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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资源使用方法

（一）院内网使用数字资源

当您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网覆盖的办公地点使用我院引进

的数字资源时，可登录图书馆网站 www.lib.cass.org.cn，选择具体

数据库名称，点击登录使用；或者直接在浏览器输入相关数据库

网址直接登录使用该数据库。

（二）远程登录使用数字资源

当您居家办公或者出差期间需要使用我院引进的数字资源时，

需通过登录远程访问系统使用院内数字资源。

步骤 1：首次使用远程系统需安装 EasyConnect插件。

安装方法：通过浏览器访问网址 https://ra.nssd.org/，或者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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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网站资源页（http://lib.cssn.cn/zy/dzzy/）点

击远程访问系统，页面会自动跳转到插件下载页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网站资源页面：

插件下载界面如下图：

步骤 2：插件下载和安装。

点击“立即下载”按钮，按照提示，完成插件的下载和安装。

步骤 3：远程访问系统登录。

插件安装成功后，可以通过三种方式登录远程访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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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网址 https://ra.nssd.org/。

2）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http://lib.cssn.cn/zy/dzzy/），点

击远程访问系统。

3）通过 EasyConnect插件登录远程访问系统（首次登录需填

写服务器地址 https://ra.nssd.org）。

如访问仍有问题，可下载修复工具进行修复或重新安装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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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资源简介

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中文
综合

期刊论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于 2016年 12月 30日

正式上线运行，开设有资讯、资源、专题、服务

四个栏目，资源包括中文学术期刊 2000多种、外

文学术期刊 8500多种，古籍 2000多册，上线文

献数据超过 1800万条，面向国内外提供开放型、

公益性、权威性的文献信息服务。

2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 中文
综合

期刊论文

平台整合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新学术出版成

果，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集、学者文

选，剑桥史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博士

后文库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类著作（集）、文丛、

论丛、文集、发展报告、教材等内容，也包含了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成果、后期资助项目、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

程项目成果等。本库包含社科类图书 15000多种，

知识点条目 70万多条，论文近 20万篇，图片图

表 106万幅。

3
中国学术辑刊

全文数据库
中文 期刊论文

辑刊是指由学术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成套论

文集，辑刊的编辑单位多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本数据库所收录辑刊均取得其出版单位授权，收

录辑刊年限为 1979年至今。收录国内出版的重要

学术辑刊 871 种，累积文献总量 30万篇，包含

10个专辑、168个专题，网络数据每日更新，平

均出版时滞 2个月。

4

中国知网

——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出版总库

中文 期刊论文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是由同方知网数字出

版集团出版发行。该库收录国内 8200多种重要期

刊，全文文献总量 2200多万篇。以学术、技术、

政策指导、科普及教育类为主，同时收录部分基

础教育、大众科普、大众文化和文艺作品类刊物。

我院引进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专辑。

http://www.nssd.org/
http://www.sklib.cn/
https://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JD
https://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JD
https://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https://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https://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J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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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5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数据库
中文 期刊论文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是在《复印报刊资

料》纸质期刊基础上进一步分类、整理形成的数

据库产品。该库囊括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各

个学科，包括哲学类、政治学与社会学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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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

数据库收录年限为 1995年至今。

6
台湾学术期刊在线

数据库（TWS）
中文 期刊论文

文献内容涵盖台湾学术期刊出版总量 85％以上，

收录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历史、法学、管理

学、经济学、心理学、医学、文学、教育学、物

理、化学、天文学、语言学、图书信息学、电机

工程等。

7
Elsevier SD全文电子

期刊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Elsevier 是全球最大的学术文献出版发行商，

Science Direct 期刊全文数据库涵盖了管理、会

计、心理学、商学、经济、经济计量、财务、社

会科学、艺术与人文以及工程、生命科学等多学

科领域。社科院订阅人文社科领域学科包：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Economics,

Econometrics and Finance、Social Sciences。

8 Wiley期刊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Wiley 出版社创立于 1807 年，2007 年 2 月与

Blackwell 出版社合并，两个出版社的出版物整合

到同一平台上提供服务。我院订购人文社科类期

刊，学术质量较高，很多是各学科领域内的核心

刊物，被 SSCI收录。

http://ipub.exuezhe.com/index.html
http://ipub.exuezhe.com/index.html
http://www.twscholar.com/
http://www.twscholar.c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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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9

Taylor & Francis

人文社科期刊库 英语 期刊论文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拥有 200 多年出版经

验，SSH 期刊数据库提供超过 1500 种人文社科

期刊，并包括 Routledge 以及 Psychology Press 的

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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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Springer期刊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Springer 出版公司于 1842 年在德国柏林创立，

Springer电子期刊涵盖了科技工程、生命科学和医

学及人文社科领域，其中社科院订购相关人文社

科与法律、商业与经济学科两个专辑的 300 余种

期刊，期刊可访问内容回溯至创刊年，该数据库

所收录期刊具备很高的权威性，70%以上的期刊

被 SCI 或 SSCI收录。

11
牛津大学出版社

期刊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牛津大学出版社始创于 15世纪末，与世界上有影

响力的学术及专业机构合作出版期刊。牛津期刊

现刊库涵盖医学、生命科学、人文科学、法律、

数学和物理学、社会科学等领域。我院引进其中

人文科学、法律、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期刊。

12 SAGE期刊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SAGE 公司于 1965年成立于美国，以出版社会科

学类学术出版物起家，至今为止已经与 400 多家

专业的学术协会和组织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

系。目前 SAGE连续出版期刊 1000多种，58%的

期刊被期刊引用报告 JCR收录，院图书馆引进社

科类期刊，具体包括：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

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语言文学、商业管理和组织

学、情报与信息科学、传播媒体学、犯罪学与刑

法学、环境科学、城市规划和研究等领域。可访

问的内容为 1999年至今的内容。

https://www.tandfonline.com/
https://www.tandfonline.com/
https://link.springer.com/
https://academic.oup.com/journals/
https://academic.oup.com/journals/
http://sage.cnperea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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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13
剑桥期刊在线

——人文社科包
英语 期刊论文

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于 1534年，涉及科技、人文、

医学及工程等各个领域。我院引进人文社科类期

刊共计 217种，70%被 SSCI或 AHCI 收录。学科

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其中以地域研究、

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历史等学科

见长。

14
Project MUSE 期刊

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Project MUSE 是 1995 年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出版社与 Milton S. Eisenhower 图书馆合作开发

的高品质学术期刊集成项目，收录了约 260 家学

术出版社的 686种期刊共计超过 41万篇文章。内

容涵盖：经济、教育、语言学、法律、文学、领

域与国别研究、政治与政策研究、历史、国际关

系、人类学、音乐、艺术、电影戏剧与表演艺术、

西方古典文化、图书馆学与出版、医学与健康、

数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等。

15 Annual Reviews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Annual Reviews 出版社成立于 1932年，是一家致

力于向全球科学家提供高度概括、实用信息的非

营利性组织，专注于出版综述文献、学科前沿，

为科学研究提供方向性指导；编委会成员均为本

学科领域权威的科学家。院图书馆引进的该数据

库包含社会科学类期刊 15种，涉及经济学、环境

与资源、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及社会科学、人

类学、心理学、公共卫生、语言学、犯罪学等。

16
East View俄罗斯大

全数据库

俄语

英语
期刊论文

全库共收录资源约 600种，文章超过 1200万篇，

提供俄语、中文、英语和德语检索界面。收录俄

罗斯 65种高影响力的报纸，333万篇文章，每天

更新，读者可看到当天的报纸全文，如《莫斯科

时报》、《莫斯科新闻》等，并提供 1980年以来

的内容。收录 80种重要的俄罗斯人文社科期刊，

共 13万篇文章。

http://sage.cnpereading.com/
http://sage.cnpereading.com/
https://muse.jhu.edu/
https://muse.jhu.edu/
https://www.annualreviews.org/
https://dlib.eastview.com/
https://dlib.eastvi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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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17
中东欧多语种期刊

在线数据库

多语

种
期刊论文

中东欧多语种期刊在线数据库收录来自中东欧 32

个国家的 800多种人文社科期刊，如德国、罗马

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保加

利亚、匈牙利、土耳其、俄罗斯联邦、斯洛文尼

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等，由 400多家学术与独

立出版商提供，涵盖 30多种语言，超过 170万篇

文章。涉及学科包括文学、语言学、政治、法律、

经济、哲学、神学、历史、考古学、人类学、美

术以及表演艺术等。

18
Emerald管理学全文

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Emerald 于 1967 年 由 Bradford University

Management Center 建立，专业出版经济管理学同

行专家评审期刊 200种。包括（1）管理学领域期

刊 200种，近 9 万篇文章。涉及会计与金融、经

济管理、绩效管理与评估、行业与公共部门管理、

市场营销、健康护理管理、管理科学与研究、学

习与发展、国际商务管理、战略管理、组织研究、

营运与物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管理、图

书馆与信息研究。（2）《Emerald 管理学评论》

——文摘评论集针对世界 400多种顶尖期刊中的

每篇文章进行独立评论，超过 25万篇管理学文章

的归纳总结。（3）实践性辅助资源，如案例集、

访谈录、管理学书评。

19
威科法律全文期刊

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该库是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旗下的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出版社出品的法律学术期刊全

文库，涉及经济法、商法、欧洲公法、欧洲私法、

欧共体法、国际（贸易）法、税法、商业仲裁、

竞争法（反垄断法）、国际比较劳动法和劳资关

系、争议解决等各个领域。

https://www.ceeol.com/
https://www.ceeol.com/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kluwerlawonline.com/
https://kluwerlaw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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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20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学术期刊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简称 PRL学术期刊数

据库，收录逾 6700种世界各地出版的综合学科领

域的出版物，其内容覆盖全学科领域。此外还包

括大量图书、研究手稿、会议论文及会议录、博

硕士论文、新闻报道、报告、博客、音频和视频

作品等。其数据保持每日更新，资料的最早回溯

年份为 1857年。涵盖商业、文学、语言、历史、

宗教、社会学、教育学、艺术、健康和医学、人

文、法律、军事、心理学、科学和技术、妇女研

究等多个学科领域。

21

EconLit with Full Text

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

全文数据库
英语

综合

期刊论文

EconLit with Full Text 由美国经济学会于 2007 年

在全球正式发布，内容涵盖了学术期刊、书籍&

专著、商业杂志等 6 大类型，收录 693种经济类

全文期刊，涵盖主题包括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

学、总体经济学、个体经济学、劳工经济学、资

本市场、货币学理论、经济预测、政府法规及其

他相关主题。

22
SocINDEX with Full

Text社会学全文数据库
英语

综合

期刊论文

SocINDEX with Full Text社会学数据库收录 4,710

种社会学相关期刊，目前总文献已达 240万篇，

同时收录有 2 万多条社会学专业用语的词库及

25000 位作者的简介。收录主题：犯罪学、刑事

司法、人口统计学、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婚姻

家庭、政治社会学、宗教、农村&城市社会学、

社会发展、社会心理学、社会结构、社会工作、

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研究、社

会学原理、物质陋习与嗜好、暴力。

23
HeinOnline法学全文

数据库
英语

综合

期刊论文

该库现有 2400 余种法学期刊，3115 卷国际法领

域权威著作，收录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案例，8000

多部精品法学学术专著，收录的全球法学文献可

以回溯到 16世纪。

https://search.proquest.com/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index?accountid=41097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3d881237-0899-4faf-b226-bff3afe8098b%40pdc-v-sessmgr03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3d881237-0899-4faf-b226-bff3afe8098b%40pdc-v-sessmgr03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3d881237-0899-4faf-b226-bff3afe8098b%40pdc-v-sessmgr03
http://web.a.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16b5659d-1a1c-4a95-8f7c-cca6e9cee8e6%40sessionmgr4007
http://web.a.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16b5659d-1a1c-4a95-8f7c-cca6e9cee8e6%40sessionmgr4007
https://home.heinonline.org/
https://home.heinonline.org/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电子期刊

