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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的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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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古
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

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

爱如生典海数字平台（中国基
本古籍库、中国方志库）

文渊阁《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瀚文民国书库

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

袁世凯全集数据库

中国数字方志库

国学宝典

CADAL古籍和民国图书

今
知识宝（Hyread）港台电子图书

畅想之星电子书

超星电子图书

方正电子图书

书生电子图书

橙艺艺术在线

党政图书馆

皮书数据库

书香人大—中文在线电子图书

CADAL现代图书（参建）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古
 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
 收录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公共机构、私人藏家、研究机构及

博物馆所藏历代古籍资源，特色古籍采录海外所藏中国古籍，
尤以日本、韩国数量最多。

 收录从先秦至民国撰写并经写抄、刻印、排印、影印的历朝历
代汉文古籍。版本包含稿抄本、刻本、石印本、铅印本、活字
本等均有收录。在版本选择时，尤以同类版本中保存良好的为
先，要求书籍品相好，避免虫蛀、漫漶情况。著录规则分类标
准沿用“经、史、子、集”传统分类的基础上增设丛书部。

 鼎秀古籍数据库能够检索2万余种的古籍，包括地方文献志、
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敦煌文献、道家文综等
具有收藏价值的古籍文献资源。

 http://10.22.1.152:8780/ancientbook/

http://10.22.1.152:8780/ancientbook/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古
 瀚堂典藏古籍数据库：以精准校对的小学工具（文字、音

韵、训诂）、古代类书、出土文献类资料为基础，大量纳
入包括经史子集、中医药典籍、古典小说与戏曲、敦煌文
献、儒、释、道等历代传世文献，以及大型丛书、史书、
方志、民国报刊等。我馆购买经史子集等部集成及专题文
献分库。 http://www.hytung.cn

http://www.hytung.cn/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古
 爱如生典海数字平台
• 中国方志库：收录汉魏至民国历代地方志类典籍1万种。每种皆据善

本，包括全国地理总志（如方舆志、一统志等），各地方志（如省通
志、府州志、县志、乡镇志等），各类专志（如山川志、边防志、都
城志、宫殿志、园林志、寺观志、书院志等），各种杂志（如乡土志、
物产志、风俗志、考古志、游历志等），以及外志（如环球志、一国
志、多国志等）。采用爱如生独有的数字再造技术制作，还原式页面，
左图右文逐页对照，眉批、夹注、图表、标记等无障碍录入和非嵌入
式显示。

• 中国基本古籍库：共收录自先秦至民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0世纪
初）历代典籍1万种、16万余卷，选用版本12,500个、20万余卷。包
括4个子库、20个大类、100个细目。

http://dh.ersjk.com/
 永乐大典：是汇辑残存《永乐大典》的大型全文检索版数字丛书，收

录世界各地目前已发现的《永乐大典》共815卷，每卷皆制成全文数
据，保留原有断句。使用前需下载安装客户端

http://www.lib.ruc.edu.cn/webs/res_resourcesGet.action?idd=271

http://dh.ersjk.com/
http://www.lib.ruc.edu.cn/webs/res_resourcesGet.action?idd=271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古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本馆购买大清实录全文检索数据库、大明实录全文检索数据库、大

清五部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大明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四部丛刊
全文检索数据库等5个 。

 《清实录》共计4447卷，以太祖高皇帝至德宗景皇帝十一朝《实录》
为主体；。

 《大明实录》系明代历朝官修之编年体史料长编。它分为太祖、太
宗、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
光宗、熹宗共十三朝实录。

 《大清会典》作为清代典章制度类史料之一种，是记载大清国国家
体制和各部、院职责权限的权威文献。

 《大明会典》是明代官修之记载典章制度的政书。记载了自明王朝
开国至洪武二十六年前所创建与设置的各种主要官职制度。

 《四部丛刊》是由张元济先生汇集多种中国古籍经典纂辑的。此书
的最大特色是讲究版本。该书电子版底本采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
部藏上海涵芬楼景印《四部丛刊》，包括：初编、续编、三编。共
计收书504种、3134册。每编内皆分经、史、子、集四部。

 http://guji.unihan.com.cn

http://guji.unihan.com.cn/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古
 瀚文民国书库
 北京瀚文典藏文化有限公司推出的中国近代（民国）电子图

书全文数据库；
 收录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之前出版的优秀图书，共约八万

余种十二万余册。
 包括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

艺术、教育、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科学与技术、综
合性图书13个一级类目，81个二级类目，498个三级类目。

 http://www.hwshu.com

http://www.hwshu.com/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古
 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收录了主要来自浙江南部的处州、

安徽南部的徽州、江西的鄱阳湖区、福建，以及湖南、湖北、
广东、云南和辽宁等地的地方历史文献；时间上以明清及民国
时期为主，少量1949年之后的。从资源类型划分为契约、账本、
赋役、行政、诉讼、信函、日用类书与工具书、家礼、宗教、
家谱、戏剧、教育考试和医药等13个类别，涉及历史学、人类
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门
学科研究的资料。 http://ruc.datahistory.cn

 袁世凯全集：收集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韩国、日本保
存的全部袁氏传世文字，包括已刊、未刊档案，以及公私收藏，
全库近56000条文献。包括章奏、文告、律令、公牍、函电、诗
文、题词、家书、信函及著作等一手文献。涵盖清末民初的政
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外交等诸方面，涉及洋
务运动、维新变法、近代中朝中日关系、甲午战争、辛丑国变、
立宪运动等历史事件及光绪皇帝、宣统皇帝、李鸿章、荣禄、
孙中山等著名人物。 http://222.29.253.17

http://ruc.datahistory.cn/
http://222.29.253.17/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古
 中国数字方志库：收录1949年以前地志类文献11000条，总

册数超过15万册，囊括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全国总志、各级
地方志及山水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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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文献。
http://x.wenjinguan.com （包库） http://10.22.1.47 （镜像）

 文渊阁《四库全书》：文渊阁版，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规
模庞大的百科丛书。它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历代主
要典籍，共收书3460余种，约8亿字，36，000余册。分为
经、史、子、集四部，共四十四类、七十属。使用前需下
载安装客户端

http://www.lib.ruc.edu.cn/webs/res_resourcesGet.action?idd=7

http://x.wenjinguan.com/
http://10.22.1.47/
http://www.lib.ruc.edu.cn/webs/res_resourcesGet.action?idd=7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古

 国学宝典：收录上起先秦、下至民国两千多年的所有用汉字作
为载体的历代典籍，并收录了清代至当代学者对相关古籍研究
的重要成果。
http://dbpub.cnki.net/grid2008/Dbpub/Brief.aspx?ID=gxdb

 CADAL古籍和民国图书：需注册登录后使用
https://www.cadal.cn

http://dbpub.cnki.net/grid2008/Dbpub/Brief.aspx?ID=gxdb
https://www.cadal.cn/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今
 知识宝（Hyread）港台电子图书：

