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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学术（Iresearch）平台
该平台是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打造的外文电子书集成平台，旨在汇聚世界领先出版
社的优质电子图书资源，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学术研究参考文献。2021年我校继续购买了该平
台的语言文学类外文电子书的远程访问和需求驱动采购服务。

https://www.iresearchbook.cn/f
推荐选书需登录个人账户，输入学工
号及密码。

人文社科综合 英
部分全
文

2
ACLS人文科学电子图书学术
著作精选全文数据库

重要的在线人文科学电子书库。专著均经过相关领域的专家精心挑选，具有较高的人文社科
学术价值。电子书英语为主，并包括少量拉丁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著作。自2010年以
来保持年度更新。

https://www.fulcrum.org/heb 人文社科综合

英（少量
法、德、
意大利、
拉丁语）

全文

3
ACM美国计算机学会全文数据
库

ACM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和最大的计算机教育、科研机构，除了全文数据库外，还包括Special
Interest Group的相关出版物，包括快报和会议录。

https://dl.acm.org/ 计算机科学 英
部分全
文

4
AL Manhal 阿拉伯语电子数
据库（电子期刊、研究报告
、学位论文）

该库是全球领先的阿拉伯语电子资源内容服务提供商，也是目前全球目前唯一可对其阿拉伯
语资源内容提供全文检索的数据库，可检索来自阿拉伯语世界领先的学术类、科技类等专业
的资源内容。与全球近500家出版社合作, 超过 10万种出版物。我校购买了电子期刊、研究
报告、学位论文子集。

https://platform.almanhal.com/ 综合 阿拉伯语 全文

5
Arabic E-Library阿拉伯语
电子书 1-3辑

阿拉伯语电子书数据库。三辑分别是现代埃及图书典藏、现代阿拉伯文艺复兴、阿拉伯领导
人历史学家与哲学家著作，共收录1万多种阿拉伯语电子图书。

https://dlib.eastview.com/basic
/details

人文社科综合 阿拉伯语 全文

6
Bloomsbury人文社科电子书
全文数据库（语言学、文
学）

语言文学在线电子书库。包含Bloomsbury，Continuum,Hart Publishing等英国名社的图书
。2017年除续订该社语言、文学新书外，新订温斯顿·丘吉尔出版作品48种（含《二战会议
录》等）。2018年续订文学、语言学部分。

https://www.bloomsburycollectio
ns.com/

语言文学 英 全文

7
BYU Corpus语料库-COCA（美
国当代英语语料库）

美国英语语料库。包含19万篇文本中约4.5亿个单词，收录年度1990-2012，分为话语、小说
、杂志、报纸、学术5大类。

https://www.english-
corpora.org/coca/

语言文学 英 数值

8
BYU Corpus语料库-COHA（美
国历史英语语料库）

美国英语语料库。包含11.5万篇文本中约4亿个单词，收录年度1810-2009。 
https://www.english-
corpora.org/coha/

语言文学 英 数值

9
BYU Corpus语料库-GloWbe
（全球网络英语语料库）

美国英语语料库。包含19亿个单词，来自20多个英语国家超过180万个网页。 
https://www.english-
corpora.org/glowbe/

语言文学 英 数值

10 CAIRN法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收录2001年以来出版的200多种当代法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期刊全文。
https://www.cairn.info/ouvrages
.php

人文社科综合
法语、英

语
全文

11 CAIRN法语电子书
Cairn法语电子书包含约6000多种高品质的学术电子图书著作，源自法国上百家知名的学术出
版社和学术团体，涵盖多个社会科学类的学科。收录年限：历年-2017 。

https://www.cairn.info/ouvrages
.php

人文社科综合 法语 全文

12
Casalini意大利语电子书
（EIO Monographs）

Casalini是意大利著名的图书公司，数据库现收录10,000多种高品质的意大利语学术电子
书，内容涉及历史学、哲学、古典文学、语言学。收录年限：历年-2017 。

https://access.torrossa.com/ 人文社科综合 意大利语 全文

13
CEEOL中东欧多语种电子期刊
库

收录中东欧32个国家的1400多种人文社科期刊，涵盖30多种语言，包含超过35万篇文章。 https://www.ceeol.com/ 人文社科综合
30多个语

种
全文

14
CUP剑桥期刊全文数据库（人
文社科子集）

最重要的人文社科全文期刊数据库之一。CUP64%的人文社科类期刊被SSCI或A&HCI收录。我馆
购买了人文社科包约207种刊，国图买断了其中130种刊的过刊库免费开放给全国高校使用。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2023图书馆数字资源大全（读者版）

