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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学位论文的概述

• 学位论文的文献特点与收藏情况

二、国内外学位论文的检索&全文获取

• 本校学位论文

• 商业数据库

• 开放获取资源



 什么是学位论文？

– 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的学生为取得学位，在导师指导下

完成的科学研究、科学试验成果的书面报告。

 学位论文的分类

– 学位级别：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

– 开放程度：保密论文、非保密论文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Thesis、Dissertation

一、认识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的文献价值

学位论文主要是指研究生为取得学位资格提交的学术研究

论文。它一般都是导师承担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或最终成果

的一部分，甚至全部，是导师的科研思想和学生研究工作的总

结，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

是人们借以了解最新学术研究动态、掌握科研信息、研究

学科前沿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尤其对研究生选题、知识创新

起着很好的参考作用。



 学位论文的收藏与存档

收藏形式：

学位论文的写作目的是供审查答辩之用，一般不通过出版社正式出版，

只在各授予单位或指定地点才有收藏，所以收集、查找较困难。

存档情况：

1. 机构存档：学位授予单位的图书馆

2. 国家存档：

国家图书馆：负责收藏国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博士论文；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信所）：负责收藏国内自然科学领域的硕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负责收藏国内社会科学方面的硕博士学位论文



二、学位论文的检索&全文获取

学位论文的查询路径——数据库来源

 1.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图书馆网站

一般高校图书馆都自建本校学位论文库。如人大学位论文库（查本校）

 2.商业数据库

查校外机构（大陆）：万方、中国知网（有全文，但收录不全）

查港台：月旦知识库、华艺数位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有全文）

查国外：PQDT文摘库和全文库、WorldCat Dissertations（摘要）

 3.免费摘要库，通过Balis文献传递获取全文或部分

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查询高校博硕学位论文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查询高校博硕学位论文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查询中科院系统博硕学位论文

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询国内博士论文

http://www.balis.edu.cn/
http://etd.calis.edu.cn/
https://www.nstl.gov.cn/index.html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List?searchType=65&showType=1&pageNo=1


http://www.lib.ruc.edu.cn/1.馆藏学位论文数据库查询

人大学位论文快捷入口



期刊数据库检索：图书馆主页-数据库-电子期刊-中文/外文

访问数据库要用微人大账号登录哦！

先登录



馆藏学位论文数据库

本馆统一检索平台

台湾学位论文

台湾学位论文

包括图书、学位论文等综合文献平台

北京高校图书馆统一检索平台

本校硕博士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

知网学位论文

摘要库

全文库

摘要库



馆藏学位论文数据库简介

数据库名称 简介

月旦知识库 台湾学术资源，仅购买法学专题，可查询法学期刊、学位论文等

华艺数位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台湾学术资源综合库，其中收录台湾55所高校近9万篇的学位论文。

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知网博/硕士论文库收录全国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学位论文，可在同
一界面检索。截至目前，累积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400余万篇，涵
盖各学科。1984--至今

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
库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库 收录了1981年以来我校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国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

收录全国各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学位论文。始于1980年，目前累
积博硕士学位论文总量640多万篇，涵盖各学科。部分无全文。

ProQues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PQDT Global主要收录了欧美国家2000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
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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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线新平台，增加了ProQuest论文文摘库中全部可
订购论文的目次和文摘信息，新平台一站式完成论文的检索发现和
全文访问。1861--至今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Global(PQDT Global)

WorldCat Dissertations（ WorldCa硕
博士论文数据库）

该库收集了WorldCat数据库中所有硕博士论文和以OCLC成员馆编
目的论文为基础的出版物，涉及所有学科，涵盖所有主题。
WorldCat 硕博士论文数据库最突出的特点是其资源均来自世界一