10

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24
Lexis advance 全球

法律数据库
英语 综合

Lexis advance 是法律信息平台，内容包括：美国

法律法规和案例，世界主要国家、国际组织的法

律和立法信息，63个法律领域的综合资料库，近

千种法学期刊，针对立法和判例撰写的论文及评

论性文章，法律百科全书及多个行业法律领域的

资料库。

25

Wilson OmniFile Full

Text，Select Edition

威尔逊全文期刊精选库

英语 期刊论文

收录 3058种期刊（其中 1362为同行评议期刊），

覆盖应用科技、艺术、生物农业、教育、普通科

学、人文、社会科学、法律、图书馆与信息情报

学、商业等学科领域，560 种期刊被 JCR 收录，

文献最早回溯至 1981年，每日更新。

26

Book Review Digest

Plus 威尔逊图书评论

摘要增强版数据库

英语 期刊论文

选取威尔逊所有数据库中涉及图书评论的 8000

余种期刊内容辑录而成，评论书籍形式包括小说

及非小说类文学作品。数据最早回溯至 1983年，

提供 22余万篇评论全文，涉及近 80万本图书。

同一本书的全部评论与该书显示于同一界面，被

评论书籍摘要均由威尔逊公司专业人士撰写，适

合各年龄段读者。

27 JSTOR过刊数据库 多语种 期刊论文

JSTOR 初始是一个对期刊过刊进行数字化的项

目，致力于学术资源的长期保存，取得超过 800

家出版商期刊内容授权，包括大学出版社、出版

商、学术及专业学会、大学系所、博物馆和图书

馆，目前是一个发现、保存学术研究成果的平台，

重点提供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的期刊和图书。期

刊重点收集从创刊号到最近三五年前的过刊，目

前提供 50个学术领域 1400多种期刊的全文访问。

JSTOR收录的主题多元丰富，并不断的扩增，主

要有：人文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商业、生态与

植物学、健康与一般科学、爱尔兰主题、犹太研

究、语言与文学、数学与统计、音乐、19世纪英

国宣传手册文献等。

https://advance.lexis.com/firsttime?crid=db8dc58b-78ea-4607-add2-5e03ba66b863
https://advance.lexis.com/firsttime?crid=db8dc58b-78ea-4607-add2-5e03ba66b863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70b50b89-3e40-4371-9b10-717cbc8fa9fe%40pdc-v-sessmgr06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70b50b89-3e40-4371-9b10-717cbc8fa9fe%40pdc-v-sessmgr06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70b50b89-3e40-4371-9b10-717cbc8fa9fe%40pdc-v-sessmgr06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7d3c179b-0888-4bdb-ae38-d89b5dc5e82d%40pdc-v-sessmgr03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7d3c179b-0888-4bdb-ae38-d89b5dc5e82d%40pdc-v-sessmgr03
http://web.b.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7d3c179b-0888-4bdb-ae38-d89b5dc5e82d%40pdc-v-sessmgr03
https://www.jst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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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PAO—典藏期刊在线 多语种 期刊论文

PAO 提供世界范围内从 1802年至 2006年之间人

文社科类期刊回溯性内容全文，包括 10 个专辑

（Collections 1-10），收录了 760多种全文期刊，

几乎全部回溯至期刊的创刊号。涵盖了经济学、

教育、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学等领域，涉及

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希腊

语等多种语言。

29 Elsevier期刊回溯库 英语 期刊论文

Elsevier Science Direct现刊库只能访问 1995 年以

来的期刊，而回溯期刊库人文社科期刊可回溯到

第一卷第一期，并且可长期访问和下载全文。

30 Wiley期刊回溯库 英语 期刊论文

Wiley现刊库可访问 1997年至今的期刊全文，而

Wiley回溯期刊库可以追溯到第一卷第一期，目前

回溯库包含 297种期刊，分别为：商业与管理学

51 种，经济学、金融与会计学 47 种，历史与考

古学 15种，语言学 8种，法学 13种，文学、文

化研究与艺术 17种，哲学 17种，政治学 21种，

宗教与神学 9种，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福利

与人类学 15种，心理学 62种，地域与发展 22种。

31 Springer期刊回溯库 英语 期刊论文

Springer 回溯期刊数据库收录了 Springer 出版的

顶尖学术期刊自创刊年至 1996年的回溯内容，其

中人文社科类期刊约 200余种；其内容涉及诸多

过往经典文献，学术价值高，约有 70%以上的期

刊被 SCI、SSCI收录。

32 SAGE期刊回溯库 英语 期刊论文

SAGE 回溯期刊数据库收录 SAGE 出版的 381 种

学术期刊回溯全文，41.8万篇文章，收录年限为

期刊的第 1卷第 1期至 1999年。覆盖历史、哲学、

传播学与新闻媒体、政治与国际关系、环境与地

理等人文社科领域以及食品科学、生命科学、公

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等自然科学与医学领域。

https://search.proquest.com/pao/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s://link.springer.com/
http://sage.cnperea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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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剑桥期刊回溯库 英语 期刊论文

剑桥大学出版社回溯数据库包含人文社科类优秀

学术期刊 131种，回溯时间跨度从 1770年至 1996

年左右，可回溯到第一卷第一期。

34
Emerald管理学期刊

回溯库
英语 期刊论文

Emerald专业出版经济管理学同行专家评审期刊，

是出版经济管理学最多的单一出版机构。Emerald

管理学期刊回溯库包含管理学领域期刊 200 余

种，近 9 万篇文章，所有期刊回溯至第 1 卷第 1

期；最早的回溯文章年份 1898年；读者可以追溯

十九世纪以来的管理学思想及发展情况。

35
OECD经济合作发展

组织数据库
英语

综合

期刊论文

OECD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出版物包括近 1500种

图书、报告，24种期刊和 24个统计数据库。

36

荷兰国家财税

文献局（IBFD）

国际税务研究平台

英语
综合

期刊论文
含国际顶尖的国际税务期刊 7种。

37
联合国在线图书馆

(United Nations iLibrary)
英语

综合

期刊论文

该平台是一个集数字内容搜索、发现和浏览的平

台，为图书馆员、信息专家、学者、学生、政策

制定者、非营利机构和公众提供由联合国出版发

布的共计 3500余种图书、报告和期刊，以及联合

国基金项目成果，涉及 34个语种（含 6种联合国

官方语言）。每年约新增 500 种出版物，70%为

英语。

3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线图书馆

（IMF eLibrary）

英语
综合

期刊论文

该平台包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出版各种资料，

如图书、期刊、工作报告、国家报告、经济数据

等，实时更新。例如《世界经济展望》、《国际

金融统计》(月刊)、《国际货币基金概览》(周刊) 、

《国际收支统计》(月刊) 、《政府财政统计年鉴》。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__cf_chl_jschl_tk__=a8e38962d6de1003fccc13b2489651b2ab1dabc4-1599030338-0-ATJPYj_axf5OTYBHv7p-4KaKB5R5Rq2F4CAVGMU9V6lMWux6AuFZxfuSd7TAMeDw8MXkXkLfpB9FIzNUHwRD_shOyvwVQiRcycn81t5B3pUwfCWf7elWy0gS6b3mKs0TbaexH5WspVcdaquX0yyoUUE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www.oecd-ilibrary.org/
https://www.oecd-ilibrary.org/
https://online.ibfd.org/kbase/
https://online.ibfd.org/kbase/
https://www.un-ilibrary.org/
https://www.un-ilibrary.org/
https://www.elibrary.imf.org/?redirect=true
https://www.elibrary.imf.org/?redirect=true
https://www.elibrary.imf.org/?redirect=tru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6%E7%95%8C%E7%BB%8F%E6%B5%8E%E5%B1%95%E6%9C%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9%87%91%E8%9E%8D%E7%BB%9F%E8%AE%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9%87%91%E8%9E%8D%E7%BB%9F%E8%AE%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9%99%85%E6%94%B6%E6%94%AF%E7%BB%9F%E8%AE%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2%E6%94%BF%E7%BB%9F%E8%AE%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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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世界银行在线图书馆

（World BankeLibrary） 英语
综合

期刊论文

提供世界银行所拥有的财经类学术资源，收录了

世界银行所有经过严格同行评审后发表的正式出

版物和学术文章，总计超过 6000篇全文资源，主

要 包 括 ： Development Outreach 、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和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三种期刊 1996年以后的所有文章；发展

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 DEC）政策研究

1995 年以来的工作报告，超过 3900 份；1970 年

以来正式出版的电子书、各类报告和丛书等。涵

盖多个学科专业领域，如：农业、教育、能源、

交通、环境、金融、健康和营养、医疗卫生、科

学和技术、信息和交流、农村和城市发展、社会

保障和劳动保护、社区和人员安置、个体经济和

公共经济的发展、冲突与发展、政府管理、经济

和贸易、法律和发展。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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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读秀学术搜索 中文 电子书

读秀学术搜索是提供中文图书和期刊论文的文献

搜索及获取服务平台，为读者提供深入内容的章

节和全文检索、部分文献试读、文献传递等多

种功能。收入中文图书全文 100 万种，元数据

1.9 亿条。

2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

论资源数据库
中文 电子书

该库由人民出版社开发建成，被党政干部和专家

学者称为“用科学技术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重大创新工程”，目前收入图书包含 18个重要方

面、共 6000多册、7000多万个知识点。

3
中国社会科学年鉴

数据库
中文

综合

年鉴

“中国社会科学年鉴数据库”在“中国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年鉴”基础上对 400 余卷年鉴