一  外文数据库（共80个）

https://www.iresearchbook.cn/f%20%E6%8E%A8%E8%8D%90%E9%80%89%E4%B9%A6%E9%9C%80%E7%99%BB%E5%BD%95%E4%B8%AA%E4%BA%BA%E8%B4%A6%E6%88%B7%EF%BC%8C%E8%BE%93%E5%85%A5%E5%AD%A6%E5%B7%A5%E5%8F%B7%E5%8F%8A%E5%AF%86%E7%A0%81%E3%80%82
https://www.iresearchbook.cn/f%20%E6%8E%A8%E8%8D%90%E9%80%89%E4%B9%A6%E9%9C%80%E7%99%BB%E5%BD%95%E4%B8%AA%E4%BA%BA%E8%B4%A6%E6%88%B7%EF%BC%8C%E8%BE%93%E5%85%A5%E5%AD%A6%E5%B7%A5%E5%8F%B7%E5%8F%8A%E5%AF%86%E7%A0%81%E3%80%82
https://www.iresearchbook.cn/f%20%E6%8E%A8%E8%8D%90%E9%80%89%E4%B9%A6%E9%9C%80%E7%99%BB%E5%BD%95%E4%B8%AA%E4%BA%BA%E8%B4%A6%E6%88%B7%EF%BC%8C%E8%BE%93%E5%85%A5%E5%AD%A6%E5%B7%A5%E5%8F%B7%E5%8F%8A%E5%AF%86%E7%A0%81%E3%80%82
https://www.fulcrum.org/heb
https://dl.acm.org/
https://platform.almanhal.com/
https://dlib.eastview.com/basic/details
https://dlib.eastview.com/basic/details
https://www.bloomsburycollections.com/
https://www.bloomsburycollections.com/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ca/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coha/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
https://www.english-corpora.org/glowbe/
https://www.cairn.info/ouvrages.php
https://www.cairn.info/ouvrages.php
https://www.cairn.info/ouvrages.php
https://www.cairn.info/ouvrages.php
https://access.torrossa.com/
https://www.ceeol.com/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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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UP剑桥大学出版社电子图书
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全球出版学术范围最广的出版社之一。本馆已购1950-2019年剑桥语言学和
文学类“馆藏系列”&“学术专著系列” 电子图书，合计约2400本。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16 DDS学位论文集成发现系统
主要收录了来自欧美国家2300多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学位论文，其中70%是美国之外的世界
名校，与PQDT形成良好互补。目前可供读者访问的论文数量已达87万余篇，是学术研究中十
分重要的信息资源。收录年限：1998年-

http://www.oadds.cn/ 综合 英 全文

17
De Gruyter（德古意特）德
语电子期刊

收录120多种德语期刊，1/3被SSCI和A&HCI收录，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古典学与历史、经
济与政治、哲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法律等。

https://www.degruyter.com/ 人文社科综合 德语 全文

18 De Gruyter德语电子书
包括De Gruyer出版社2005-2016年间出版的语言学德语电子图书575种，另赠政治学、社会学
德语电子图书145种，共计720种。

https://www.degruyter.com/ 人文社科综合 德语 全文

19
De Gruyter（德古意特）语
言学文学期刊全文数据库

收录可在线访问的高品质同行评审期刊，语种为英语和德语，学科主要覆盖语言学与记号语
言学（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和文学研究（Literary Studies）等领域及其分支领
域。

https://www.degruyter.com/ 语言文学 英 德 全文

20
De Gruyter （德古意特）语
言学文学电子书全文数据库

包括2017年及之前出版的各大洲及地区的语言学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书籍，各国各时期的文
学研究书籍。可在线访问的2129种高品质电子书目，其中语言学电子书覆盖应用语言学、语
言学分析水平研究、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记号语言学研究等等。也包括洲别国别语言学研
究等。

https://www.degruyter.com/ 语言文学 英 全文

21
East View俄罗斯大全俄语数
据库

包括90多种俄罗斯重要社科与人文科学期刊。
https://dlib.eastview.com/basic
/details

人文社科综合 俄语 全文

22 EBM英文原著

EBM-Library 是世界上向图书馆提供电子图书的主要提供商之一。数据库目前覆盖所有主题
范畴，约90%的书籍是面向大学程度的读者，其余10%的书籍是面向中学图书馆的普通题材。
近90%的电子图书是1998年后出版的。 本校购买了其中的语言学、文学、哲学、社会科学、
心理学等专辑，2020年新增法律专辑。2021年升级了社会科学专辑。本馆镜像访问。