流高校的图书馆，如美国的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哥伦
比亚大学以及欧洲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等，共有
1,900多万条记录，其中100多万篇有免费全文链接，可免费下载，
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该数据库每天更新。

http://www.lawdata01.com.cn/
http://www.airitilibrary.cn/
https://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FD
https://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MFD
http://202.112.118.21/index.action
http://c.g.wanfangdata.com.cn/Thesis.aspx
http://www.pqdtcn.com/
https://search.proquest.com/
http://firstsearch.oclc.org/fsip?dbname=WorldCatDissertations&done=referer


 国内学位论文查询

1. 人大本校学位论文

2. 大陆其他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位论文

3. 港澳台学位论文

二、学位论文的检索&全文获取



1. 人大学位论文查询

 人大学位论文——纸本

收藏年限：博硕士学位论文，1981年——至今

馆藏地址：新馆四层文库阅览室、藏书馆

使用规则：

室内阅览，不予外借

复印，不可超过全文的三分之一

 人大学位论文——电子版全文

1.图书馆主页—特别推荐--学位论文

2.图书馆主页--数据库--学位论文（按文献类型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论文库



人大学位论文快捷入口

人大本校硕博士学位论文查询



直接查找

按院系查找



按院系查找—财金学院



分类浏览页面



2. 大陆其他高校或研究机构学位论文查询

 （1）利用知网(CNKI)、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先登录

先登录



CNKI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库（旧版，高级检索）
新旧平台切换

（新版，高级检索）

CNKI新版首页



举例1：关于水资源风险评价的方面的研究

水资源

风险

评价

逻辑组配： *（与） AND
+（或） OR
-（非） NOT

精确匹配用””： 如“一带一路”，
优先顺序用()
英文半角

运算符： *   +   - ()   “”

(水资源 + 水利资源) * (风险 + 危险) * (评价 + 评估)



(水资源 + 水利资源)

(风险 + 危险)

(评价 + 评估)

导出到参考文献管理工具，
实现全文的批量下载，论
文写作时参考文献的自动
编辑



(水资源 + 水利资源)

(风险 + 危险)

(评价 + 评估)



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利用免费摘要库，通过Balis文献传递获取全文或部分

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保障体系（BALIS）：查询大陆高校博硕学位论文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查询中科院系统博硕学位论文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查询大陆高校博硕学位论文

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询国内所有博士论文

2. 大陆其他高校或研究机构学位论文查询

http://www.balis.edu.cn/
https://www.nstl.gov.cn/index.html
http://etd.calis.edu.cn/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List?searchType=65&showType=1&pageNo=1


BALIS检索入口

CALIS检索入口



水资源 风险 评价

在BALIS平台上查询

高校学位论文查询 科学院系统学位论文查询



国内高校学位论文查询——BALIS学位论文



科学院学位论文检索

水资源 风险 评价



2. 国内科学院系统学位论文查询——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

范围：科技类博、硕士学位论文

服务：可使用文献传递功能

（建议用Balis文献传递）

https://www.nstl.gov.cn/





建议用本馆BALIS文献传递（免费）获取全文或部
分，不要直接在该平台发送文献传递请求（收费）



CALIS检索入口



http://etd.calis.edu.cn

范围：全国CALIS联盟机构500多家高校

特点：集中式检索、分布式全文获取服务

缺点：时间滞后

CALIS学位论文数据库

国内高校学位论文查询——CALIS学位论文

http://etd.calis.edu.cn/


水资源 风险 评价



无馆藏，本页面直接发
送CALIS文献传递，也
可以将文献信息粘贴到
BALIS文献传递



2. 国内其他高校或研究机构博士论文查询——国家图书馆

范围：我国恢复学位制度以来的博士论文

服务：检索和前24页浏览

获取部分全文，请通过图书馆BALIS文献传递







3. 港澳台学位论文查询

台湾学位论文数据库



范围：台湾高校学位论文10万余篇

服务：全文下载

台湾学位论文查询——华艺数位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台湾学位论文查询——月旦知识库