 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馆配电子书平台，收录台湾、香港地区的学
术著作、政府报告等台湾研究的重要文献。

 超过2000家出版社的授权合作，包括台湾商务印书馆、海峡学术、
秀威、万卷楼、五南、博扬文化、致知学术、心理出版社、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八方文化等优质出版社。

 目前开放使用的港澳台版电子图书为7500种，涵盖哲学、历史、
文学、社会学、教育、语言学、经济学、艺术、科学等方面。

 支持目录检索、全文检索、全本缩略图浏览，支持单页阅读、双
页阅读、全屏阅读和放大缩小多种阅读形式，客户端更支持注记、
书签等功能。

 下载APP后使用图书馆账号密码登入，可下载图书至本地客户端内
进行离线阅览。账号最多支持同时在三个客户端上登陆。
http://ruc.ebook.hyread.com.cn

安卓系统 IOS系统

http://ruc.ebook.hyread.com.cn/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今
 畅想之星电子书：

 北京畅想之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出版社倾力打造；

 本馆购买2366种涉及文学、哲学、历史学、艺术学、教育学、法
学、经济学、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医学、军事学等；

 PC端： http://ruc.ebook.hyread.com.cn

APP：通过手机应用市场搜索“畅想阅读”客户端安装
手机端：http://m.cxstar.com

http://ruc.ebook.hyread.com.cn/
http://m.cxstar.com/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今
 方正电子书：目前有260余万册可供阅读的电子图书，其中可全文下

载的共70万种。民国期刊20000多期，中医古籍2000余册，国学要览
80000余册。图书类别涉及文学传记、经济管理、人文社科、艺术、
成功励志、生活健康、语言文字、法律、政治军事、历史地理、自
然科学、工业技术、农业科技、医学卫生、中小学教辅等。需安装
阿帕比阅读器（Apabi Reader）
http://www.apabi.com/ruc/?pid=dlib.index&cult=CN

 超星电子书：目前拥有中文电子图书100万种，涵盖中图法22个大类，
数据每日增加和更新。支持打印/下载。支持IOS及Android手机等移
动终端安装“超星移动图书馆”APP来阅读和下载。需安装超星阅
读器（SSreader）

http://www.sslibrary.com/

 书生电子书：137014 册图书，侧重教材教参与考试类、文学艺术类、
经济金融与工商管理类图书。需安装书生阅读器
http://222.29.253.3/index.action

http://www.apabi.com/ruc/?pid=dlib.index&cult=CN
http://www.sslibrary.com/
http://222.29.253.3/index.action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今

 橙艺艺术在线：
 国内第一家艺术数字资源综合服务平台，秉承正版授权的理念，

集艺术资源的专业性、内容的全面性、形态多元性为一体，包含
艺术类高清数字图书、高清图片及资讯。主动运用数字出版模式，
以艺术教育为核心，全面服务教学与科研。

 收录国内主要艺术类出版社出版的18大类，二百多小类的数字图
书，提供完善的基于上述海量优秀艺术数字资源的学习、创作、
临摹、鉴赏等服务。内容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基础图案、绘
画、书法、设计、技法等类。至2018年底平台累计收录7000册艺
术高清图书，每年以3000至3500册图书更新。

 收录中西方艺术名家的代表作品，且关联相关艺术图书。收录油
画、中国画、素描、书法等200DPI图片共一万余张。
http://www.chengyiart.cn/

微信端

http://www.chengyiart.cn/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今

 党政图书馆：
 收录党的思想理论主要文献，包括我国出版的马列经典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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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法律法规等；收录了有代表性的研究性著作、党史和国际共运
史著作、重要人物资料，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出版的部分重要图书
等。

 特色功能：（1）金典语义：查询图书、文章的篇目章节、段落层
次、语句等；（2）金典对比：把所要引用的经典论述与原著电子
书进行自动比对，迅速发现引文对错；（3）金典关联：用于在资
源库的图书、文章中，找到一个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的语义关联，
从而获取有关知识点；（4）金典找句：用于通过若干关键词的多
次组合，在资源库中检索到所需知识点。
http://10.22.1.43/

http://10.22.1.43/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电子图书

今

 皮书数据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大型系列图书，下设六个子数据
库：中国经济发展数据库、中国社会发展数据库、 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数
据库、 中国区域发展数据库、中国产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文化传媒数据
库、中国竞争力数据库。在线阅读或下载阅读需安装PDF阅读器
http://www.pishu.com.cn/ （包库） http://10.22.1.60 （镜像）

 书香人大—中文在线电子图书：10万册数字图书和3万集有声图书；数字图
书内容包括经典名著、名家小说、畅销书籍、教育读物、文艺精粹、网络
原创等各类大众社科类图书，有声图书则包括单田芳、袁阔成等名家的经
典评书相声、近年来畅销的文学作品录制的有声图书；校园网内注册后即
可拥有网上个人 “终身书房”；PC客户端提供离线阅读，手机客户端支持
移动阅读。
http://ruc.chineseall.cn/

 CADAL现代图书： http://www.cadal.zju.edu.cn/index

http://www.pishu.com.cn/
http://10.22.1.60/
http://ruc.chineseall.cn/
http://www.cadal.zju.edu.cn/index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图书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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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ECCO）18世纪作品在线

今
 JSTOR电子书

 Elsevier电子书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Springer电子书

 Wiley在线图书数据库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回溯电子图书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电子图书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电子书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电子图书

 Cengage电子书

 Brill电子书

 CADAL英文图书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图书

OCLC FirstSearch（书目）
 WorldCat --OCLC近两万家成员馆编目的书目记录和馆藏信息，

B.C.1000年至今

 Ebooks --OCLC成员图书馆编目的所有电子书的书目信息，接近
1,300万种，涵盖所有学科；收录日期从B.C.1,000年至今。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图书

 古
 Early Enlish Books(EEBO)早期英文图书在线数据库：

 收录1473--1700年早期英语世界出版物。提供原件的Image全文图像，包括许
多知名作家的著作，例如莎士比亚（Shakespeare）、马洛礼（Malory）、斯
宾塞（Spencer）、培根（Bacon）、莫尔（Moore）、伊拉斯漠（Erasmus）、
鲍尔（Bauer）、牛顿（Newton）、伽利略（Galileo）等。

 除了收录那个时期大量的文学资料以外，还包括许多历史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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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历史、英语文学、宗教到音乐、美术、物理学、妇女问题研究等诸多领
域

 http://eebo.chadwyck.com/home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ECCO)18世纪作品在线：

 收录1700-1799年之间所有在英国出版的图书和所有在美国和英联邦出版的非
英文书籍，涵盖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拉丁文等多个语种。