http://libdb.gdufs.edu.cn/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23 EBSCO ASP学术信息数据库
综合类学术数据库，现仍可作为过刊库使用。ASP库包括8,400多种刊物的索引及摘要，4,637
种全文期刊(其中3,902种为专家评审)及 235种非期刊类全文出版物，ASP有逾1600种全文期
刊收录在Web of Science内。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
st/search/selectdb?vid=0&sid=0b
7c093c-72e4-403a-8aed-
5d182cebb0d4%40redis

人文社科综合 英
部分全
文

24 EBSCO BSC商管财经大全
BSC库涵盖商业相关领域，是EBSCO 最完整的商管财经全文数据库，收录3,300 种全文期刊。
还包括伯恩斯坦财务分析报告、EIU272 种全文出版品等报告。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
st/search/selectdb?vid=0&sid=0b
7c093c-72e4-403a-8aed-
5d182cebb0d4%40redis

经济管理 英
部分全
文

25
Elsevier ScienceDirect期
刊全文数据库

ScienceDirect数据库是荷兰Elsevier公司出版的全文数据库，拥有世界上公认的高品位学术
期刊该库收录的文献大部分都有很高的影响因子。 本馆购买了商业、经济、社会科学、心理
学及计算机科学等现刊数据。2017年回溯了Social Science; Psychology; Economics,
Econometrics and Finance;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等4个学科自创刊-
1994年的446种英文电子刊全文数据。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26 Elsevier 爱思唯尔电子图书
Elsevier出版社1959-2017出版年语言学电子书及《语言与语言学百科》、《教育学国际大百
科》、《社会与行为科学国际大百科》3套百科全书。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语言文学 英 全文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
http://www.oadds.cn/
https://www.degruyter.com/
https://www.degruyter.com/
https://www.degruyter.com/
https://www.degruyter.com/
https://dlib.eastview.com/basic/details
https://dlib.eastview.com/basic/details
http://libdb.gdufs.edu.cn/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st/search/selectdb?vid=0&sid=0b7c093c-72e4-403a-8aed-5d182cebb0d4%40redis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st/search/selectdb?vid=0&sid=0b7c093c-72e4-403a-8aed-5d182cebb0d4%40redis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st/search/selectdb?vid=0&sid=0b7c093c-72e4-403a-8aed-5d182cebb0d4%40redis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st/search/selectdb?vid=0&sid=0b7c093c-72e4-403a-8aed-5d182cebb0d4%40redis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st/search/selectdb?vid=0&sid=0b7c093c-72e4-403a-8aed-5d182cebb0d4%40redis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st/search/selectdb?vid=0&sid=0b7c093c-72e4-403a-8aed-5d182cebb0d4%40redis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st/search/selectdb?vid=0&sid=0b7c093c-72e4-403a-8aed-5d182cebb0d4%40redis
https://web.p.ebscohost.com/ehost/search/selectdb?vid=0&sid=0b7c093c-72e4-403a-8aed-5d182cebb0d4%40redi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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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merald管理学全集全文数据
库

最重要的管理学全文期刊数据库。世界管理学期刊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大部分期刊均回溯至
第一期第一卷，最早可以回溯到1898年。 与Emerald管理学全集数据库平台无缝链接，文章
前带有“大写字母B”的标志既是回溯库的内容。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

经济管理 英 全文

28 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
重要的管理学全文电子书,与期刊库同一平台使用。为工商管理与经济、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
究人员和学者提供了种类丰富兴趣广泛的国际丛书。起止年限：历年—2018，及2016-2017年
专著。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

经济管理 英 全文

29 Emerald新兴市场案例集
与管理学全集全文数据库同一平台使用，无缝链接。同行评审案例研究的在线专集，侧重对
全球重要新兴市场的商业决策和管理发展。案例已更新至2017年。起止年限：历年—2018。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underDevelopment