碎片化加工重新组织内容资源，以学科为基点，

提炼加工出年鉴、文章、论文、图书、课题、会

议、人物、大事记等八大内容模型，为用户提供

文献检索与阅读、机构与人物索引、学术热点分

析、数据挖掘分析等知识服务功能，将传统优质

出版资源实现数字化、知识化、产品化，方便用

户精准定位年鉴内容。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线图书馆

IMF eLibrary

英语
综合

电子书

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各种资料，如图书、

期刊、工作报告、国家报告等，实时更新。

5
世界银行在线图书馆

（World Bank eLibrary）
英语

综合

电子书

提供世界银行所拥有的财经类学术资源，收录了

世界银行所有经过严格同行评审后发表的正式出

版物和学术文章，总计超过 6000篇全文资源；1970

年以来正式出版的电子书、各类报告和丛书。

涵盖多个学科专业领域，如：农业、教育、能源、

交通、环境、金融、水资源保护、健康和营养、

医疗卫生、科学和技术、信息和交流、农村和城

市发展、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社区和人员安置、

个体经济和公共经济的发展、冲突与发展、政府

管理、国际经济和贸易、法律和发展、宏观经济

学和经济增长、减贫。

https://www.duxiu.com/
http://10.1.10.10/
http://10.1.10.10/
http://www.eyearbook.cn/
http://www.eyearbook.cn/
https://www.elibrary.imf.org/
https://www.elibrary.imf.org/
https://www.elibrary.imf.org/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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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roQuest Ebook Central

Academic Complete

数据库
多语种 电子书

Ebook Central平台（简称EBC)，由原EBL及Ebrary

合并而成，是综合类的电子书平台，收录全球 1000

多家大学出版社、专业出版商、学术出版机构出

版的超过百万种电子书，涵盖了科学、经济、商

业、历史、社会与行为科学、哲学与教育学等多

个学科，涉及英语、德语、法语等 20种语言。目

前我院订购的学术专辑为 18万册。

7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早期英文图

书在线

英语 电子书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早期英文图书在线收录

1473 年至 1700 年早期英语世界出版物 12.5 万种

著作，其中包括许多知名作家的著作和许多历史

资料，覆盖从历史、文学、宗教到音乐、美术、

妇女问题研究等诸多领域。

8
易阅通“一带一路”

国际政治研究库
中文 电子书

该库收录了国际出版集团、大学出版社以及专业

出版社的优质国际政治类电子图书。围绕国际政

治的有关学科，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

策分析、政党变迁、纵横捭阖的国际外交，为开

展深入研究提供原始素材和背景分析，是“一带

一路”战略研究、教学以及国际交流交往领域的

参考性文库。

9 Wiley在线图书 英语 电子书

John Wiley & Sons Inc（约翰威立国际出版公司）

创建于 1807年，是重要的学术专著和期刊出版商。

院图书馆引进Wiley在线图书数据库，包括 3985

种在线图书，涉及法律与犯罪、心理学、社会科

学、行为科学、人文科学、商业、经济、财政、

金融、会计等多个学科。

10 SAGE参考工具书 英语 电子书

SAGE出版社精选历年出版的品质佳、受欢迎且屡

获殊荣的参考工具书推出在线访问的电子版本，

即 SAGE 电子参考工具书（SAGE eReference）。

我馆可以访问到 SAGE 自 2002 年至 2010 年间出

版的 126种电子参考工具书，以及 98种电子手册。

SAGE 电子参考工具书主题范围涵盖人文与社会

科学的各个领域，以及环境科学和健康学科等。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casscn/home.action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casscn/home.action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casscn/home.action
https://search.proquest.com/eebo/index
https://search.proquest.com/eebo/index
https://search.proquest.com/eebo/index
https://www.cnpereading.com/subscribed
https://www.cnpereading.com/subscribed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sk.sagep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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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merald电子系列

丛书
英语 电子书

Emerald 目前出版超过 2000多册人文社会科学图

书，其中近 1000卷丛书的数字版本，可通过该平

台访问，该平台还可对每个章节进行方便快捷的

检索和浏览。 Emerald 电子系列丛书分为《工商

管理与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两个专辑，涉及 100

多个主题领域。

12
OverDrive（赛阅）

数字图书馆
英语 电子书

OverDrive（赛阅）是全球领先的电子书、有声书、

视频内容等数字内容的综合供应商，成立于 1986

年，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它将

签约的 5000多家出版社的内容以安全而有版权保

护的方式提供给遍布全球的 3 万多家图书馆、学

校和零售商，为数以百万计的最终用户读者提供

服务。图书馆引进了部分图书。

13
联合国在线图书馆

UnitedNations iLibrary
英语

综合

电子书

该平台是一个集数字内容搜索、发现和浏览的平

台，为图书馆员、信息专家、学者、学生、政策

制定者、非营利机构和公众提供由联合国出版发

布的共计 3500余种图书、报告和期刊，以及联合

国基金项目成果，涉及 34个语种（含 6种联合国

官方语言）。每年约新增 500 种出版物，70%

为英语。

14
OECD经济合作发展

组织数据库
英语

综合

电子书

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出版物包括近 1500种图

书、报告，24种期刊和 24个统计数据库。

15

荷兰国家财税文献局

（IBFD）国际税务

研究平台

英语
综合

电子书

该库包括 219 个国家地区的基本税制税率信息、

219 个国家地区的调研信息、69 个国家的详尽的

跨境及国内税务信息、251种国际顶尖水平的国际

税务在线书籍、超过 10大类专题内容、国际税务

条约、持续提供的国际税务新闻服务、11,860 个

国际税务经典案例、词汇库内容、10大类比较应

用工具及快速查询表格，另有 7 种国际顶尖水平

的国际税务杂志。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cass.overdrivechina.cn/
https://cass.overdrivechina.cn/
https://www.un-ilibrary.org/
https://www.un-ilibrary.org/
https://www.oecd-ilibrary.org/
https://www.oecd-ilibrary.org/
https://online.ibfd.org/kbase/
https://online.ibfd.org/kbase/
https://online.ibfd.org/k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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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

献中心
中文

综合

古籍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于 2016年 12月 30
日正式上线运行，开设有资讯、资源、专题、

服务四个栏目，资源包括中文学术期刊 2000多
种、外文学术期刊 8500多种，古籍 2000多册，

上线文献数据超过 1800万条，面向国内外提供

开放型、公益性、权威性的文献信息服务。

2 中国基本古籍库 中文 古籍

中国基本古籍库分为 4个子库、20个大类和 100
个细目，共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民国的历代名著

和各学科基本文献 1 万种，每种均提供 1 个通

行版本的全文和 1-2 个珍贵版本的原版影像。

总计收书 17万余卷，版本 12500多个，全文约

17亿字，影像约 1千万页。

3 文渊阁四库全书 中文 古籍

《四库全书》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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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余种。《四库

全书》原抄七部，分藏文渊阁、文澜阁、文津

阁等七处。其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是七部书

中最早完成的一部，至今保存完好。自 1934年
起，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陆续印制部分书籍，

至 1986 年才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将全书整套印

出，题名《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该电子版以

此版本为基础。

4
中华经典古籍库

（第一至四期）
中文 古籍

中华经典古籍库是中华书局推出的大型古籍数

据库产品，收录了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

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包含了二十四史、

通鉴、新编诸子集成、清人十三经注疏、史料

笔记丛刊、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佛教典籍选刊

等经典系列，保留专名、校注等整理成果。目

前已有 7.5亿字，1274种书。

http://www.nssd.org/
http://www.nssd.org/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ErusonClientSetup.exe
http://10.4.131.200/scripts/skinet.dll?OnLoginPage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E9%98%85%E8%AF%BB%E5%99%A8-%E5%AE%89%E8%A3%85%E7%A8%8B%E5%BA%8F-1.6.013(%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9%99%A2%E6%96%B0).rar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E9%98%85%E8%AF%BB%E5%99%A8-%E5%AE%89%E8%A3%85%E7%A8%8B%E5%BA%8F-1.6.013(%E4%B8%AD%E5%9B%BD%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9%99%A2%E6%96%B0).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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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5
爱如生中国俗文库

（初集）
中文 古籍

该库收录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流行文

献，主要指千百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的俗文学

作品与俗文字史料，如善书、宝卷、小说、戏

曲、鼓书、弹词、歌谣、俗谚等，其内容蕴含

着雅文化所缺乏的下层社会生活和基层民众心

理的丰富信息，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生活史、

宗教史、文学史和艺术史的重要资料。院馆引

进中国俗文库初集，共 2千种。

6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大明会典
中文 古籍

该库以万历重修本《大明会典》为底本，是研

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7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大明实录
中文 古籍

《大明实录》系明代历朝官修之编年体史料长

编。自明太祖至明熹宗共十五朝十三部二千九

百零九卷，是研究明代历史系统和完整的史料。

8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大清五部会典
中文 古籍

作为清代典章制度类史料之一，是记载大清国

国家体制和各部、院职责权限的权威文献，在

清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清十二帝十三

朝 276年间共编有五部《会典》，分别修于康熙、

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俱为满、汉文单

行本。该数据库为方便各类学者研究之需要，

包括了汉文《大清五朝会典》的全部内容。

9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大清历代实录
中文 古籍

该数据库作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

文献数据库》项目的首批产品，是档案文献工

作者和中国古籍数字化科技工作者的共同成

果。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共计 4447卷
（含首卷），以太祖高皇帝至德宗景皇帝十一朝

《实录》为主体，尽可能地维护历朝实录的完

整，并使读者对不同文本间的差异有所了解。

10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明代史料汇编
中文 古籍

该库包含明代史料汇编、明代地理文选、明代

职官政书文选、明代诸杂家汇编、明人别集

汇编。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ErusonClientSetup.exe
https://guji.unihan.com.cn/Web
https://guji.unihan.com.cn/Web
https://guji.unihan.com.cn/
https://guji.unihan.com.cn/
https://guji.unihan.com.cn/
https://guji.uniha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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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11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清代史料汇编
中文 古籍

该库包含清代史料类、清代地理文选类、清政

府仪制政令类、清帝御制诗文集类、清人别集

类（附词曲选）。

12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四部丛刊 2009原
文及全文检索

增补版

中文 古籍

该库在《四部丛刊》珍本的基础上，又收纳了

最精华的典籍资料一亿三千余字，365种，18440
卷，同时首次开放了张元济校勘记百余篇的全

文检索。以“四部”为纲目，相得益彰，可谓

“四部大全”矣。

13
雕龙古籍数据库——

道藏辑要
中文 古籍

《道藏辑要》是继明代《正统道藏》及《万历

续道藏》之后收书最多的道教丛书，亦是清朝

最重要的道教丛书，是研究明清道教的重要资

源。

14
雕龙古籍数据库

——正统道藏
中文 古籍

《正统道藏》为道教经典的总集，明版《正统

道藏》是现存的唯一官修道藏。民初采用北京

白云观《正统道藏》藏本，由上海涵芬楼影印，

称为“涵芬楼本”，此为道经公开于世之始。

15
雕龙古籍数据库

——永乐大典
中文 古籍

《永乐大典》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

籍，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汇

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

的文献集。全书目录 60卷，正文 22877卷，装

成 11095 册，约 3.7亿字。《永乐大典》惨遭浩

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 800余卷。

16
雕龙古籍数据库

——中国地方志
中文 古籍

全库收录 2000余种明清及民国地方志，其内容

不仅包括各地区的疆域、气候、山川、物产等

地理资料，也涵盖人文历史各方面的记载，是

综合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

状发展状况的百科式要述。

https://guji.unihan.com.cn/
https://guji.unihan.com.cn/
https://guji.unihan.com.cn/
https://guji.unihan.com.cn/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dlclient.exe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dlclient.exe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dlclient.exe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dlclient.exe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dlclient.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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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17 日本古典书籍库 中文 古籍