 包含13万种15万卷，超过3,300万页的内容
 涵盖了历史、地理、法律、文学、语言、参考书、宗教哲学、社会科学及艺

术、科学技术及医学等领域
 包含大量清晰图片以及有关中国的内容。例如原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亚

当斯密的《国富论》原文、古代中国版图以及乾隆肖像等等……

 所有的书籍均含有电子目录列表，都可以下载成.pdf格式进行保存，每篇文
章都可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全文检索。

 http://find.galegroup.com/ecco/start.do?userGroupName=cnruc&prodId=ECCO

http://eebo.chadwyck.com/home
http://find.galegroup.com/ecco/start.do?userGroupName=cnruc&prodId=E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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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STOR电子书

 JSTOR电子图书3,500种，来自12家大学出版社，以2000年以后新书

为主。主要涉及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和文学、商业和经济学、宗
教和哲学、社会科学、音乐和电影艺术、教育学、科学和技术、法
学、艺术史、社会学等学科领域。http://www.jstor.org/ 

 Elsevier电子书

 Elsevier出版社的583种电子专著图书，1种大部头参考工具书，以
及1套手册系列图书，涉及经济、金融、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
工程学等领域。http://www.sciencedirect.com/ 

 Wiley在线图书

在线专著图书：11408种，其中人文科学1213种。

在线参考工具书：165种，涵盖了多卷本百科全书、综合性辞典和
手册等；覆盖人类学、传媒、历史、古典研究、哲学、心理学、政
治学、教育学、文化研究、文学、材料学、物理、环境科学、社会
学、经管、金融、统计、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等20余个学科。

 Wiley online Library平台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中国人民大学专属页面
http://olabout.wiley.com/WileyCDA/Section/id-827658.html

http://www.jstor.org/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olabout.wiley.com/WileyCDA/Section/id-827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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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回溯电子图书

收录哈佛大学出版社1913-2006版权年间的2785种已经没有库存的
绝版电子图书，通过De Gruyter平台提供访问，并提供POD（(Print 
On Demand)）按需印刷出版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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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100多个关于中国历史、政治和
文化的经典书目;

涉及历史、文学、法律、哲学研究、社会科学、艺术、宗教、科学、
医学等学科，其中人文社科类书目占近90%。

http://www.degruyter.com/search?authorCount=5&f_0=language&pageSi
ze=100&publisher_0=HUP&q_0=ENGL&searchTitles=true&sort=date

 Brill电子书

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的约880种图书；

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国际法和生物学。
http://booksandjournals.brillonline.com

http://www.cnpereading.com

http://www.oxfordscholarship.com/
http://booksandjournals.brillonline.com/
http://www.cnperea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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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牛津在线学术专著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UP）出版的近10000册的学术专著，学科
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医学。

http://www.oxfordscholarship.com/

 Springer电子书

 2014版权年行为科学，商业与经济，人文、社会科学和法律，化学
和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工程学，数学，专业
计算机应用，物理和天文学，生命科学、医学等学科，5339册。
http://link.springer.co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电子书

 20世纪30年代至2011年出版的1377种图书、百科全书等。包括该社
的著名出版物，如Granger‘s Index to Poetry、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http://lib.myilibrary.com/home.aspx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电子书

涉及哲学、宗教、语言学、艺术、文学、历史学、地理、心理学、
科学、技术、计算机科学等1324种特色图书。

http://www.igpublish.com/princeton-ebooks

http://www.oxfordscholarship.com/
http://link.springer.com/
http://lib.myilibrary.com/home.aspx
http://www.igpublish.com/princeton-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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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irn法语数据库

Cairn.info成立于2005年，由法国出版社Belin、Eres、La 
Découverte和比利时出版社De Boeck共同创立，随后有80多家
出版社加入。Cairn还与法国公众机构合作，如BnF（Gallica.fr)、
the CNRS（Revues.org)以及法国高等教育部（Press.fr）与法国
国家图书馆。

Cairn法语数据库向用户提供广泛的在线法语出版物，包括Cairn

学术期刊、会议录与学术文献集、袖珍参考工具书、法语杂志
等。

电子书（原名：会议录与学术文献集）：自2011年起，收录 La 
Découverte、De Boeck、Eres、Presses de Sciences Po、
Autrement, Quae、Esprit du temps等出版社出版的会议录与
学术文献集的电子书约7000种。

http://www.cairn.info/

http://www.cairn.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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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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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本学术图书及390多种学
术期刊，作者队伍遍布全球，并为超过70位诺奖得主出版过专
著。

 我校已开通剑桥出版的人文社科全部学科以及计算机科学、地
球与环境、地理、数学、物理与天文学、统计学与概率等理工
学科（2008-2019）总计16,000余种图书的使用权限（标记
“Access”）。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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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gage电子书

 Cengage（圣智出版集团）是全球三大顶尖教育出版集团之一，

其出版的优秀教材多被美国常青藤院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等名校使用。其中经济管理类图书品种位居全球第
一；人文社科方面的经典书目更不胜枚举。

 使用方法：进入主页后点书目列表上方的“已订阅”即可查看
平台上有访问权限的电子书。

 http://www.lib.ruc.edu.cn/info/71788.jspx

 CADAL英文图书：需注册登录后使用

 https://www.cadal.cn

http://www.lib.ruc.edu.cn/info/71788.jspx
https://www.cad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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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阅通电子书（CNPeReading）

是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资源交易与
服务平台，聚合的数字资源覆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科学技
术医药等众多学科领域；

目前，我校已经开通了Wiley出版社电子书和Brill出版社电子
图书的正式访问；

通过易阅通平台首页“机构已订阅”入口访问。

http://www.cnpereading.com

http://www.cnperea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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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FirstSearch（书目）
 OCLC FirstSearch是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一个

联机检索服务系统，提供书目、文摘和全文信息服务，涉及主题
广泛，基本上覆盖了各个领域和学科。我馆购买其中13个数据库。

 OCLC FirstSearch WorldCat ：

 世界上最大的书目记录数据库，包含OCLC近两万家成员馆编目的
书目记录和馆藏信息。从1971年建库至今，共收录有480多种语言
总计近19亿条的馆藏记录、2.8亿多条独一无二的书目记录，每个
记录中还带有馆藏信息；覆盖了从公元前 1000 年到现在的资料；
文献类型包括图书、手稿、地图、网址与网络资源、乐谱、录音/
像、报纸、期刊与杂志、电影与幻灯、文章以及档案资料等。

 OCLC FirstSearch Ebooks --OCLC成员图书馆编目的所有电子书的书
目信息，5,200万条记录，涉及所有主题、所有学科，收录日期从
公元前1,000年至今。

 http://firstsearch.oclc.org/fsip?dbname=WorldCat&done=referer

http://firstsearch.oclc.org/fsip?dbname=WorldCat&done=ref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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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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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东方杂志》（1904-1948）

