epidemiology公共卫生与流行病、Neuroscience神经科学、Palliative 

Care姑息治疗、Architecture建筑学、Earth Sciences and Geography地球科学 

社会科学：Business and Management商业与管理、Economics and Finance经济与金融
、Linguistics语言学、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学、Psychology心理学、Education教育学
、Social Work社会工作、Sociology社会学、Society and Culture社会与文化、Film, 

Television, and Radio广播电影电视 

人文科学：Philosophy哲学、History历史、Religion宗教、Archaeology考古学、Classical 

Studies古典研究、Law法律、Literature文学、Anthropology人类学、Art艺术 

 





外文大型平台数据库（文摘、全文） 

EBSCO 

ISI 

GALE（人文社科类） 

 



EBSCO数据库 









EBSCOhost 高级检索.htm














ISI平台数据库 



Web of ScienceTM 核心合集 

访问世界领先的 自然科学、社会艺术和人文域权威学术文
献数据库 权威学术文献数据库 权威学术文献数据库 权威
学术文献数据库 ；研 究和分析国际会议、专题讨论研座谈
习代表的 会议文集 。 

 

       —— 借助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进行浏览 

       —— 借助 引文报告 功能以图形或其它方式揭示引用活动和趋势 

       —— 使用 分析工具 确定研究趋向和模式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CIE）（科学引文索引）（1900年至今） 

       170+个学科的9200多种高质量学术期刊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1900年至今） 

       50+个社会科学学科的3400多种权威学术期刊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 （1975年至今） 

      20+个人文艺术领域1800多种国际性的学术期刊 

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2015年至今） 

      240+个学科的7600多种国际性学术期刊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 

    （会议录引文索引— 自然科学版 + 社会科学与人文版）（1991年至今） 

     超过2000,000个会议录，涉及250多个学科 

 

IC/CCR（化学类数据库） 

      包括超过100万种化学反应信息及420万种化合物 

 

期刊 

SCIE+SSCI+A&HCI+ESCI 

会议 

CPCI-S + CPCI-SSH 

化学 

IC/CCR 



ISI(WOK)---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是一种关于期刊评估的基本的、全面的和唯一的资源工具，可
以根据期刊引用数据反映期刊的重要程度，可查询期刊的影响
因子。JCR通过对世界上7500多种期刊引用数据的定量统计
分析，帮助用户了解出版物的影响力。 

（1）已知期刊名称（全称或简称）查询该刊的影响因子。 

（2）已知某一期刊所属的学科范畴，查询该刊在本学科的排
名。 

（3）检索某个国家或出版商的期刊影响因子。 

（4）欲了解某一期刊的世界知名度。  



 

 

 





































GALE平台数据库 

Gale Product Menu.html


文科类外文全文数据库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剑桥档案编研数据库 

De Gruyter德古意特语言学电子期刊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 

East View Universal Database (俄罗斯大全数据库)－社科与人文科学期刊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英国外交部档案：印
度、巴基斯 

JSTOR(Journal Storage)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1-7专辑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1832-
1953)近现代中国英文报纸18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PRL)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CALIS镜像）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剑桥档案编研数据库 

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剑桥档案编研，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国国家档案馆授

权，纵观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文献档案，是一套大型原始文献类专业原发性政府记录和其他
资源产品，旨在系统完整地提供珍贵、且不被人知晓的历史原发性参考资料，以助学者们串
联历史碎片，研究探索史实谜团。该数据库收录139卷、1,000余册，近700,000页的原始文

献资料，收录资料包括政府解密档案、外交邮件、政府部门报告、地图、报纸汇编等，涵盖
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能源等等，涉及年代为英帝国进行全球扩张后的时段，
大体上为1800-1960年代（部分资料可上溯至17世纪初），涉及地域主要为英帝国在近东、

中东、南亚、东南亚以及远东曾进行殖民统治或有过殖民活动的地区，其中以阿拉伯半岛、
土耳其、伊朗地区最为丰富。此外该数据库中还特设东亚-东南亚档案合辑，全面展示中国
（1911-1970）、上海（1842-1943）、香港（1841-1941）、台湾（1861-1960）以及日本
、韩国、马六甲海峡等的政治经济报告，极具研究收藏价值。 

以下4卷图书需要通过用户名及密码进行访问，《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1960》、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61-1970》、《Japan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906-

1970》、《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如有需要使用这4卷的
读者，请联系85405855，唐李杏老师。 





De Gruyter德古意特语言学电子期刊  

每年出版约 1200 种 新书，700 多种同行评审的订阅和 OA 期刊，及 40 多个专题
数据库。其出版物涵盖人文社科和科技医学，是一家综合性学术出版社。 

德古意特每年出版400余种同行评审期刊，有1/3被SSCI和A&HCI收录，其中语言
文学包期刊有80余种，包含学科有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句法学等，其中许
多期刊均是在语言学领域最知名的期刊。比如：  

     TEXT & TALK 《文字和语言》 

     LINGUISTICS 《语言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认知语言学》 

     JOURNAL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非洲语言和语言学
杂志》 

我校购买了德古意特出版社2019年语言文学78种付费期刊的使用权，同时购买了
2018和2019版权年所有英文语言学电子书160种。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 

DNSA提供来源于美国国家保密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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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资料，它是目前该领域内收录信息最全面的数据库。涵盖了8万多份，60多万