雕龙古籍数据库的一个专题，主要是由《六国

史》《本朝文粹注释》、《倭名类聚钞》《新撰字

镜》《国史大系》《国史大系续》《赖山阳全书》

和《日本汉诗》组成。目前收书数量：618 种，

仍持续增加中。《倭名类聚抄》、《新撰字镜》，

这类资料在国内极其稀见，对于古汉语、古文

献、古代史等领域的研究却十分重要。

18 瀚堂典藏数据库 中文 古籍

瀚堂典藏数据库是采用国际通用的超大字符集

进行加工校勘的古籍数据库，收录了中国从夏

商至民国的历代文献 1800种，图片 400万幅，

数据总量 10亿字。该数据库包括小学工具、中

医药文献、类书集成、出土文献、佛教典籍、

经部集成、史部集成、子部集成、集部集成、

道教典籍、敦煌文献、专题文献等 12个子库。

19
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

编全文检索版
中文 古籍

《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全文检索版的内容

由十几位石刻文献研究专家精心编选而成，从

现存的千余种的金石志书对比去重，辑录出

1500 余篇石刻文献，并附有历代金石学家撰写

的考释文字，总计 1150万字。全库从秦砖汉瓦

到碑文墓志，内容涵盖中国上下两千年的政治、

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学、科技、民俗、

教育、地理等各个方面。

20
中国历代典籍总目

分析系统
中文 古籍

中国历代典籍总目分析数据库是由国家图书馆

和北京大学联合研制推出，以史志、官修和馆

藏目录为基础，以知见、私藏和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为补充，在全面收录汉籍书目的基础上，

参照国际图联 FRBR 标准，为用户提供知识，

从 30 余种目录文献中，整理收录了 240 余万

书目。

http://tk.cepiec.com.cn/ancientc/ancientkm?@@0.7798514807695671
http://10.4.131.232/
http://10.1.10.2:8081/
http://10.1.10.2:8081/
http://10.4.131.233:8080/hbcc/
http://10.4.131.233:8080/hb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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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21

爱如生中国近代

报刊库

（要刊编·第 1辑、第

2辑）

中文 近代报刊

该库以“影响范围广、存续时间长、史料价值

高”为遴选标准，从现存清道光十三年（1833
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间数万种报刊

类精选晚清和民国期间重要报刊，其中要刊

编·第一辑、第二辑收录晚清民国重要期刊 200
种，累计 7 千余号，是了解和研究近代中国重

要的资料。

22
红色历史文献库

（第 1辑）
中文 近代文献

爱如生红色历史文献库是一款红色主题的数据

库，全库包括红色大报、红色名刊、红色著作

和红色记实四编，收录自 1915年新文化运动至

1949 年全国解放期间，中国共产党及外围组织

公开出版的各类报纸、杂志，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共产党员以及党外、国外友好人士公开发

表的各类著作、记实文章，总计 300种。

23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

（第一辑）
中文 近代报刊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了 1833-1911年间 300
余种期刊，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所有期刊，

拥有众多的“期刊之最”。

24
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第一辑-第八辑）
中文 近代报刊

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计划收录民国时期

（1911-1949）出版的期刊 25000余种，文献 1000
余万篇，涵盖了民国时期出版的绝大部分期刊，

集中反映这一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

教育、思想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图书馆

引进第一至第八辑，共 1.2万种期刊，632万篇。

25
大成老旧刊全文

数据库
中文 近代报刊

该库收录了清末到 1949 年近 80 年间中国出版

的 7000余种期刊，共 14万多期，260余万篇文

章。所有涉及哲学经济、政治军事、工农交通、

文理史地、天文医药等各大门类都有收录。全

部采用原件高清扫描，是研究各个学科发展，

科技传承脉络的不可或缺的数据库工具。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ErusonClientSetup.exe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ErusonClientSetup.exe
http://www.lib.cass.org.cn/UploadFiles/ErusonClientSetup.exe
http://10.1.10.2:8090/
http://10.1.10.2:8090/
http://10.1.10.2:8090/
http://laokan.dachengdata.com/index
http://laokan.dachengdata.com/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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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26
东方杂志全文检索

数据库
中文 近代报刊

《东方杂志》断断续续存在了 45年，忠实地记

录了我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轨迹，成为我国近

现代期刊史上影响力大、刊龄长的综合性杂志。

东方杂志全文检索数据库包括 3 万多篇文章、

12000多幅图画、14000多则广告，是国内外第

一个完全实现数字化的《东方杂志》期刊全文

检索数据库。

27 大公报 中文 近代报刊

《大公报》是记录中国近现代史最全面的报纸

之一，大公报数据库除部分原件散佚无法取得

外，收录民国时期大公报所出版的所有版面及

文字，包含了天津、上海、重庆、汉口﹑桂林

及香港等全部版面，数据超过 200万条。

28 申报 中文 近代报刊

申报全文检索数据库网络版（2.0版）涵盖了《申

报》1872年 4月 30日创刊至 1949年 5月 27日
停刊的全部报载内容，完整收录本报上海版、

汉口版、香港版资料共约四十二万版，保留了

全部版面图文信息。

29 晋察冀报 中文 近代报刊

该库是在《晋察冀日报》基础上制作出来的。

《晋察冀日报》1937 年 12月 11日由晋察冀军

区出版，原名《抗敌报》。1938年 8月改由晋

察冀边区出版，成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

报。1948年《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

日报》合并而成华北局《人民日报》。

30 抗敌报 中文 近代报刊

《抗敌报》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报社编辑

出版。1937年 12月 11日创刊，1938年 4月升

格为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后来成为中共晋

察冀分局机关报。1940年 11月 7日改名为《晋

察冀日报》。

http://cpem.cp.com.cn/
http://cpem.cp.com.cn/
http://tk.cepiec.com.cn/tknewsc/tknewskm?@@0.46470826405350096
http://spcass.egreenapple.com/WEB/INDEX.html
http://jcjrb.egreenapple.com/WEB/INDEX.html
http://kdb.egreenapple.com/WEB/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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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库名称 语种 数据类型 简介

1
美国国会文献集

（1789-1994）
英语 参考资料

《美国国会文献集》（U.S.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由美国 Readex 公司提供，是《美国历史文

档》（Archive of Americana）系列数据库的子数

据库。范围涵盖了 1789－1994年间美国国会文献

的全部内容，包括美国参、众两院的报告、文件，

期刊，行政部门的年度报告与文件，以及美国国

务文书等。这些史料构成了美国国会文献丰富、

完善的第一手资源。

2

ProQuest Executive

Orders and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s行政命令

和总统公告数据库

英语 参考资料

该库收录了从华盛顿到奥巴马时期美国总统颁布

的超过 79,000条行政命令、布告、指令和政策声

明，包括：美国原住民搬迁、奴隶解放、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的拘留及军队废除种族

隔离等，同时提供了对总统国内和外交政策的评

论见解。

3

ProQuest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DBPO)英国

海外政策文件

英语 参考资料

DBPO源自英国 19世纪末至和平时期外交记录印

刷纸本系列出版物，数据库的开发由 ProQuest 公

司和英国外交部合作开发完成，提供 1846 年至

1990年间五万多份英国政府关于国际关系的政府

文件，包含外国政策指导、信件和备忘录、商业

报告等等。这些原始资料由 Britain’s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FCO）的历史学家甄选，

并对所选文件作了解密处理。该数据库可帮助研

究人员更全面地了解20世纪欧洲以及世界格局的

形成，研究当时紧张的动向、事件背后的动机、

政治及复杂的国际关系等。

4

ProQuest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
(HCPP)英国国会下议

院议会文件

英语 参考资料

该数据库包含了研究英国、英国殖民地及当时世

界的重要文献，涵盖了 1688 年至今的 20 多万份

英国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外交政策等各

个领域的国会下议院文件，最早可追溯到1688年。

https://infoweb.newsbank.com/iw-search/we/Digital?p_product=SERIAL&p_action=keyword&p_theme=sset2&p_nbid=E5FY61NXMTU5OTUyNDY4Ni40NzQwMjk6MToxNDoxMDMuMjQ3LjE3OS4zNA&p_clear_search=yes&d_refprod=SERIAL&&s_startsearch=keyword
https://infoweb.newsbank.com/iw-search/we/Digital?p_product=SERIAL&p_action=keyword&p_theme=sset2&p_nbid=E5FY61NXMTU5OTUyNDY4Ni40NzQwMjk6MToxNDoxMDMuMjQ3LjE3OS4zNA&p_clear_search=yes&d_refprod=SERIAL&&s_startsearch=keyword
http://search.proquest.com/congressional
http://search.proquest.com/congressional
http://search.proquest.com/congressional
http://search.proquest.com/congressional
http://dbpo.chadwyck.com/
http://dbpo.chadwyck.com/
http://dbpo.chadwyck.com/
http://dbpo.chadwyck.com/
http://parlipapers.proquest.com/
http://parlipapers.proquest.com/
http://parlipapers.proquest.com/
http://parlipapers.proquest.com/
http://parlipapers.proqu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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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Quest History

Vault：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

争计划、作战行动、

情报、轴心国战争罪

行和难民的美国文件

英语 参考资料

该库收录了关于二战的几套主要专辑档案，包括

富兰克林·D. 罗斯福地图室文件、参谋长联席会

议记录、陆军部作战处记录、美国海军行动与作

战报告、战争情报办公室记录、战争难民委员会

文件、关于二战期间美国通讯情报的绝密研究、

美国战争计划等。

6

ProQuest History Vault:
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1911-1944）

美国军事情报报告

英语 参考资料

该库记录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最后战役时期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和事件，包括军

事领域各方面的细节，如：军队部署和调集的关

注，军事情报中对政治和外交事务的报告，当时

重要政治和军事人物的兴衰，军方和政府官员访

谈，政党及运动的评价，目击者报导和军事行动

的分析。

7

ProQuest History Vault:

U.S. DIPLOMATIC

POST RECORDS,

1914-1945美国外交

驻地档案

英语 参考资料

美国国务院外交驻地档案由驻扎在世界各地的美

国外交官的书信和报告组成。通常外交驻地档案

保存在大使馆或者公使馆，而不在华盛顿。1945

年前，对于多数国家而言，保存完好的驻地档案

是重要的资源，其在记录重要事件方面可与中央

档案文件匹敌。外交驻地档案包含来自华盛顿的

信息、保留的传送急电副本、收集的当地信息与

决策的背景材料。

8

ProQuest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美国

国家安全档案

英语 参考资料

该库提供来源于美国国家保密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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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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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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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研究这段关键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情报和安全问

题的重要资源。

http://search.proquest.com/historyvault
http://search.proquest.com/historyvault
http://search.proquest.com/historyvault
http://search.proquest.com/historyvault
http://search.proquest.com/historyvault
http://search.proquest.com/historyvault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search.proquest.com/dnsa
https://search.proquest.com/dnsa
https://search.proquest.com/dnsa
https://search.proquest.com/d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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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roQuest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 and 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Reports，
（1941-1961）