《申报》（1872-1949）

《大公报》（1902-1949）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CADAL民国期刊

今
超星期刊

华艺数位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万方数字化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数据库—数字期刊库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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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东方杂志》（1904-1948）

商务印书馆的标志性刊物。

，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
时期，忠实地记录了我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轨迹。

 http://cpem.cp.com.cn/

 《申报》（1872-1949）

原名《申江新报》，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1949年5月27日停刊，

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是中国现代报纸开
端和标志。

前后总计经营77年，历经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三个时代，共出版
27000余期，被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百科全书”。

内含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以数字化PDF格式展示原版原貌。

 http://10.22.1.4/

http://cpem.cp.com.cn/
http://10.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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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报》（1902-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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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新闻媒体的角度记录和体现出1902-1949年间中国及世界的社会状况，
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为国内外文学、近代史学、新闻学、语言学及古籍
研究提供材料支持。

广告版面亦可通过剪报功能查阅。

 http://10.22.1.4/tknewsc/tknewskm

http://10.22.1.4/tknewsc/tknews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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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

收录1833-1911年间出版的300余种期刊

有妇女类期刊、小说期刊、白话文期刊、科技类期刊等

反映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
事、外交、教育、文化、科技、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

计划收录民国时期出版的两万余种期刊，内容集中反映此期的政治、军事、
外交、经济、教育、思想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

包库 http://www.cnbksy.com ；镜像 http://222.29.253.15:8090/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收录清末到1949年近百年间中国出版的7000多种期刊，共14万多期，很多
期刊属于国内不多见的珍本，史料珍贵，内容丰富，检索方便；资料涉及
文史教育、哲学经济、政治军事、工农交通、天文医药等等各大门类

包库http://www.dachengdata.com/；镜像http://222.29.253.14:8888/

 CADAL民国期刊：https://www.cadal.cn

http://www.cnbksy.com/
http://222.29.253.15:8090/
http://www.dachengdata.com/
http://222.29.253.14:8888/
https://www.cad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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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期刊
超星集团全力打造的面向各级各类用户的期刊知识服务。超星期刊
目前涵盖中外文期刊88000余种，其中全文收录中文期刊7000余种
（核心期刊超过1300种），实现与上亿条外文期刊元数据联合检索，
内容涉及理学、工学、农学、社科、文化、教育、哲学、医学、经
管等各学科领域。

提供传统pdf版式文件的下载；实现了流式媒体的全文直接阅读。

 http://qikan.chaoxing.com

http://qikan.chaox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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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艺数位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由台湾科学学术文献数据库及台湾人社学术文献数据库组成，是台
湾收录量最大的学术数据库，总计收录期刊近1,920种期刊，40万余
篇期刊文章，台湾55所高校近9万篇的学位论文，总收录文献近50万
篇。

• 数据库收录台湾科学核心期刊索引（TSCI）75%的期刊，收录
台湾人文学核心期刊索引（THCI Core）85%的期刊，收录台
湾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索引（TSSCI）89%的期刊，总计收录台
湾超过80%以上的核心期刊，其中收录台湾大学学位论文超过
28,194篇，约占学位论文总篇数1/3。

• http://www.airitilibrary.cn

http://www.airitilibrar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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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收录自1915年至今出版的期刊，部分期刊回溯至创刊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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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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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 包含1989年至今的12000余种期刊（现刊8900余种），其中核心期刊1800多种；
共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图书情报、经济管理、农业科学、生物医学、
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8大专辑。

 万方数字化期刊群

• 包含期刊7000余种，其中核心期刊2800余种，文献量近2000多万篇；内容涵
盖哲学政法、社会科学、经济财政、教科文艺、基础科学、医药卫生、农业
科学、工业技术等8大类100多个类目。

 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数据库--数字期刊库

• 囊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分为九大类，包括政治学与社会学类、
哲学类、法律类、经济学与经济管理类、教育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学类、
文化信息传播类以及其他类。每个类别分别涵盖了相关主题的期刊文章。
1995-（部分回溯至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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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 收录3000多种60000多本期刊杂志，分为时政新闻、管理财
经、文摘文学、教育教学、学术学报、科学技术、文化艺术、
时尚生活、娱乐休闲、家庭健康等10大类。每天新增80-100
本。提供原貌版和文本版。

• http://r.bookan.com.cn/ruclib

http://r.bookan.com.cn/ruc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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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性电子期刊库

 EBSCO-ASP
 ProQuest-ARL
 Project MUSE人文社科期刊数据库
 俄罗斯大全俄语数据库
 Cairn法语数据库
 语言学与语言行为文摘数据库

来自出版社的现刊库
 Elsevier ScienceDirect电子期刊
 Wiley & Blackwell电子期刊
 Sage电子期刊
 Springer电子期刊
 Oxford Journals 
 Cambridge Journals 
 Taylor & Francis 电子期刊
 John Benjamins在线期刊

过刊库
 JSTOR
 PAO电子期刊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教務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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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性电子期刊库

EBSCO-ASC (学术期刊数据库)
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提供8,500多种学术期刊的全文；其中7,300多种为同行评审
(peer-reviewed)；此外，数据库还提供了超过12,500种期
刊和总计超过 13,200 种出版物（包括专题论文、报告、会
议记录等）的索引和摘要，还可回溯到 1887 年至今的 PDF 
文件，以及 1,400 多种期刊的可搜索参考文献。

几乎覆盖所有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教育、
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工程学、物理、化学等。大部分期刊
为SCI/SSCI/A&HCI收录的核心期刊。

数据库每日更新

http://search.ebscohost.com/

http://search.ebscohost.com/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集成性电子期刊库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PRL) (学术研究期刊

数据库)
收录了6400多种期刊，其中4800多种全文刊、3000多种全文
现刊。包括学术期刊、行业出版物、杂志、白宫简讯(White 
House Briefings)、白宫新闻通讯(White House Press 
Releases)和SSRN研究手稿等内容；

涵盖的学科主题包括：教育学、商业、教育、健康和医学、
历史、人文、法律、文学和语言、军事、心理学、科学和技
术、社会科学、妇女研究；

所收录出版物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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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每日更新

http://search.proquest.com/

http://search.proquest.com/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集成性电子期刊库

Project MUSE人文社科期刊数据库
Johns Hopkins大学出版社与其Milton S. Eisenhower图书
馆合作开发的高品质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集成项目。始于1995
年。

目前收录180家出版社的690多种期刊。最早回溯至1993年，
部分期刊直接链接到JSTOR，可查得1993年之前的期刊全文。

主要学科领域有：区域/国家研究、哲学、政治与政策研究、
历史、国际关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人类学、
音乐、艺术、西方古典文化、经济、教育、电影戏剧与表演
艺术、语言学、法律、文学、图书馆学与出版、医学与健康、
数学等。

http://muse.jhu.edu/

http://muse.jhu.edu/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集成性电子期刊库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LLBA)语言学与语言行为文摘数据库
提供全球语言学及语言科学相关领域文献的文摘与索引，涵
盖了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音学、语音体系、词法、
语法与语义学。涉及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描述性、历史
的、比较的、理论的与地理的语言学。