经济管理 英 全文

30
EMIS全球新兴市场商业资讯
数据库（多语种）

EMIS全球新兴市场商业资讯数据库，了解新兴市场的必备工具，是全球最权威的新兴市场商
业资讯数据库，为用户提供125个国家/地区的全方位的市场动态和商务信息、全球一流研究
机构的研究报告。数据库支持15种语言检索和浏览。

https://www.emis.cn/php/emiscom
/registered

经济管理 多语种 全文

31
Gale Informe西班牙语期刊
数据库

收录1000多种西班牙语期刊和杂志，内容从当今时事到学术研究，主要是西班牙语，部分葡
萄牙语，少量英语；还包括15个主要拉丁美洲报纸。

https://go.gale.com/ps/start.do
?p=IFME&u=gdufs

人文社科综合
西班牙语
、葡萄牙
语、英语

全文

32
Gale Litfinder英美文学名
著及作者生平资料库

高质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资源库。有独立检索平台，也可以与Gale LRC在同一检索平台上使用
。LitFinder是Thomson Gale将美国当地图书馆最喜爱的Roth Publishing所出版的在线资源
汇集而成的文学作品资料库，是目前最大且收录诗、短篇故事、散文、戏剧和演说词等多类
型的文学作品库。

https://go.gale.com/ps/start.do
?p=LITF&u=gdufs

语言文学 英
部分全
文

33 Gale LRC文学资源中心
长期订购的外国文学资源库，该库囊括包含12万名全球作家的传记，45000篇文学批评，5000
篇作品概述、情节摘要及说明，包含275种全文文学学术期刊中的所有45万篇全文文章。订购
该库后获免费赠送英国《The Times（泰晤士报）》1785 - 1985年全文电子版。

https://go.gale.com/ps/start.do
?p=LitRC&u=gdufs&authCount=1

语言文学 英
部分全
文

34 翻译研究在线
翻译研究在线手册于2010年上线，旨在传播笔译与口译相关的知识，并提供对各种主题、传
统及方法资源的便捷访问。翻译研究在线手册每年进行修订和新增。该数据库与翻译研究在
线参考书目数据库可以通过参考文献的超链接实现互相连接。

https://www.benjamins.com/onlin
e/hts/

语言文学 英 全文

35 Harvard哈佛电子书
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创建于1913年，是具有很高学术声誉的出版
社。已购1896-2015版权年内3500余种人文社科电子图书。

https://www.degruyter.com/publi
shing/about-us/publisher-
partners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36
HeinOnline 法学期刊全文数
据库

最重要的法学学术全文期刊库。现有2200余种法学期刊，2876卷国际法领域权威巨著，10万
多个案例，3000多部精品法学学术专著。该库对法学核心期刊收录全面，全文回溯期长，且
大部分期刊可检索到当前期。

https://heinonline.org/HOL/Welc
ome

政治法学 英 全文

37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线数
据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出版各种资料，如图书、期刊、工作报告、国家报告等的网络平台。
2020年起免费开放。

https://www.elibrary.imf.org/ 经济管理 英 数值

38 Japan Knowledge日本知识库
JK日本知识库收录日本40多种工具书资源，包括日本著名的百科全书、字典和专业词典等，
及日本历史文学资源，如：日本议题、平成时期生活记录、东洋文库、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
集等。

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r
ary/

人文社科综合 日语 全文

39 JSTOR电子书全文数据库
来自十余家著名的学术与大学出版社的人文社科电子书。我馆共订购使用3,500种电子书。所
选电子书以2000年以后人文社科新书为主。

https://www.jstor.org/ 人文社科综合 英
部分全
文

40 JSTOR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
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包括十几个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期刊，提供从创刊号到最近三至五年前
过刊的PDF全文。有些过刊的回溯年代早至1665年。本馆已购其Arts & Science 系列全部16
个专辑及爱尔兰、可持续发展专辑。

https://www.jstor.org/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underDevelopment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underDevelopment
https://www.emis.cn/php/emiscom/registered
https://www.emis.cn/php/emiscom/registered
https://go.gale.com/ps/start.do?p=IFME&u=gdufs
https://go.gale.com/ps/start.do?p=IFME&u=gdufs
https://go.gale.com/ps/start.do?p=LITF&u=gdufs
https://go.gale.com/ps/start.do?p=LITF&u=gdufs
https://go.gale.com/ps/start.do?p=LitRC&u=gdufs&authCount=1
https://go.gale.com/ps/start.do?p=LitRC&u=gdufs&authCount=1
https://www.benjamins.com/online/hts/
https://www.benjamins.com/online/hts/
https://www.degruyter.com/publishing/about-us/publisher-partners
https://www.degruyter.com/publishing/about-us/publisher-partners
https://www.degruyter.com/publishing/about-us/publisher-partners
https://heinonline.org/HOL/Welcome
https://heinonline.org/HOL/Welcome
https://www.elibrary.imf.org/
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rary/
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rary/
https://www.jstor.org/
https://www.jst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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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John Benjamins（本杰明）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