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美

国国务院情报和

研究报告

英语 参考资料

该库收录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和冷战前

期，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委派学者撰写

关于亚洲、欧洲、苏联、拉美和非洲的专题保密

报告，逾 3500份。还收录大量关于中东、非洲和

拉丁美洲 1941-1961年间的报告。

10

ProQuest History Vault

历史专题库：越南战争

和美国外交政策

（1960-1975）

英语 参考资料

该库收录了有关越南战争的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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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了整个过程中美国外交政策的最高行动和决

议，以及越南本土的历史战争事件，信息来源于

白宫官员、美联社记者以及美国军事力量成员。

11
英国外交部机密文件：

拉丁美洲 1833-1969）
英语 参考资料

数据库内容包括：拉丁美洲革命、领土权转移、

政治运动、国外金融界影响、工业和基础业发展

（包括巴拿马运河的建设）、战争、奴隶制度、

欧洲移民及和当地人们的交往。

12
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

(1919-1980)
英语 参考资料

该库由英国 Adam Matthew Digital 学术出版社提

供，1919-1948期间的内容包括政府备忘录，官方

信函，非官方信函，地图，法庭案件纪录，会议、

调查或考察报告，个人、地方和组织的简介，经

济统计和分析，汉语文件等。1949-1980期间的内

容均来自英国外交部一手资料，对重要事件连续

且详实的报道。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s://hv.proquest.com/historyvault/hv.jsp?pageid=home
http://www.archivesdirect.amdigital.co.uk/CP_LatinAmerica
http://www.archivesdirect.amdigital.co.uk/FO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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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国外交部档案：日本

(1919-1952)
英语 参考资料

此档案库源自英国外交部档案馆珍贵馆藏档案，

提供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逐步崛起以及日本与

西方大国之间关系的演变，收录文献包括来往公

文、年度报告、会议备忘录、政治与经济类总结

报告和论文等。主题内容涵盖：日本文化与社会、

英国与日本关系转变、日本帝国崛起、太平洋战

争、中日关系与伪满洲国、苏联与日本关系、美

国对日攻击、二战后期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教

育等。

14
中国旧海关档案

（1854-1949）
英语 参考资料

该库为研究清朝晚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

一历史时期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原始文献资源。这些档案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南京），包括官方通信、电讯、报告、备

忘录及私人和机密信件，构成了对当时中国生活、

经济和政治的宝贵且独特的佐证，跨越了太平天

国运动、义和团起义、甲午中日战争、辛亥革命、

五卅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

15

China: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e(1793-1980)

海外收藏的中国近代

史珍稀史料文献库

英语 参考资料

数据库的资料来源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大英图

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与新西兰国家图书馆。提

供在海外收藏的 1793-1980 年间中国与西方往来

的珍贵史料，共收录 7.2万幅左右的图片，400幅

以上彩色图片与照片以及互动地图等，此外还包

括论文与大事年表、书目等。

16
South Asia Archive

南亚研究回溯数据库
英语 综合

南亚研究回溯库由南亚研究基金会收集，其内容

包括：报告、珍本书籍、有研究价值的期刊，罕

见出版物、法律、法案、印度电影宣传册

（1930–1949）等等，其中图书 2400 多种、期刊

300种、手册 268本。资料涉及文化与社会，工业

与经济，科学技术和医学，城市规划与管理，政

治与法律。

http://www.archivesdirect.amdigital.co.uk/FO_Japan
https://link.gale.com/apps/menu?userGroupName=cass&prodId=MENU
https://link.gale.com/apps/menu?userGroupName=cass&prodId=MENU
https://www.china.amdigital.co.uk/
https://www.china.amdigital.co.uk/
http://www.southasiaarchi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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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The Hague Academy

Collected Courses

Online 海牙国际法学

院演讲集

英语 参考资料

海牙国际法学院于 1923年成立，学院每年邀请当

今国际法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来校讲授国际

公法、国际私法和司法关系相关课程，并出版《海

牙国际法学院演讲集》，从 1923年第一卷，到目

前已出版 3 百余卷，收录文献的内容有前沿研究

的学术专著、创新成果的精品教材、独到见解的

演讲报告等。

18
Lexis advance 全球

法律数据库
英语 综合

Lexis advance 是法律信息平台，内容包括：美国

法律法规和案例，世界主要国家、国际组织的法

律和立法信息，法律领域的综合资料，近千种法

学期刊，针对立法和判例撰写的论文及评论性文

章，法律百科全书及多个行业法律领域的资料。

19

律商网——中国法律

法规（中英双语）实务

数据库

英语 参考资料

律商网 Lexiscn.com 由律商联讯集团 LexisNexis

开发的极具实务性的中英双语法律数据库，面向

来自政府、中外企业、国内外律所以及各大高校

的专业法律人士，内容包括法律法规、合同范本、

精选案例、法规概览、评论文章等。

20 法律之星 中文 参考资料

法律之星由北京中天诺士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

发，该数据库包括 8个综合类数据库、14个专业

类数据库，32个地方性法规子库以及中国法律论

文目录、WTO、最新法律法规等专题类料。

21
新华社政务信息

服务系统
中文 参考资料

该库为新华社编制的内部资料电子版，具有事实

准确、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可读性强的特点。

https://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browse/the-hague-academy-collected-courses
https://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browse/the-hague-academy-collected-courses
https://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browse/the-hague-academy-collected-courses
https://referenceworks.brillonline.com/browse/the-hague-academy-collected-courses
http://advance.lexis.com/?identityprofileid=529V9G55065
http://advance.lexis.com/?identityprofileid=529V9G55065
https://hk.lexiscn.com/
http://law1.law-star.com/
http://10.1.10.1:9000/sky/tmpl/first.jsp
http://10.1.10.1:9000/sky/tmpl/firs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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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带一路”

数据库
中文 参考资料

“一带一路”数据库是国内首个聚焦“一带一路”

倡议的学术数据库，出版 3大主题系列，覆盖“一

带一路”国别研究、“一带一路”主题研究、“一

带一路”年度报告。数据库下设资讯库、理论库、

国家库、省域库、丝路专题库、指数库、史话库、

专家库共 8个类型的专题子库。

23

CRGG 国别区域与

全球治理数据平台

（原：列国志数据库）

中文 参考资料

该数据库收录图书 3000余本、报告 79000篇、资

讯 8400条、图片图表 74000条，覆盖全球 173个

国家、9个国际区域、9个国际组织。包括国家库、

国际组织库、世界专题库和特色专题库 4大子库。

此外，数据库还提供国别区域问题研究所需的历

史档案文献。

24 皮书数据库 中文 参考资料

皮书数据库是关于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研

究的年度连续性学术成果。内容囊括了社会、经

济、政治、文化、教育、国际问题等各个领域。

全库包括中国社会发展数据库、中国经济发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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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

数据库六个子库。

25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文 参考资料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代表国家最高科学文化水

平的权威工具书，具有权威性、系统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数据库收录《中国大百科全书》（第

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全部词

条；近 16万条目，80余个学科，近 100万知识点，

2亿文字量，提供近 10万幅高清晰图片、地图。

https://www.ydylcn.com/skwx_ydyl/sublibrary?SiteID=1&ID=8721
https://www.crggcn.com/
https://www.crggcn.com/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database?SiteID=14
http://10.1.10.5:1168/home/home.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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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国近代影像

资料库
中文 参考资料

全库收录了自 1840 年至 1949 年间 4 万多幅珍贵

的历史照片，分 200多个组图和十几个精选专题，

共计 100余万字的内容。目前系统已经建立了老

照片分类，涉及六大领域：政治经济、历史地理、

社会风俗、文化教育、宗教艺术、军事法律。采

用图片、组图、专题、图说历史等形式展现和记

录历史变迁，并配以详细介绍，条理清晰，层次

分明，可帮助读者快速了解照片背后的故事，有

“一图胜千言”的效果。除了老照片，影像库中

还包含大量的档案、书信、舆图、地图等资料，

极富史学研究价值。数据库中的照片多数来自于

海外的图书馆藏，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伦敦

维尔康姆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等的珍稀馆藏

照片，同时也有来自于世界各国的摄影家和收藏

家的照片，如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等。

http://www.lzp360.com/
http://www.lzp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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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IU国家报告 英语 研究报告

针对全球近 200个国家或区域进行全面深入地分

析，包括政治情况、经济政策、本地经济、产业

动态、外贸等。同时，报告还对各国未来两年的

发展走势进行了预测，可帮助读者及时掌握全球

各国各地主要事件，并研究判断这些事件在中短

期内将会产生的影响。

2
OECD经济合作发展

组织数据库
英语

综合

研究报告

OECD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出版物包括将近 1500

种图书、报告，24个期刊和 24个统计数据库。

3

荷兰国家财税文献

局（IBFD）国际税务

研究平台

英语
综合

研究报告

该库包括 219个国家地区的基本税制税率信息、

219个国家地区的调研信息、69个国家的详尽的

跨境及国内税务信息、251本国际顶尖水平的国

际税务在线书籍、超过 10 大类专题内容、国际

税务条约、持续提供的国际税务新闻服务、11,860

个国际税务经典案例、词汇库内容、10大类比较

应用工具及快速查询表格，另有 7种国际顶尖水

平的国际税务杂志。

4
Plunkett Research

Online全球行业数据库
英语

综合

研究报告

Plunkett Research Online 全球行业数据库提供 30

多个新兴、热点的行业分析、发展趋势、统计数

据、竞争情报、市场研究、企业信息；内容覆盖

全球 70多个国家、26000多家行业领先公司财务

数据、发展规划等信息。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线图书馆

（IMF eLibrary）

英语
综合

研究报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出版各种资料，如图书、期

刊、工作报告、国家报告等，实时更新。经济数

据主要有：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 国

际金融统计）、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BOP

国际收支统计）、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

贸易方向统计）、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

（GFS 政府财政统计）。工作和分析报告主要有

IMF工作文件（Working Papers）、IMF国家报告

（Country Reports ）、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s）、地区经济展望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s）。

http://www.eiu.com/
http://www.oecd-ilibrary.org/
http://www.oecd-ilibrary.org/
https://online.ibfd.org/kbase/
https://online.ibfd.org/kbase/
https://online.ibfd.org/kbase/
http://www.plunkettresearchonline.com/
http://www.plunkettresearchonline.com/
http://www.elibrary.imf.org/
http://www.elibrary.im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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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界银行在线图书馆

（World Bank eLibrary）
英语

综合

研究报告

提供世界银行所拥有的财经类学术资源，收录了世

界银行所有经过严格同行评审后发表的正式出版物

和学术文章，总计超过 6000篇全文资源，主要包括：

Development Outreach 、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和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三种期刊

1996年以后的所有文章；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DEC）政策研究 1995年以来的工作报告，