主题领域：人类语言学、描述性语言学、话语分析/话语语
言学、听与说心理学、病态与正常的听力、语言学历史、人
际行为与交流、语言分类、病态与正常的语言表达能力、学
习能力缺失、词典编撰/词典学、智力障碍、词法、非语言
交流、正字学与写作制度、语言方面的哲学、语音学、语音
体系、诗法/文学理论、语言心理学、心理测验学、语义学、
记号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特殊教育、语法、语言学理论等。

http://search.proquest.com/llba

http://search.proquest.com/llba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集成性电子期刊库

俄罗斯大全俄语数据库
 全库共收录资源约600种，文章超过1,200万篇，以俄语为主，

部分资源还同时提供英语与德语。数据库使用方便，提供俄语、
中文、英语和德语检索界面，可对其中的任意部分进行全文检
索，可以进行俄、英、德三种语言的联合检索，同时收录了大
量的过刊。

 包括以下主要部分：人文社科期刊与参考书目，俄罗斯政府、
法律与军事信息，中央与地方报纸 ，历史与文化期刊 ，医学
与科技。

http://dlib.eastview.com/

http://dlib.eastview.com/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集成性电子期刊库

Cairn法语数据库
 Cairn.info成立于2005年，由法国出版社Belin、Eres、La 

Découverte和比利时出版社De Boeck共同创立，随后有80多家出版
社加入。Cairn还与法国公众机构合作，如BnF（Gallica.fr)、the 
CNRS（Revues.org)以及法国高等教育部（Press.fr）与法国国家图
书馆。

 Cairn法语数据库向用户提供广泛的在线法语出版物，包括Cairn学
术期刊、会议录与学术文献集、袖珍参考工具书、法语杂志等。也
提供英文版页面。

 Cairn学术期刊（Collection of Journals）：目前收录了400多种
来自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加拿大的高品质学术期刊，均与纸本刊
同步无滞后。学科范围涵盖：历史、信息、语言文学、哲学、心理
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体育、艺术、经济管理、法律、地
理等。还提供9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杂志。

http://www.cairn.info/

http://www.cairn.info/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来自出版社的现刊库

Elsevier ScienceDirect 电子期刊
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是一家经营科学、技术和医学信
息产品及出版服务的世界一流出版集团，已有180多年的历
史

ScienceDirect(SD)系统是Elsevier公司的核心产品，是全
学科的全文数据库。其中约60％的期刊被SCI/SSCI/A&HCI收
录

本馆订购商业管理与会计、化工、化学、计算机科学、决策
科学、经济学与金融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数学、物理
学与天文学、心理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学科库。全文
年限2004年至今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来自出版社的现刊库
Wiley 电子期刊

John Wiley & Sons出版公司是有200余年历史的专业出版机
构，是众多国际知名学会的合作伙伴，在化学、材料学以及
工程技术、生命科学、医学等领域学术文献的出版方面具有
一定权威性。Blackwell出版公司曾是全球最大的学协会出
版商，与世界上550多个学术和专业学会合作，出版国际性
的学术期刊，包括非英美地区出版的英文期刊，在科学技术、
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医学等学科领域具有一定权威性。

现有1234种期刊，涵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技术和医学
等领域。其期刊100％为同行评审，66％被SCI/SSCI/A&HCI
收录。本馆订购全库，可访问1997年以来的期刊全文。

http://www.interscience.wiley.com/

http://www.interscience.wiley.com/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来自出版社的现刊库
Taylor & Francis电子期刊

Taylor & Francis 集团拥有200多年丰富的出版经验，现已
成为世界领先国际学术出版集团。每年出版超过1500种期刊。

SSH 期刊数据库：超过1000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期刊，包
括来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先驱出版社Routledge以及声誉
卓越的Psychology Press的期刊。 其中有480种期刊被汤森
路透科学引文索引收录；内容最早至1997年。该数据库包含
14个学科：人类学与考古学、艺术与人文、行为科学、商务、
管理与经济、犯罪学与法学、教育学、地理、规划、城市与
环境、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媒体、文化与传播研究、政治、
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公共卫生与社会保健、社会学及其相
关学科、体育、休闲与旅游、战略、防御与安全研究。

ST 期刊数据库：超过380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科学与技术
类期刊, 其中超过78%的期刊被汤森路透科学引文索引收录；
内容最早至1997年。该科技期刊数据库包含5个学科：环境
与农业科学、化学、工程、计算及技术、物理学和数学

http://www.tandfonline.com/

http://www.tandfonline.com/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来自出版社的现刊库
 Springer电子期刊

Springer出版社于 1842 年在德国柏林创立，是全球第一大
科技图书出版公司和顶尖的学术期刊出版商。每年出版
5,500余种科技图书和约1,700余种科技期刊，其中超过
1,500种经同行评阅的期刊。

Springer期刊涵盖了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医学、法律、
行为科学、经济学、生物学和医学等11个学科。Springer出
版的期刊50%以上被SCI和SSCI收录，一些期刊在相关学科拥
有较高的排名。

我校购买了Springer电子期刊数据库中的科技工程和人文社
科类电子期刊

http://link.springer.com/

http://link.springer.com/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来自出版社的现刊库
 Sage电子期刊

 SAGE出版公司于1965年创立于美国，与全球超过245家专业学术协
会合作出版高品质学术期刊、百科全书和专著。SAGE期刊100％为
同行评审，其中183种人文社科类期刊被A&HCI/SSCI收录，78种理
工科技医药类期刊被SCI收录。本馆购买SAGE现刊数据库和过刊全
库。

 SAGE Premier（现刊全库，1999年至今）：可在线访问480余种高
品质学术期刊全文，学科范围涉及人文社科、科技和医药等40个学
科领域。

 SAGE Deep Backfile（过刊全库）：包含SAGE出版的354种学术期
刊回溯全文，回溯年限为第1卷第1期（如有）至1998年，涵盖社会
及人文科学、科技工程、生命科学和医学等广泛领域。

 http://online.sagepub.com

 Oxford Journals
http://services.oxfordjournals.org/search.dtl

 Cambridge Journals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login;jsessionid=9CD7
1E39416A5200349C718A3474FD8E.journals

http://online.sagepub.com/
http://services.oxfordjournals.org/search.dtl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login;jsessionid=9CD71E39416A5200349C718A3474FD8E.journals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来自出版社的现刊库
 John Benjamins在线期刊