以语言学、翻译学及逻辑科学为主的学术期刊全文库。John Benjamins出版的70多种期刊，
包含语言学领域的知名期刊，比如Target，Babe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等均为语言学专家推荐期刊。

https://www.jbe-platform.com/ 语言文学 英
部分全
文

42
John Benjamins（本杰明）
电子书全文数据库

John Benjamins出版社以出版人文社科著名，特别是在语言和逻辑科学等各领域。“John
Benjamins电子书”学科范围涵盖语言学、文学研究、哲学、符号学、翻译研究、术语学等。
起止年限：2008-2016年。

https://www.jbe-platform.com/ 语言文学 英
部分全
文

43 KISS韩国学术信息数据库
韩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类似国内知网的期刊库。收录韩国3000多种期刊的130多万篇全文
论文。

https://kiss.kstudy.com/index.a
sp

人文社科综合 韩语 全文

44
Kluwer Arbitration威科国
际商事仲裁在线

由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常设仲裁法庭、国际仲裁学会以及Kluwer Law International机构
联合推出。内容包括ICCA各种出版物、仲裁案例、法规、协定、公约、仲裁规则、新闻资讯
等。

http://www.kluwerarbitration.co
m/

政治法律 英 全文

45
Kluwer Law Online
Journals威科法律期刊数据
库

包含23种全文法律学术期刊的全文信息，其中包含数十万篇期刊全文，涉及法学的各个领域
。

https://kluwerlawonline.com/ 政治法律 英 全文

46
Kluwer 威科先行 法律信息
库（中文升级版）

该数据库以智能检索为贯穿，集法规、案例、实务指南、法律速递、专业文章，实用模板、
在线问答等功能于一体，为中国法律专业人士精准决策、高效工作提供坚实支持。我校购买
了中文升级版（不含“实务模块”、“行业智合规”）。

https://law.wkinfo.com.cn/ 政治法律 中 全文

47 LexisCN律商网
一款中英文双语数据库，同时也是法律实务教育的良好工具。LexisNexis（律商联讯）是世
界领先的法律和商业资讯提供商，致力于为法律和税务领域的专业执业者、公司法务和税务
工作人员、科研教学人员提供更为优质服务。

https://hk.lexiscn.com/lnc/land
ing.php?eng=0

政治法律 英 全文

48 Lexis 全球法律数据库 Lexis®全球法律信息数据库汇集全球优质法律信息资源，运用先进法律科技，让您在最短的
时间内轻松获取最具价值的法律信息，是法律人士首选的全球法律信息检索库。

https://advance.lexis.com/first
time?crid=93b90515-2f4d-44fa-
a060-b1f575b867c6

政治法律 新闻 英 全文

49 MathsciNet
MathSciNet数据库包含超过300万篇文章和书籍的信息，及1800多种期刊中的近200万篇文章
链接。数据库目前共收录400多万条评论全文，每年会增加10万多条新评论。

https://mathscinet.ams.org/math
scinet/

数学 英 索引

50
MyiLibrary电子书全文数据
库

MyiLibrary是世界领先的人文社科集成性电子书平台，主要服务于学术研究者、专家学者和
大学生等。2012年后因采购方式尚未解决，内容无更新，所有图书转至Proquest Ebook平台
。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
om/lib/gufs/search.action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51 OECD经济合作组织数据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种概况、经济展望、经济调查的免费报告。 http://www.oecd.org/ 经济管理 英 全文

52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在线英语
大辞典）

是世界公认的最权威、最全面的英语辞典，它明确记录了英语语言的发展历程，通过1500多
年英语语言历史发展过程中超过300万条来自多种资源的引文，对60多万条英文词汇的发展予
以明确的记录。

https://www.oed.com/ 语言文学 英 全文

53 OUP牛津期刊全文数据库
牛津大学出版社（简称OUP）拥有五百多年的出版历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OUP每
年出版的250种期刊中，有超过2/3的期刊是与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学协会和国际组织合作的，
确保了期刊的高品质和权威性。本馆购其人文、社会科学和法律三个学科专辑现刊。

https://academic.oup.com/journa
ls?login=true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54
OSO牛津学术专著在线电子图
书全文数据库