超过 3900份；1970年以来正式出版的电子书、各

类报告和丛书。涵盖多个学科专业领域，如：农业、

教育、能源、交通、环境、金融、水资源保护、健

康和营养、医疗卫生、科学和技术、信息和交流、

农村和城市发展、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社区和人

员安置、个体经济和公共经济的发展、冲突与发展、

政府管理、国际经济和贸易、法律和发展、宏观经

济学和经济增长、减贫。

7
联合国在线图书馆

（UnitedNations iLibrary）
英语

综合

研究报告

该平台是一个集数字内容搜索、发现和浏览的平

台，为图书馆员、信息专家、学者、学生、政策

制定者、非营利机构和公众提供由联合国出版发布

的共计 3500余种图书、报告和期刊，以及联合国基

金项目成果，涉及 34个语种（含 6种联合国官方语

言）。每年约新增 500种出版物，70%为英语。

8
欧睿 Passport全球市

场信息数据库
英语

综合

研究报告

涵盖了从宏观的国家地区信息到中观的行业产

业信息再到微观的企业公司信息，用户可从宏

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全面掌握各国的商业环

境及其变化，了解行业产业的发展动态，熟知行

业内的竞争对手。提供全球 80-100个国家的 26

个行业的行业数据，以及 210个国家的宏观数据

与消费者数据，覆盖了 97% “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同时还提供 10 年历史数据和 5 年预测数

据，展现行业整体发展趋势。国际可比较的一手

市场数据（市场容量和市场销售额、品牌和公司

占有率、分销渠道销售额、包装和成分数据）；

市场报告（对市场业绩趋势、竞争环境和关键市

场驱动因素进行深度战略分析）。提供全天候在

线查询、下载。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
https://elibrary.worldbank.org/
https://www.un-ilibrary.org/
https://www.un-ilibrary.org/
https://www.portal.euromonitor.com/portal/policy/termsandconditions?ControllerName=Default&ActionName=Index
https://www.portal.euromonitor.com/portal/policy/termsandconditions?ControllerName=Default&ActionNam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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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经济预测分析 中文 研究报告

《经济预测分析》及时跟踪分析预测国内国际经

济总体态势、分析研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动向、

分析热点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为特色，集中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专家团

队的前瞻性深度研究报告。

10 国信预测分析 中文 研究报告

《国信预测分析》系列报告由《中国宏观经济信

息》、《世经要参》、《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动态》、

《财经数据解读》、《产业政策与数据分析》和

《宏观政策动向》组成，每种报告全年 47 期，

全套系列报告全年 282期，实时跟踪研究宏观经

济形势和政策。

11 中经专网数据库 中文 研究报告

中经专网集成了中国经济信息网的内容精华，涵

盖动态、数据、分析、法规、企业、招商、价格、

供求、技术等不同信息内容；经济数据按照时间

序列进行整理，宏观经济、行业经济、地区经济、

世界经济的热点问题组织深度分析报告，是研究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重要资料来源。

12 智库报告数据库 中文 研究报告

智库报告专题数据库系统收集海外智库中国研

究报告，主要汇集 2012 年之后海外著名智库和

研究机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报告及评论性文

章，以供科研机构及时了解海外著名智库和研究

机构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最新动向。

13 国研网 中文 研究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由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是经济类专业网

站，是向领导者、投资者和学者提供经济决策支

持的信息平台。

14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 中文
综合

研究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整合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最新学术出版成果，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文集、学者文选，剑桥史系列、中国社会科学

博士文库、博士后文库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类著

作（集）、文丛、论丛、文集、发展报告、教材

等内容，其中包含国家社科基金重点成果、后期

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成果、中国

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成果。本库包含社科类

图书 15000 多种，知识点条目 70 万多条，论文

近 20万篇，图片图表 106万幅。

http://10.1.10.4:90/
http://10.1.10.4:9633/lfjc/iniIndex.action
http://g.drcnet.com.cn/12263/
http://www.skl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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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Quest学位论文

全文库
英语 学位论文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PQDT）博硕士

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有欧美 1700余所大学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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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库已收录国外博硕士学位

论文近 60万篇，每年增加超过 5万篇论文，我院

读者均可使用。

2
中国知网—中国博士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文 学位论文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简称 CDFD，是

国内内容全、质量高、出版周期短、数据规范、

实用的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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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馆引进了人文社科相关的

各专辑，可下载全文。

3

中国知网—中国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

中文 学位论文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简称

CMFD，是国内内容全、质量高、出版周期短、数

据规范、最实用的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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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馆引进了人

文社科相关的各专辑，可下载全文。

4

中国知网—中国重要

会议论文全文

数据库

中文 会议论文

该库重点收录 1999年以来中国科协、社科联系统

及省级以上的学会、协会、高校、科研机构、政

府机关等举办的重要会议上发表的文献。其中，

全国性会议文献超过总量的 80%，部分连续召开

的重要会议论文回溯至 1953年。

http://www.pqdtcn.com/
https://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MD
https://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MD
https://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MD
https://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MD
https://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DMD
https://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IPD
https://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I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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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EIC DATA数据库
英语

中文
数值数据

CEIC DATA 数据库提供准确、迅速而全面的全球

宏观经济以及行业时间序列数据和证券交易所的

上市资讯财务数据。我院引进其全球经济数据库、

世界趋势数据库、中国数据库共 3个子库。

2 EIU国家风险服务 英语 数值数据

EIU Country Risk Service 提供 120个国家的主权风

险评级和分析，每篇 EIU Country Risk Service 报告

包括覆盖 5大主要评级（主权、货币、银行业、政

治、经济结构）的概述。

3 EIU国家数据 英语 数值数据

EIU Country Data 提供全球 201 个国家与地区宏观

经济历史与预测数据，每个国家 320个指标系列，

含年度、季度、月度数值，数值从 1980到 2035年.
（提供 5－25 年预测值）。同时，还提供全球 45
个地区和次地区的经济总量数据、各国近期经济展

望综述报告。

4
EIU Market Explorer
全球城市宏观数据

英语 数值数据

EIU Market Explorer 全球城市宏观数据覆盖全球

1035 个主要城市的各类 GDP、人口和收入数据，

包括可回溯至 2001年的历史数据，以及直至 2026
年的预测数据。

5
Plunkett Research
Online全球行业

数据库

英语 数值数据

Plunkett Research Online 全球行业数据库提供全球

30多个新兴、热点的行业分析、发展趋势、统计数

据、竞争情报、市场研究、企业信息以及全球 70
多个国家、26000多家行业领先公司财务数据、发

展规划等信息。

6
Amadeus－泛欧企业

财务分析库
英语 数值数据

Amadeus－泛欧企业财务分析库是一个提供欧洲

45个国家共计 2000 多万家公司和企业财务信息、

经营信息以及各行业发展情况的大型企业分析库。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
https://eiu.bvdep.com/version-201972/cgi/template.dll?product=105&user=ipaddress&dummy_forcingloginisapi=1
https://eiu.bvdep.com/version-201972/cgi/template.dll?product=101&user=ipaddress&dummy_forcingloginisapi=1
http://www.plunkettresearchonline.com/
http://www.plunkettresearchonline.com/
https://amadeus.bvdinfo.com/ip
https://amadeus.bvdinfo.co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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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RBIS Bank Focus
全球银行与金融

机构分析库

英语 数值数据

ORBIS Bank Focus 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由

欧洲金融信息服务商 Bureau van Dijk 开发，详细提

供了全球 3万多家主要银行及世界重要金融机构与

组织的经营与信用分析数据。

8
Oriana亚太企业

分析库
英语 数值数据

Oriana亚太企业分析库提供了亚太和中东地区共计

5000多万家公司的企业财务、经营信息以及各行业

发展情况，目标企业的当前与历史经营状况、公司

组织结构及背后的控股公司等重要商业信息，更提供

了亚太地区各国各行业最新的整体发展分析报告。

9
Osiris全球上市公司

分析库
英语 数值数据

Osiris由欧洲金融信息服务商Bureau van Dijk开发，

研究全球各国证券交易所内 72,000 多家上市公司

的详细历年财务、股价序列、股权机构、信用评级、

行业分析等各类重要分析数据（含历史与最新数

据）。同时，Osiris 向用户提供了 200多项专业检

索条件、跨国同业对比分析、各项统计列表与制图

功能。

10
Zephyr 全球并购

交易分析库
英语 数值数据

Zephyr 是国际并购研究领域M&A 分析库，数据来

自欧洲并购信息专业提供商 Zephus 公司。目前

Zephyr 收录了全球各行业 100万笔并购记录，涵盖

亚太地区及中国的交易记录，全库每年新增约 10
万笔，数据可追溯至 1997年。

11

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

数据库

英语 数值数据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由联合国统计司提供，它包含

了 1962 年以来全世界 130个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贸

易统计数据，已积累近 70亿条记录。

12
OECD 经济合作发展

组织数据库
英语

综合

数值数据

OECD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出版物包括将近 1500 种

图书、报告，24个期刊和 24个统计数据库，其数

据不仅来自 OCED 的 30个成员国，而且也有来自

中国、俄罗斯、巴西的统计数据。

https://bankfocus.bvdinfo.com/version-2020815/bankfocus/1/Companies/DashBoard
https://bankfocus.bvdinfo.com/version-2020815/bankfocus/1/Companies/DashBoard
https://oriana.bvdinfo.com/version-2020813/home.serv?product=OrianaNeo&loginfromcontext=ipaddress
https://osiris.bvdinfo.com/version-20191113/home.serv?product=osirisneo&loginfromcontext=ipaddress
https://zephyr.bvdinfo.com/version-202076/home.serv?product=zephyrneo&loginfromcontext=ipaddress
http://comtrade.un.org/db
http://comtrade.un.org/db
https://www.oecd-ilibrary.org/
https://www.oecd-ilibr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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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荷兰国家财税

文献局（IBFD）
国际税务研究平台

英语
综合

数值数据

该库包括 219个国家地区的基本税制税率信息、219
个国家地区的调研信息、69个国家的详尽的跨境及

国内税务信息、251本国际顶尖水平的国际税务在

线书籍、超过 10 大类专题内容、国际税务条约、

持续提供的国际税务新闻服务、11,860个国际税务

经典案例、词汇库内容、10大类比较应用工具及快

速查询表格，另有 7 种国际顶尖水平的国际税务

杂志。

1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线图书馆

（IMF eLibrary）
英语

综合

数值数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出版各种资料，如图书、期刊、

工作报告、国家报告等，实时更新。经济数据主要

有：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 国际金融

统计）、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BOP 国际

收支统计）、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 贸

易方向统计）、Government Finance Statistics（GFS
政府财政统计）。工作和分析报告主要有 IMF工作

文件（Working Papers）、IMF国家报告（Country
Reports） 、 世 界 经 济 展 望 （ World Economic
Outlook）、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s）、地区经济展望（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s）。