 John Benjamins出版社是一家独立的学术出版商，成立于1960年，以
出版人文社科领域学术著作而著名，特别是在语言和逻辑科学等学科
出版领域。

 John Benjamins在线期刊数据库收录有可在线访问的数十种高品质学
术期刊，全面覆盖人文社会科学、语言与文学等研究领域，包含很多
语言学领域的知名期刊，比如《Target》（《目标：国际翻译研
究》）、《Babel》（《巴伯尔》）、《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国际语料语言学》）等均为语言学专家推
荐的期刊。

 http://www.jbe-platform.com/content/journals

http://www.jbe-platform.com/content/journals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过刊库
 JSTOR（Journal Storage）

专门收录过期学术期刊全文，有些过刊回溯年代早至1665 年。
涵盖Anthropology、Architecture、Art、Ecology、Economics、

Education、Finance、GeneralScience、History、Literature、
Law、Mathematics、Philosophy、Political Science、Population 
Studies、Psychology、Public Policy & Administration、
Sociology、Statistics、African American Studies、Asian 
Studies等多主题的1000多种学术性期刊。

 JSTOR 的任务是存档，因此在最新出版的期刊和JSTOR 提供的内容
之间通常存在1至5年的时间间隔。

 http://www.jstor.org/

PAO（Periodicals Archive Online）
提供1802年至2000年全球著名人文社科类期刊回溯性内容全文
收录超过600种全文期刊，几乎全部都回溯至期刊的第1卷的第1期
超过140万篇文章，总计超过890万页期刊内容
 20%以上为非英文期刊内容（“Find Journals by Language ”）

 http://pao.chadwyck.co.uk/

http://www.jstor.org/
http://pao.chadwyck.co.uk/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电子期刊

过刊库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教務雜誌》（1867-1941）
 由19世纪来华的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英文教会刊物。初名

Missionary Recorder，后数次改称，1938年改今名。清同治六年(1867)
在福州美以美印刷所出版。

 宗旨：在来华传教士间交换信息，加强联系。

 较完整地保存了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档案资料，详细记述各差会传教历
史以及传教工作的大量统计数字。并报道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
西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各差会的情况，以及罗马天主教修会和东正教传
教士团的状况。还记载近代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如义和团运动、
辛亥革命等。也刊登有大量传教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

 http://www.airiticri.com/

http://pao.chadwyck.co.uk/


电子期刊导航



电子期刊导航

浏览

检索

检索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电子期刊导航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学位论文

中文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华艺数位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含学位论文）

外文
ProQues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ProQuest--Dissertations & Theses (PQDT)

OCLC FirstSearch—WorldCatDissertations

香港大学学位论文库 Free

http://hub.hku.hk/advanced-search?field1=title&thesis=1

http://hub.hku.hk/advanced-search?field1=title&thesis=1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学位论文

中文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CNKI系列数据库之一，收录全国420家博士培养单位1999年至今的部分博
士学位论文全文5万多篇。我馆订购了其中的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
教育与社会科学、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经济与管理等5个专辑的内容。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CNKI系列数据库之一，收录全国530家硕士培养单位1999年至今的87.5万
余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我馆订购了其中的文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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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等5个专辑
的内容。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方系列数据库之一，收录1997至今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博士、博士后及
硕士研究生论文。我馆购买其中社会科学专辑，内容涵盖了心理学、管

理科学、法律、经济、图书情报、教育、体育等方面。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学位论文

中文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数据库收录1981年以来我校各院、系、所硕士、博士学位论
文全文。读者可按论文题名、作者、导师等检索，也可按学
科、院系、导师、学生类型等浏览。可在线查看全文。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学位论文

外文
ProQues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收录有21万余篇博硕士论文，内容涵盖社会科学、哲学、宗教、
环境学、生物学、语言、文学、教育、信息和艺术、心理学、应
用科学、纯科学、健康科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1861年至今。

ProQuest--Dissertations & Theses (PQDT)

收录了欧美700余所大学文、理、工、农、医等领域的数百万篇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摘要及索引，每年约增加6万篇论文提要，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和使用最广泛的学位论文数据库

图书馆主页 — 互动 — PQDT学位论文荐购

OCLC FirstSearch—WorldCatDissertations

 WorldCat中所有硕士和博士论文的索引和已出版的以OCLC成员编
目的论文为基础的资料，涉及所有学科，涵盖所有主题。部分有
全文。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参考工具

中文
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

中国知网-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

方正中国工具书资源全文数据库

外文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EB）

Gale--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Gale--World History In Context 

Cairn法语数据库—袖珍参考工具书

ProQuest History Vault—Vietnam War and American Policy1960-
-1975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参考工具

中文
中国大百科全书网络版

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为基础，向用户
提供在局域网范围内检索使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共收条
目78203条，内容涵盖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66个学科领域。

 http://10.22.1.29:1168/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

 CNKI系列数据库之一。收录6746册工具书，2000万词条；类型
包括语文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辞典、百科全书、图录、表谱、
传记、语录、手册等，内容涵盖哲学、文学艺术、社会科学、
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等各个领域。

 http://gongjushu.cnki.net/refbook/default.aspx

http://10.22.1.29:1168/
http://gongjushu.cnki.net/refbook/default.aspx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中文参考工具

中文
方正中国工具书资源全文数据库

累计发布了1953种，2452册工具书，超过956万词条目，覆盖所
有的工具书分类，并包含中国大百科、辞海、汉语大辞典。

以中国国内专业、权威工具书资源为主体的全文检索型数据库
产品

 http://www.apabi.com/ruc/?pid=refbook.index&cult=CN

http://www.apabi.com/ruc/?pid=refbook.index&cult=CN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参考工具

外文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EB）

• 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因特网上的第一部百科全书。除印刷版的全
部内容外，还收录了最新的修订和大量印刷版中没有的文字，可检
索词条达到100,000多条，并收录了24000多幅图例、2600多幅地图、
1400多段多媒体动画音像等丰富内容，精心挑选120,000个以上的优
秀网站链接。具有浏览和检索功能。

• http://search.eb.com/

Gale--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 专为文学研究者与文学院学生所设计的数据库，提供检索传记、书
目和各个时代不同文学风格的作家的评论分析。其收录超过388,000
篇全文文学期刊资料，13万名全球作家的传记，45000篇文学批评，
5000篇作品概述、情节摘要及说明，275种全文文学学术期刊中的所
有45万篇全文文章，10万种书，文学术语定义及经过专家严格挑选
的相关站点链接。

• 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cnruc?db=LITRG

http://search.eb.com/
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cnruc?db=LITRG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参考工具

外文
Gale--World History In Context 

• 收录了1800份Gale集团独家拥有的Primary Source Microfilm的原
始信息来源，包括150种全文学术期刊的全部全文文章、27种以上历
史参考书、历史新闻、历史地图及地图集、图像资料、数字化论坛、
历史年代表等。