页最重要的解密文件，许多都是第一次出版，是研究国际关系、世界史重要的数
据库之一。DNSA每年都有新的子库添加进来。每个子库基于一个独立专题收录了

大量政策文件，包括总统密令、备忘录、外交派遣、会议记录、独立报告、简报
、白宫往来信函、电子邮件、机密信函以及其他保密文件。同时，每个字库还提
供背景资料和参考资料，如一般介绍材料、年鉴、词汇表和参考书目等。 

所有文档均由相关领域内的顶级学者精选汇集而成。每篇文档都被标引过，拥有
自己的摘要，20多个可检索字段使得数据库的检索功能更强大。每篇文件都可以
选用GIF或PDF两种格式阅读其原文及图像。 

总的来说，DNSA是研究20世纪这段关键时期以及进入21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情
报和安全问题最有效的研究和教学工具。 





 East View Universal Database (俄罗斯大全数据库)－社

科与人文科学期刊  

《俄罗斯大全》（Universal Database）俄语数据库，是目
前全球最大的，收录俄罗斯学术资源的数据库，内容权威，
涉及范围广泛，是研究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政治、经济、文
化、法律、历史、军事、安全、外交、科技、医学等方面的
重要资源。我校订购了其中的俄罗斯社科与人文科学期刊，
共收录80种左右重要的俄罗斯期刊共10万多篇文章，涉及社
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India, Pakistan and 

Afghanistan英国外交部档案：印度、巴基斯 

本数据库由英国Adam Matthew Digital出版社（AMD）提供，来源于英国外交部档案馆，是研究这一时期印
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政治和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 本库中还收藏有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
锡金和克什米尔以及其他边境地区的精彩内容。由中国和苏联形成的威胁在本库中有详细的分析。其他文件
关注英国、美国和欧洲的贸易，工业政策，教育以及传媒对这一地区的冲击。本库收录的内容包括：外交派
遣，来往的电报，简报以及转录内容，地图，照片，政治和经济报告，参观旅游者的账本，会议记录，会议
进程，信件，传单以及其他零碎事件的记录。 

本数据库库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1. 独立、分裂和尼赫鲁时代，1947-1964:本数据库中详细的介绍了印度和
巴基斯坦建国以及之后的发展状况，克什米尔地区分割及其紧张局势，时间跨度从1947年到1964年尼赫鲁去
世。对于这个地区来说这几年满目疮痍，包括分裂过程中发生的暴力以及之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的
大规模武装冲突。 

2.南亚冲突和孟加拉国的独立，1965-1971:这个时期围绕克什米尔地区归属问题的冲突依旧激烈，孟加拉国
从巴基斯坦分裂出去意味着今后这一地区冲突依旧会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
尼赫鲁的女儿逐渐掌权，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军政府正全力应对政治动乱，军事危机以及东巴基斯坦问题。 

3.阿富汗和冷战，印度的紧急管制，巴基斯坦恢复文官统治，1972-1980:收录了英迪拉·甘地统治时期的海量
资料——愈加独裁统治，逮捕数以百计反对者并于1975年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两年后她的政府垮台。这
十年中印度开始发展核武器，巴基斯坦为应对这一行为亦开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JSTOR(Journal Storage) 
目前JSTOR是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社会
学科主题为中心，兼有一般科学性主题共十几个领域的近
千种代表性学术期刊的全文库，提供从创刊号到最近三至
五年前过刊的PDF全文。有些过刊的回溯年代早至1665年
。  

  人类学、亚洲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经济学、生态学、
数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财政、历史、文学、人口
统计学、社会学、统计学、物理、数学、工程学和生物学
、生态学与植物学。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1-7专辑  

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PAO，典藏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是ProQuest公司的
主要产品，提供人文社科类权威期刊的过
刊全文。收录435种期刊，其中超过20%为
非英文期刊，可以访问超过140万篇文章。
覆盖的学科领域包括经济、文学，法律、
教育、社会学、心理及艺术等。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1832-1953)近现代中国
英文报纸18 

收录了从1832到1953年间出版发行的12

份关于近现代中国的英文报纸，所刊内
容从独特的视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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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 (PRL)  

收录出版物来自1600多家出版机构，其中包含了主流
出版商、学术团体、专业协会、大学出版社。在5100

多种出版物中，3600种出版物提供全文，900多种全
文出版物含有影响因子，收录时间跨越30多年，该数
据库是由核心期刊与15个特定主题辅助模块两部分构
成。其中主要来自医学、生物学、商业与经济、政治
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环境研究、
工程建筑等。  

时间跨度:  1971-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库（CALIS镜像）  

世界著名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有欧美2,000余所大学270多万

篇学位论文的文摘信息，涵盖文、理、工、农、医等各个学科领域
，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博硕士论文数据库。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的是PQDT数据库中部分记录的全文。该
库已收录国外博硕士学位论文逾79万篇，年增2万多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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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AcrobatReader下载。利用
Acrobat Reader可以将阅览到的全文直接打印和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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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检索基础知识 

中文数据库 

外文数据库 

相关服务 



相关服务 

  查找电子期刊  

  馆际互借 

  校外访问系统 

  专题讲座 

  移动图书馆 

 

 

 



查找电子期刊 











馆际互借 















 本校读者通过本系

统，可以在校园网外

访问本馆绝大多数电

子资源 

校外访问 

http://202.115.54.22/xiaowai/


讲座预约 

 每学期定期举办关

于图书馆资源和服务

的专题讲座，并通过

网络平台进行在线直

播 



 对馆内外的中外文

图书、期刊、报纸等

各类文献进行全面整

合，在移动终端上实

现资源的一站式搜索、

导航和全文获取服务 

移动图书馆 

http://m.5read.com/395


谢  

谢 

 ！ 



调查问卷 讲座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