15
联合国在线图书馆

United Nations iLibrary
英语

综合

数值数据

联合国创建的一个数字内容搜索、发现和浏览平

台，为图书馆员、信息专家、学者、学生、政策制

定者、非营利机构和公众提供由联合国出版、发布

的共计 3500 多种图书、报告和期刊以及它的基金

和项目，涉及 34个语种（含 6种联合国官方语言）。

每年约新增 500种出版物，约 70%为英语。

16
国际能源组织数据库

IEA Energy iLibrary
英语 数值数据

提供能源价格和税收，可再生能源信息，燃料燃烧

二氧化碳排放统计，经合组织电力信息，煤炭信息，

天然气信息，石油信息，世界能源统计和平衡，能

源项目，能源技术研究与开发，经合组织/国际能源

机构图书馆，月度天然气数据及石油信息。

https://online.ibfd.org/kbase/
https://online.ibfd.org/kbase/
http://www.elibrary.imf.org/
http://www.elibrary.imf.org/
http://www.un-ilibrary.org/
https://www.oecd-ilibr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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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欧睿 Passport全球市

场信息数据库
英语

综合

数值数据

涵盖了从宏观的国家地区信息到中观的行业产业

信息再到微观的企业公司信息，用户可从宏观、中

观、微观三个角度全面掌握各国的商业环境及其变

化，了解行业产业的发展动态，熟知行业内的竞争

对手。提供全球 80-100个国家的 26个行业的行业

数据，以及 210个国家的宏观数据与消费者数据，

覆盖了 9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还提供 10
年历史数据和 5年预测数据，展现行业整体发展趋势。

国际可比较的一手市场数据（市场容量和市场销售

额、品牌和公司占有率、分销渠道销售额、包装和

成分数据）；市场报告（对市场业绩趋势、竞争环

境和关键市场驱动因素进行深度战略分析）。提供

全天候在线查询，下载。

18
中国知网——中国

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

数据库

中文 数值数据

该库数据来源于建国以来我国已出版发行的 708种
权威统计资料，其中，仍在连续出版的统计年鉴资

料有 150多种，内容覆盖国民经济核算、固定资产

投资、人口与人力资源、人民生活与物价、各类企

事业单位、财政金融、自然资源、能源与环境、政

法与公共管理、农民农业和农村、工业、建筑房产、

旅游餐饮等行业领域。

19 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中文 数值数据

该库包括宏观经济数据库、对外贸易数据库、产品

产量数据库、工业统计数据库、金融统计数据库、

价格统计数据库、人口与就业数据库、财政与税收

数据库、居民生活数据库、国有资产管理数据库、

教育统计数据库、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库、区域经济

数据库、重点行业数据库、世界经济数据库、企业

排行榜、最新数据、每日财经。

20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文 数值数据

该库由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与国家发改委、国家统

计局、海关总署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合作组织成的数

据库群，内容涵盖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以及世界经

济等领域，包含全国宏观月度库、全国宏观年度库、

分省宏观月度库、分省宏观年度库、海关月度库、

城市年度库、县域年度库、OECD月度库、OECD
年度库共计 9个子库。

21 搜数网统计数据库 中文 数值数据

搜数网统计数据库由中国资讯行出品，是一个专门

向用户提供各种有关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

统计数据表格的专业内容网站。该数据库包含了

2000多本年鉴中近 60年的统计数据，统计数据达

到 2亿 9千余个，每日更新数据量达 50万个。

http://www.portal.euromonitor.com/portal
http://www.portal.euromonitor.com/portal
https://data.cnki.net/
https://data.cnki.net/
http://edu-data.drcnet.com.cn/web/
http://10.1.10.4:91/page/Default.aspx
http://www.soshoo.com/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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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Wind资讯金融终端 中文 数值数据

Wind 资讯金融终端提供覆盖全球金融市场的数据

与信息，内容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外汇、基金、

指数、期权、宏观行业等多项品种。

23
CSMAR国泰安经济

金融数据库
中文 数值数据

CSMAR 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分为股票、公司、

基金、债券、衍生、经济、行业、海外、资讯系列

数据库。涵盖中国证券、期货、外汇、宏观、行业

等经济金融主要领域的高精准研究型数据库，是投

资和实证研究的基础工具。

24
中国微观经济数据库

（原：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

中文 数值数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对象为年营业额 500万元

及以上的大中型制造企业，工业统计指标包括工业

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等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数据库年度数据覆盖 16万以上的企业数量。

25 CREIS中指数据库 中文 数值数据

数据库主要有土地版、城市版、企业版和宏观版四

个版本。数据来源：国土资源部、土地储备中心、国

家统计局、城市规划局、房地产交易中心、房管局。

26
宏观经济与房地产

数据库

（原：房地产信息网）

中文 数值数据

宏观经济与房地产数据库是由国家信息中心主办，

其内容包括宏观经济、房地产、其他（政策法规和

投资项目评估）三方面内容。其中宏观经济数据库

包括宏观月度、宏观年度、城市月度、城市年度 4
个子库；房地产数据库包括房屋交易、土地市场、

价格行情、标杆企业等 4个子库；其他数据库包括

政策法规数据库、投资项目评估和评价专栏等 2个
子库。

27 中国价格信息网 中文 数值数据

中国价格信息网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

监测中心主办，北京中价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承办

的市场价格监测网站。以全国 5000 多个价格监测

点采集上报的 2000 余类商品及服务价格数据和市

场分析预测信息为基础，联通全国的价格监测网络

系统。

28
全国乡镇行政区划地

图数据
中文 数值数据

全国六级行政区（数量）的区划地图数据。

数据类型：矢量；

数据格式：shp；
分辨率：1:10万
时间尺度：2014年
投影坐标系：wgs84

https://www.wind.com.cn/
http://hida.gtadata.cn/
http://hida.gtadata.cn/
http://microdata.sozdata.com/login.html
https://creis.fang.com/
http://www.crei.cn/
http://www.crei.cn/
http://www.chinapri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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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wsBank世界各国

报纸全文库
多语种 报纸

该库是美国 NewsBank 公司出品的数据库，目前收

录超过 10,000种来自世界各地的主要报纸，内容全

面，涉及政府、政治、国际关系、商业、财经、法

律、环境、能源、科技、文化、人口、社会、教育、

体育、艺术、健康，所收录资源涵盖的各个领域，

适合各专业广泛使用。配合主要通讯社、有线等新

闻来源，资源丰富；时效性强，每天更新，可以看

到当天大部分报纸；回溯内容丰富，最早可到 1970

年；多语种，英语为主，并包括西班牙语、法语、

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提供英语和西班牙检索

界面；100%全文（除《华尔街日报》），实时更新。

2 朝日新闻 日文 报纸

《朝日新闻》创刊于 1879年，为日本全国性的早报，

着重调查、分析报导，并刊载知名专栏《天声人语》。

该数据库提供朝日新闻创刊迄今 1,350 万条以上的

新闻报导、广告，亦提供杂志、照片、人物、用语

辞典等数据。

3

ProQuest 历史报纸：

The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英语 报纸
该数据库收录 1877-1998 年间的《华盛顿邮报》的

内容。该报擅长报道美国国内政治动态。

4

ProQuest历史报纸：

近现代中国英文

报纸库

英语 报纸

该库收录了从 1832到 1953年间发行的 12份关于近

现代中国的英文报纸，这些报纸所刊内容对中国近

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 120年间发生的政治和社会生

活动态进行了全面报道；如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

命、抗日战争等。该库收录的内容对于近代史、新

闻史等学科领域有相当高的资料价值。

http://infoweb.newsbank.com/
http://infoweb.newsbank.com/
http://database.asahi.com/index.shtml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washington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washington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washington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washington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washington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washingtonpost/index?accountid=4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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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ProQuest历史报纸：

The Guardian and The

Observer (1791-2004)

卫报\观察家报

英语 报纸

该库收录了《卫报》《观察家报》（1971-2004）的

内容，提供了从拿破仑滑铁卢惨败，到俄国革命，

再到曼德拉从监狱释放这些事件的一手资料和过去

两个世纪的每一天中最显著和引人入胜的政治、经

济、体育、文学、娱乐事件的评论观点，对于改变

19 世纪和 20 世纪整个世界的重大事件开展不惧争

议的评论。

6

ProQuest历史报纸：

The Wall Street
Joumals（1886-1999）

华尔街日报

英语 报纸

ProQuest 历 史 报 纸 ： The Wall Street Journals

(1886-1996) 华尔街日报，创刊于 1889年，以超过

200 万份的发行量成为美国付费发行量最大的财经

报纸，着重在财经新闻的报道，其内容经常影响到

国际经济活动。

7

ProQuest历史报纸：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908-2004）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英语 报纸

1908年创刊于美国波士顿（报纸名称中虽然包含“基

督教”，但它并不是一份纯宗教报纸），报道的内

容以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严肃新闻为主，以善

于报道国内国际重大事件，并对其进行见解独到的

评述和分析而著称。

8

ProQuest历史报纸：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903-1995)

南华早报

英语 报纸

《南华早报》是于 1903年创立的英文报章，所收录

的主要内容包括：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结束了中国

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鼠疫的传播及

《1904 年山顶区保留条例》实施；1941年 12月香

港保卫战，香港沦陷，开始了日军在二战期间对香

港的管治；二战结束后，英国恢复了对香港的殖民

统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的工业化

和经济增长。

9

ProQuest 历史报纸：

New York Times

（1851-2014）纽约时报

英语 报纸

《纽约时报》是一份在美国出版、全世界发行的日

报。该库收录的时限为 1851年至 2014年，内容包

括从独特的视角了解 19 世纪、20 世纪关于政治、

社会、经济的历史；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

件均有报道；可以实现对整个报纸版面进行检索。

https://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southchinamorning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southchinamorning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southchinamorning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southchinamorning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southchinamorning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southchinamorning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southchinamorning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southchinamorningpost/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index?accountid=41097
https://search.proquest.com/index?accountid=4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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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公报 中文 报纸

《大公报》是记录中国近现代史最全面的报纸之一，

《大公报》数据库除部分原件散佚无法取得外，收

录民国时期大公报所出版的所有版面及文字，包含

了天津、上海、重庆、汉口﹑桂林及香港等全部版

面，数据超过 200万条。

11 晋察冀报 中文 报纸

《晋察冀日报》数据库是在《晋察冀日报》基础上

制作出来的。《晋察冀日报》1937年 12月 11日由

晋察冀军区出版，原名《抗敌报》。1938年 8月改

由晋察冀边区出版，成为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

报。1948年《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

合并而成华北局《人民日报》。

12 抗敌报 中文 报纸

《抗敌报》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报社编辑出版。

1937年 12月 11日创刊，1938年 4月升格为晋察冀

边区党委机关报，后来成为中共晋察冀分局机关报。

1940年 11月 7日改名为《晋察冀日报》。

13 申报 中文 报纸

《申报》全文检索数据库网络版(2.0版)涵盖了本报

1872 年 4 月 30 日创刊至 1949 年 5 月 27 日停刊的

全部报载内容，完整收录本报上海版、汉口版、香

港版资料共约四十二万版，保留了全部版面图文

信息。

14
人民日报

图文数据库
中文 报纸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收录人民日报 1946 年创刊至

今七十多年来的新闻报道，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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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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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价值和文献价值。

http://tk.cepiec.com.cn/tknewsc/tknewskm?@@0.1610745858647784
http://jcjrb.egreenapple.com/WEB/INDEX.html
http://kdb.egreenapple.com/WEB/INDEX.html
http://spcass.egreenapple.com/WEB/INDEX.html
http://10.1.10.6:956/web/index.htm
http://10.1.10.6:956/web/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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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知网