台湾学位论文查询——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台湾省内唯一计划性收录各高校学位论文的数据库
收录1956年——至今，共40多万篇电子全文
注册后，可下载已获原作者授权上网的电子版全文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香港大学学位论文查询——香港大学学数库（HKUTO）

http://hub.hku.hk/advanced-search?location=thesis

收藏1941年至今博、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为英文论文，
部分为中英双语，部分只用中文。可以免费获取全文。
也可以通过BALIS文献传递获取全文

http://hub.hku.hk/advanced-search?location=thesis


香港地区博硕士论文查询——HKLIS DTC 香港地区博硕学位论文查询系统

https://library.hkbu.edu.hk/collections/hkbu-scholarly-output/

提供香港七所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整合查询，其中香港
大学（HKU）、香港科技大学（HKUST）、岭南大学
（LU)提供部分免费全文下载



 国外学位论文查询

1.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Global(PQDT Global)

2. ProQuest-ProQuest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3. OCLC FirstSearch--WorldCat Dissertations

二、学位论文的检索&全文获取

https://search.proquest.com/
http://www.pqdtcn.com/
http://firstsearch.oclc.org/fsip?dbname=WorldCatDissertations&done=referer


切换选择不同子库

1.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Global(PQDT Global)

https://search.proquest.com/pqdtglobal/index

PQDT Global主要收录了欧美国家3000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
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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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线新平台，增加了ProQuest论文文摘库中全

部可订购论文的目次和文摘信息，新平台一站式完成论文的检索
发现和全文访问。



risk

assessment



可以下载全文

仅摘要

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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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万余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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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Cat Dissertations硕博士论文数据库

risk

Assess*





国外学位论文——开放获取(免费)资源

• OhioLINK——Electronic Theses & Dissertation Center

俄亥俄州高校电子学位论文中心

https://etd.ohiolink.edu/pg_1?0

• Dspace@MIT 麻省理工学院机构存储库

http://dspace.mit.edu/handle/1721.1/7582

包含预印本、技术报告、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图像等

大多可免费下载全文

• EThOS e-theses online service 

英国90余所高校的学位论文部分记录

http://ethos.bl.uk/Home.do;jsessionid=E4425915C66AE0A7D1DBDE0619A84D71

https://etd.ohiolink.edu/pg_1?0
http://dspace.mit.edu/handle/1721.1/7582
http://ethos.bl.uk/Home.do;jsessionid=E4425915C66AE0A7D1DBDE0619A84D71


– ADT (Australasian Digital Theses program)

澳大利亚高校学位论文索引,多数论文提供 PDF 格式全文

http://www.caul.edu.au/caul-programs/australasian-digital-theses

–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加拿大学位论文入口，可下载全文

– http://amicus.collectionscanada.gc.ca/thesescanada-

bin/Main/BasicSearch?coll=18&l=0&v=1

– NDLTD学位论文库，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一个网上学位论文共建共
享项目，提供免费学位 论文文摘，部分学位论文全文可免费获取，全球范围
学位论文网站索引

http://www.ndltd.org/resources/find-etds

– 日本博士论文书目数据库，由日本国会图书馆，国立情报研究所提供，收录
获得通过的博士论文题录
http://dbr.nii.ac.jp/infolib/meta/CsvDefault.exe?DEF_XSL=default&IS_TYPE

=csv&IS_STYLE=default%0B&DB_ID=G0000016GAKUI&GRP_ID=G00000

16

http://www.caul.edu.au/caul-programs/australasian-digital-theses
http://amicus.collectionscanada.gc.ca/thesescanada-bin/Main/BasicSearch?coll=18&l=0&v=1
http://www.ndltd.org/resources/find-etds
http://dbr.nii.ac.jp/infolib/meta/CsvDefault.exe?DEF_XSL=default&IS_TYPE=csv&IS_STYLE=default%0B&DB_ID=G0000016GAKUI&GRP_ID=G0000016


调查问卷网址：
https://www.wjx.cn/m/94375053.aspx

人图讲座微信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