• 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cnruc?db=WHIC

 Cairn法语数据库

袖珍参考工具书：收录来自法国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PUF）
和La Decouverte出版社出版的约1,200种袖珍参考工具书。

 http://www.cairn.info/

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cnruc?db=WHIC
http://www.cairn.info/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外文参考工具

外文
ProQuest History Vault—Vietnam War and American 

Policy1960-1975 ProQuest历史库：越南战争和美国外交政策

• 涵盖了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情况，时间从最早肯尼迪执政期间战
争的初级阶段，到约翰逊执政期间战事的升级，一直到最后越美
巴黎谈判达成战争决议，以及1973年美国军事力量从越南撤出。

• http://165.215.210.40/historyvault

http://165.215.210.40/historyvault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核心期刊索引

中文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外文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文索引，
A&HCI）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GALE Scholar
Gale作为全球领先的参考文献出版商（Reference Publisher），

已有60多年的历史，总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法明顿丘市。Gale因其出
版的高品质的权威参考书而闻名全球，创建并维护着600多个在线数
据库，包含大量的学术全文期刊、参考书、报纸、杂志、手稿、文献、
照片、多媒体资源、原始典藏等权威信息。

Gale Scholar为用户呈现1亿600万页、跨越全球500年历史的珍
稀原始资源文献，涵盖了书籍、还收录了来自世界知名图书馆的成千
上万的地图、照片、报纸和期刊等等。Gale Scholar 中所包含的产
品涉及丰富的学科主题，收录从15世纪至今的重要历史时期的文献资
料。

 http://www.lib.ruc.edu.cn/info/72033.jspx 32个子库

http://www.lib.ruc.edu.cn/info/72033.jspx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30个子库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电子资源-GALE Scholar



参考文献管理软件

NoteExpress参考文献管理软件

http://www.lib.ruc.edu.cn/webs/res_resourcesGet.action
?idd=76

ENDNOTE®文献管理软件

http://www.lib.ruc.edu.cn/webs/res_resourcesGet.action
?idd=342

http://www.lib.ruc.edu.cn/webs/res_resourcesGet.action?idd=76
http://www.lib.ruc.edu.cn/webs/res_resourcesGet.action?idd=342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的电子资源

了解外文核心期刊索引库-A&HCI

如何查找中文核心期刊

内容提纲



了解外文核心期刊索引库（A&HCI）

A&HCI--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
文索引)

通过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访问

当前收录1834种期刊，可回溯到1975年，我馆购买
1975至今的数据

收刊特点：
收录最重要的学术期刊

收录文献的参考文献并建立索引



Dr. Eugene Garfield

Founder & Chairman Emeritus

ISI, Thomson Scientific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extend 

our retrospective coverage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back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entury of Science initiative 

makes that dream come true.”

引文索引的历史

• Dr. Garfield 1955年在 Science 发表论文
提出将引文索引作为一种新的文献检索与分
类工具

——将一篇文献作为检索字段从而跟踪一
个Idea的发展过程

• 1963年出版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1973年出版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1978年出版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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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CI学科领域

• 哲学

• 语言

• 语言学

• 文学评论

• 文学

• 音乐

• 诗歌

• 宗教

• 戏剧

• …

• 考古学

• 建筑

• 艺术

• 亚洲研究

• 古典

• 舞蹈

• 电影/广播/电视

• 民俗

• 历史

• …



SCI/SSCI/AHCI收录期刊的文献类型

All Products

• Article 

• Bibliography 

• Biographical Item 

• Book Review

• Correction 

• Database Review 

• Editorial Material 

• Hardware Review 

• Letter 

• Meeting Abstract

• News Item 

• Reprint 

• Review

• Software Review

Arts & Humanities Only

• Art Exhibit Review 

• Dance Performance Review 

• Excerpt 

• Fiction Creative Prose 

• Film Review 

• Music Performance Review 

– Music Score 

• Music Score Review 

• Poetry 

• Record Review 

• Script 

• Theater Review 

• TV Review 

• Radio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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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of Science收录期刊列表

• http://mjl.clarivate.com/

• 查找A&HCI目前收录期刊的状况,可按学科分类显
示

• 了解Web of Science数据库当前期刊的变化情况

• 直接连接到出版社的网站,方便获取投稿指南

• 了解Web of Science收录标准和选刊过程

http://mjl.clarivate.com/






检索A&HCI收录期刊



AHCI收录的中国期刊

1097-1467

TITLE PUBLISHER ISSN LANGUAG
E

ARTS OF ASIA
ARTS ASIA PUBLICATIONS 

LTD
0004-4083 ENGLISH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ROUTLEDGE JOURNALS, 
TAYLOR & FRANCIS LTD

0009-4633 ENGLISH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M E SHARPE INC 1097-1467 ENGLISH

LOGOS & PNEUMA-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
LOGOS & PNEUMA PRESS 1023-2583 ENGLISH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文学跨学科研究）

KNOWLEDGE HUB PUBL 
CO LTD 

HONG KONG
2520-4920

Multi-
Language



AHCI收录的台湾期刊

1097-1467

TITLE PUBLISHER ISSN LANGUAG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CAD SINICA-INST HISTORY 
PHILOLOGY

1012-4195
MULTI-

LANGUAGE

CONCENTRIC-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NATL TAIWAN NORMAL 
UNIV

1729-6897 ENGLI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NATL TAIWAN UNIV SCI & 
TECHNOL

1991-3761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NST LINGUISTICS ACAD 
SINICA

1606-822X ENGLISH

SINO-CHRISTIAN STUDIES
（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中原大学宗教所

1990-2670 CHINESE

UNIVERSITAS-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哲学与文化月刊）

UNIVERSITAS辅仁大学哲学
系

1015-8383 CHINESE



SSCI收录的中国期刊

TITLE PUBLISHER ISSN
LANGUA
GE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WUHAN UNIV JOURNALS PRESS

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大学

1529-
7373

ENGLISH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756-
137X

ENGLISH

CHINA & WORLD ECONOMY
WILEY-BLACKWELL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所、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1671-
2234

ENGLISH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UNIV PRES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singhua University 

1750-
8916 

ENGLISH

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

SHANGHAI UNIV SPORT
上海体育学院

2095-
2546

ENGLISH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WILEY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协会
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

1740-
8776

ENGLISH



SSCI收录的香港期刊

TITLE PUBLISHER ISSN
LANGUA
GE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LEXISNEXIS
香港城市大学

1019-
2557

ENGLISH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ROUTLEDGE JOURNALS, 
TAYLOR & FRANCIS LTD
香港城市大学

1608-
1625

ENGLISH

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

CHINESE UNIV PRESS
香港中文大学

1680-
2012

ENGLISH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WILEY-BLACKWELL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经济
学会