——中国重要报纸全

文数据库

中文 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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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全文文

献 1000多万篇。院图书馆引进基础科学、信息科技、

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 II辑和

经济与管理科学。

16 中国资讯行 中文 报纸

中国资讯行数据库包含 14个子数据库，收录了中国

内地从中央到地方 1000多种主流媒体，包括报纸、

杂志、学报、书籍和各类年鉴，以及部分海外综合

类、财经类报纸，部分政府或民间专业信息机构的

宏观经济分析或行业报告，反映了全国各地区、各

行业的经济动态。

17
慧科新闻搜索

数据库
中文 报纸

慧科新闻搜索数据库可一站式搜索 1000 多种平面

媒体和 6000余种网站新闻，平面媒体大部分当天早

8点及时更新，部分平面媒体历史可追溯到 1998年。

网站媒体实时更新，多维度的搜索筛选条件，精准

定位目标数据；智能分析图表直观呈现分析结果，

快捷导出分析图表；可自主设置案例对比分析项，

提供 10多种常用对比分析。

https://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ND
https://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ND
https://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ND
http://www.bjinfobank.com/DataList.do?method=toSpecSearch&dbCode=RW
https://wisesearch6.wisers.net/wevo/home
https://wisesearch6.wisers.net/wevo/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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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SCI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数据库
英语 引文索引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简称 SSCI），是全球知名的专门针对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的文献引文数据库。其内容覆盖了政治、

经济、法律、教育、心理、地理、历史等 50多个

的研究领域，收录 2400多种学术期刊。

2
A&HCI人文与艺术

引文索引数据库
英语 引文索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人文与艺术引文

索引，简称 A&HCI）是全球最权威的人文艺术引

文数据库，内容涉及到人文艺术的各个领域，目

前引文来源自人文艺术领域 1,700 多种国际性、

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其内容涵盖了哲学、文学、

文学评论、语言学、音乐、艺术、舞蹈、建筑艺

术、亚洲研究、历史及考古等学科。

3 CSSCI中文引文索引 中文 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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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 2700 余种中

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 500多种学

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来源文

献 200万篇，引文文献千万余篇。

4
JCR期刊引用报告

（社会科学版）
英语 研究工具

期刊引文引用报告简称 JCR，是一个独特的多学

科期刊评价工具。社会科学版 JCR 是针对 SSCI

收录期刊文献之间的引用和被引用数据进行统

计、运算，并针对每种期刊定义了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等指数加以报道。采用 JCR 可

做大量的分析研究，开展基于统计信息的期刊评

价等。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UA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6C9L6Kv4Y1OA6RSx8aO&preferencesSaved=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UA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6C9L6Kv4Y1OA6RSx8aO&preferencesSaved=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UA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6C9L6Kv4Y1OA6RSx8aO&preferencesSaved=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UA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6C9L6Kv4Y1OA6RSx8aO&preferencesSaved=
http://cssci.nju.edu.cn/
https://jcr.clarivate.com/JCRLandingPageAction.action?Init=Yes&SrcApp=IC2LS&SID=H4-DqReXYxxCjaNHKZgXBOybotsWQfWBqhSX-18x2dppuD624QV0fXs0XqhOfBNgx3Dx3DxxaDuBoiNO0vQJmhLrZfo7Ax3Dx3D-03Ff2gF3hTJGBPDScD1wSwx3Dx3D-cLUx2FoETAVeN3rTSMreq46gx3Dx3D
https://jcr.clarivate.com/JCRLandingPageAction.action?Init=Yes&SrcApp=IC2LS&SID=H4-DqReXYxxCjaNHKZgXBOybotsWQfWBqhSX-18x2dppuD624QV0fXs0XqhOfBNgx3Dx3DxxaDuBoiNO0vQJmhLrZfo7Ax3Dx3D-03Ff2gF3hTJGBPDScD1wSwx3Dx3D-cLUx2FoETAVeN3rTSMreq46gx3Dx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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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资源一站式检索平台

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数字资源，其文献

量已达千万，大大超出了读者能够阅读、分析和理解的范畴，使

用一站式“学术资源发现平台”，可以实现对多个数据库的统一检

索，方便快捷的在海量学术信息中查找和获取全文信息。

1. 登录图书馆网站首页 http://www.lib.cass.org.cn/，点击资源

搜索框旁边的“检索”按钮，进入数字资源检索界面（如下图）

图 资源发现系统入口

2. 在搜索专区，点击上图中的“资源发现系统”便可进入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资源发现平台首页（如下图）。

1．

图 资源发现平台首页

http://www.lib.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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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索服务

输入检索词，例如“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国经济

发展）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不但可以在线浏览，也可进一步了解

都有哪些数据库包括该文献，再进入具体数据库下载全文。

图 检索结果\全文链接\来源数据库

（2）导航服务

“数据库导航”列出了图书馆引进的数据库，可以按照字序、

语种、学科及类型浏览数据库，也可以输入需要的数据库名称直

接检索，进入数据库。

“期刊导航”则按刊名字顺列出了院馆引进的电子期刊，用

户也可按照刊名进行查找，每种期刊列出来源数据库（点击图标

展开），可访问的时间，方便用户选择使用，例如检索期刊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现 3个数据库收录该期刊，收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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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范围略有差异，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点击“期刊链接”进入某

数据库的期刊页面进行查阅。

期刊刊名 期刊链接 起止日期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EBSCOhost Econlit with Full
Text

1911年至今

JSTOR Arts and Sciences I 1911年至今，滞后 3年

EBSCOhost Business Source
Corporate

1911年至今，滞后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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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远程访问数字资源举例

（一）远程访问中国知网及常见问题

远程访问登录成功后的页面如下：

通过首页检索栏输入“中国知网”检索或者在首页“left”数

据库列表找到“中国知网”并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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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知网页面，右上角的识别单位如果显示为“中国社会科

学院图书馆”，表示可正常访问。

常见问题：

如果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无法浏览、下载论文等问题，请核

实是否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1）IP地址未成功识别

若页面右上角显示“登录”，则表示未成功识别单位，遇到该

情况，请点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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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会跳转至下图所示，此时，请继续点击“IP登录”。

经过以上操作，中国知网会识别到我院 IP，页面右上角显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此时中国知网可正常使用。

2）资源无权限

如遇中国知网个别论文无法下载的情况，是因我馆未订购该

内容而不具备下载权限（论文后方显示为灰色小锁头），与远程访

问系统无关。

3）注意事项

结束远程访问系统使用时，请不要直接关闭浏览器，回到登

录页面，点击右上角的“退出”，完成退出操作。如果直接关闭浏

览器，可能会造成账户锁定，导致下次不能正常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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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远程访问读秀数据库使用指南

读秀学术搜索为读者提供百万种电子图书和全文资料。

步骤 1：登录远程访问系统使用读秀数据库

登录远程访问系统（https://ra.nssd.org/），输入用户名与密码。

远程访问系统登录成功后，通过检索或者“left”数据库列表打开

读秀学术搜索数据库。

首先核实页面右上角，如果显示“欢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朋友”，表示成功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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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文献查询

读者可按知识、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

资源类型进行查找。

（1）检索在搜索框直接输入关键词进行查找，关键词可定位

到全部字段、书名、作者或主题词。

（2）图书分类导航通过“分类导航”，可按中国图书馆图书

分类法进行图书分类浏览。

此外，该平台还提供了“高级搜索”、“专业检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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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文献获取

读秀平台提供了阅读电子全文、图书馆文献传递、馆藏纸书

借阅等多种渠道获取图书。

（1）直接在线阅读全文或下载

如在检索结果标题后有“包库全文”按钮，或者信息页面中

有“包库全文阅读”、“本馆电子全文（包库）”标记的，可点该链

接直接在线阅读全文或下载。

（2）文献传递获取全文

通过点击“图书馆文献传递”，填写邮件信息，系统将通过email

快速将您需要的资料发送至您的邮箱，供全文阅读。

填写咨询申请表提交后，打开您刚才提交的 E-mail，将会收

到一封新邮件，打开即可阅读您所需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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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别说明

每本图书单次咨询不超过 50页，同一图书每周的咨询量不超

过全书的 20%；所有咨询内容有效期为 20天；回复邮件可能会被

当作未知邮件或垃圾邮件，若您没有收到回信，请查看一下不明

文件夹或垃圾邮件箱。



54

步骤 4：获取馆藏纸本图书

如在检索结果页图书标题后有“馆藏纸本”按钮，或在图书

的详细信息页面中有“本馆馆藏纸书”链接的，可点该链接直接

进入图书馆书目系统，查询并借阅。

以上为读秀平台的基本功能，更多功能欢迎与馆员交流

使用。

（三）远程访问中国基本古籍库使用指南

步骤 1：远程访问系统（https://ra.nssd.org/），输入用户名与密

码，完成远程访问系统登录，在远程访问系统首页“left”栏目直

接找到中国基本古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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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第一次使用该数据库，用户需先安装客户端。点击数

据库名，直接下载客户端程序。

步骤 3：下载完成后双击 ErusonClientSetup.exe，根据提示安

装即可，安装完成后，桌面会出现“愛如生數據庫客户端应用程

序”客户端快捷图标。

步骤 4：双击运行“愛如生數據庫客户端应用程序”客户端

程序。

步骤 5：IP地址：10.1.10.2，用户名、密码：user，点击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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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如果有“更新”提示，请确认完成更新并重新登录。

如果之前安装过客户端程序，则直接从步骤 1跳到步骤 4。

步骤 7：该平台有 4个子数据库，点击“中国基本古籍库”图

标，进入数据库首页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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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情况（需安装客户端和 FTP 下载的情况）

由于数据库应用系统本身的要求，以下数据库还需要安装客

户端或输入密码，详细信息均已发布在图书馆网站。

数据库名 客户端 服务器地址 用户名密码

爱如生系列数据库 安装 10.1.10.2 user/user

雕龙系列数据库 安装 10.1.10.2 cass/无

书同文系列数据库 Zgsky/5f2f95d8

中华经典古籍库 安装 user/无

中国价格信息网
D0199016/
32Q78FZ7

ProQuest Ebook 个人注册

CEIC Data数据库 邮箱注册

OverDrive电子书 读者卡

Wind资讯金融终端 安装 申请

CREIS中指数据库 安装 申请

威科法律全文期刊数据库 cass/cass66

国泰安经济金融数据库 user/user

文渊阁四库全书 10.4.131.200 Test/123456

还有个别数据库，因为是文本文件或数据文件，可通过 FTP

下载。



58

序号 数据库名

1 EIU Market Explorer 全球城市宏观数据

2 经济预测分析与国信预测分析

3 全国乡镇行政区划数据

FTP使用方式

1.打开电脑上任意一个文件夹，在地址栏输入 FTP 地址，

ftp://10.1.10.6/。

2. 在弹出界面输入用户名：cass 密码：cass

ftp://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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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进入相应文件夹选中文件，右键选择“复制”，选择本地文

件夹“粘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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