1361-
374X

ENGLISH

TRANSPORTMETRICA A-
TRANSPORT SCIENCE TAYLOR & FRANCIS INC

香港交通运输研究协会

2324-
9935

ENGLISH

TRANSPORTMETRICA B-
TRANSPORT DYNAMICS 

2168-
0566

ENGLISH



SSCI收录的台湾期刊

TITLE PUBLISHER ISSN
LANGUA

GE

ASIAN JOURNAL OF WTO & 
INTERNATIONAL HEALTH LAW AND 
POLICY

NATL TAIWAN UNIV 
PRESS
台湾大学法律学院
亚洲WTO暨国际卫生
法语政策中心

1819-
5164

ENGLIS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

NATL TAIWAN UNIV SCI 
& TECHNOL 台湾科技
大学

1991-
3761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NST LINGUISTICS ACAD 
SINICA台湾中央研究院
语言学研究所

1606-
822X

ENGLISH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LIPPINCOTT WILLIAMS 
& WILKINS 

1682-
3141

ENGLISH



A&HCI的使用

登录方式

① 图书馆主页—数据库—外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A&HCI

② 图书馆主页—资源—数据库导航—Web of Science-
A&HCI







Web of Science平台



Web of Science平台

检索方式



Web of Science平台

选择
子库



Web of Science帮助发现最重要最相关的信息

课题的调研:

• 追踪溯源 – 检索某个课题的综述文献

• 快速锁定本课题相关的高影响力的论文

• 分析研究发展趋势

• 了解某特定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 了解与自己研究方向有关的机构

• 密切关注在该研究领域的顶尖的研究小组所发表的论文

• Cited reference search 帮助获取思路，激发研究思想

111



检索举例1- Search检索（Feminism研究）

Feminism or feminist – “主题”



检索举例1- Search检索（Feminism研究）

Feminism or feminist – “主题”



检索结果

精炼检索结果：

可按领域中的高被引论文、开放获取
（OA）过滤检索结果；还可按Web of 
Science类别、文献类型、研究方向、

作者、团体作者、来源出版物名称、
机构、出版年、语种、国家/地区、基
金资助机构等精炼



高被引论文

高被引论文



热点论文

热点论文



通过Web of Science类别精炼了解课题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通过Web of Science类别、文献类型组合精炼结果

选择研究方向、
文献类型精炼

综述性文献（Review）帮助了解：
1.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有关研究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
2.揭示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3.本课题有什么人在研究，达到什么水平、存在什么不足、正在

向什么方向发展等



按Web of Science类别
（LITERATURE）
和文献类型（REWIEW综述）
精炼后的结果



通过被引频次（降序）快速锁定高影响力论文

排序功能：检索结果可按出版日期、被
引频次、使用次数、相关性、最近添加、

第一作者、来源出版物等排序



检索结果全记录页面-1

文章基本
信息

可直接点击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



检索结果全记录页面-1



检索结果全记录页面-3

提供通讯作者联系方式

查看期刊影响因子等



Related Records(相关记录)：和本文有共同参考文献的文章



创建引文报告



引文报告

引文报告（Citation Report）帮助了解国际上该课题
的总体研究趋势、本课题的国际影响力年代变化情况等



分析检索结果

强大的分析功能：
最多能处理20万条数据；
可分别按作者、国家/地区、
文献类型、机构、会议名称、
编者、基金资助机构、语种、
学科类别、团体作者、来源
出版物、出版年、丛书名称、
授权号等分析



分析检索结果

分
析
项

默认按Web of Science类别分析



按Web of Science类别分析结果百分比显示

了解有关研究在不同学科的

分布情况 ,寻找跨学科研究

情况、寻求跨领域合作



按作者分析结果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
研究人员
•有助于机构人才招聘
•选择小同行审稿专家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按国家/地区分析结果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
的国家和地区



按机构分析结果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
的大学及研究机构
•有利于机构间的合作
•发现深造的研究机构



按来源出版物分析结果

•发现相关的学术期刊
进行投稿

•链接到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查看影响因子



检索举例2-被引参考文献检索--《存在与时间》

 Cited Reference Search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以一篇文章、一个作者、一个期刊、一篇会议文献或者一本书作

为检索词,进行被引文献的检索。在不了解关键词或者难于限定关
键词的时候，您可以从一篇高质量的文献出发，了解课题的全貌。

 不受时间、主题词、学科、文献类型的限制

 特别适用于检索一篇文献或一个课题的发展，并了解和掌握研究
思路

• 某一理论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是否已经应用到了新的领域?

• 某项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延伸？

• 某个实验方法是否得到改进？

• 了解某篇论文/某部论著被引用情况，揭示其影响力



《存在与时间》的研究和应用

• 《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是德国哲学家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的代表著作，也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经
典著作，它奠定了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基础和方
向。1927年出版。



Cited Reference Search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

被引作者（Cited Author）
输入被引用的作者姓名

规则：姓全拼+空格+名字全
拼或首字母

被引著作（Cited Work） 输
入被引用的研究工作出处：
期刊名、专利号、书名等

被引年份（Cited Year） 输
入该文献的发表/公布年份



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或符合
检索要求的被引文献，点击

“完成检索”



引文检索结果题录

分析检索结果

获得更多发现



按Web of Science类别分析，了解引用文献的学科分布



按国家/地区分析



按作者分析



《存在与时间》引文报告



 Web of Science : “不仅仅提供资料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
研究的思路”

 将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相关文献信息连接起来；

-- “越查越新”和“越查越旧”

 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相关研究连接起来，

-- “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和“知识创新”

 有效利用A&HCI进行科研选题
 从一个主题角度出发

 从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出发

 …………



馆藏常用文史哲类的电子资源

了解外文核心期刊索引库-A&HCI

如何查找中文核心期刊

内容提纲



如何查找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核心期刊导航

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期刊导航-核心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数据库-数字期刊库



如何查找中文核心期刊-1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
 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引文数据库，

用来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

 登录方式：

图书馆主页—数据库—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http://cssci.nju.edu.cn/

http://cssci.nju.edu.cn/


如何查找中文核心期刊-1



如何查找中文核心期刊-1

• CSSCI来源期刊目录（2019-2020）已发布（568种）

http://cssrac.nju.edu.cn/a/cpzx/zwshkxwsy/

http://cssrac.nju.edu.cn/a/cpzx/zwshkxwsy/


如何查找中文核心期刊-2

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核心期刊导航



如何查找中文核心期刊-2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核心期刊导航



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核心期刊导航



清华同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核心期刊导航



查找中文核心期刊-3

维普资讯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期刊导航—核心期刊



查找中文核心期刊-3



查找中文核心期刊-3



查找中文核心期刊-3





查找中文核心期刊-4

 复印报刊资料系列数据库-数字期刊库



在使用或培训中有问题或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62519135  6251237

E-mail: tsgzxb@ruc.edu.cn

欢迎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