牛津大学出版社学术专著图书，每册图书都经过了牛津大学学术委员会12位成员的审核通
过，拥有值得信赖的高学术水准。现收录历年至2015年的人文社科精选电子图书，语言学、
文学、哲学、心理学图书已更新至2018年3月版。

http://www.iresearchbook.cn/f/c
hannel_index?placeID=20033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55
Oxford Handbooks Online
牛津手册在线（语言学）

Oxford Handbooks Online 收录了14个学科领域的海量优秀手册。本馆购买了语言学学科约
500种手册。

https://academic.oup.com/pages/
oxford-handbooks?login=true

语言文学 英 全文

https://www.jbe-platform.com/
https://www.jbe-platform.com/
https://kiss.kstudy.com/index.asp
https://kiss.kstudy.com/index.asp
http://www.kluwerarbitration.com/
http://www.kluwerarbitration.com/
https://kluwerlawonline.com/
https://law.wkinfo.com.cn/
https://hk.lexiscn.com/lnc/landing.php?eng=0
https://hk.lexiscn.com/lnc/landing.php?eng=0
https://advance.lexis.com/firsttime?crid=93b90515-2f4d-44fa-a060-b1f575b867c6
https://advance.lexis.com/firsttime?crid=93b90515-2f4d-44fa-a060-b1f575b867c6
https://advance.lexis.com/firsttime?crid=93b90515-2f4d-44fa-a060-b1f575b867c6
https://mathscinet.ams.org/mathscinet/
https://mathscinet.ams.org/mathscinet/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gufs/search.action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gufs/search.action
http://www.oecd.org/
https://www.oed.com/
https://academic.oup.com/journals?login=true
https://academic.oup.com/journals?login=true
http://www.iresearchbook.cn/f/channel_index?placeID=20033
http://www.iresearchbook.cn/f/channel_index?placeID=20033
https://academic.oup.com/pages/oxford-handbooks?login=true
https://academic.oup.com/pages/oxford-handbooks?logi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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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Philip C. Jessup Library
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文库

国际法方面的一些比较复杂和时效性较强的问题探讨平台。HeinOnline与国际法学生协会合
作推出自1960年以来的顶级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的内容。内容包括：竞赛的主题，法
官的总结、竞赛的流程和规则以及优秀的备忘录等，成为历次参加竞赛的学生及指导老师必
备的参考资源。

https://heinonline.org/HOL/Welc
ome

政治法律 英 全文

57
Plunkett Research全球行业
研究在线全文数据库

重要的经济统计数据库。我馆仅购买离岸与外包行业研究：包括商业的趋势分析和行业统计
数据，同时提供行业术语的解释及列出行业相关组织的联系方式。且提供大量的本行业的从
业公司信息。

http://www.plunkettresearchonli
ne.com/

经济管理 英 全文

58
Project MUSE期刊全文数据
库

最重要的人文社科全文期刊数据库之一，其中在区域/国家研究、文学、历史和政治、政策研
究上尤为突出。旨在传播高质量的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知识。

https://muse.jhu.edu/browse/tit
les/all?browse_view_type=list&l
imit content type=journal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59 Project Muse电子书

高品质的电子图书集成项目，精选来自著名大学出版社和学术出版社的学术著作，所收录的
图书均经过各领域专家或学者的同行评审，并经过出版社精心编辑。电子书新书的发布与纸
本书的出版同步无滞后。此次购买了语言学及诗歌、小说以及原创散文作品电子书。起止年
限：历年-2017。

https://muse.jhu.edu/browse/tit
les/all?browse_view_type=list&l
imit_content_type=book

语言文学 英 全文

60
ProQuest ABI/INFORM商业
信息数据库

ProQuest公司的商业信息方面数据库，使用广泛。该库收录内容涵盖了经济、管理、商业领
域的各学科及相关学科。提供全球1000多家出版社，包括全球重大社科研究工作手稿、全球
商学博硕士论文、行业与市场研究报告、案例研究、企业年报等丰富的信息资源等。

https://www.proquest.com/abicom
plete/index?parentSessionId=%2B
VwOv8GWIhddd%2BB6%2F3CB28wHRoGG
GzWMAcI58QwWO28%3D

经济管理 英
部分全
文

61
Proquest LLBA语言学与语言
行为文摘数据库

该专辑提供全球语言学及语言科学相关领域文献的文摘与索引。涵盖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
涉及语言学的各个领域；收录了1973年至今的1,500多种期刊。

https://www.proquest.com/litera
ture

语言文学 英 文摘

62
ProQuest PQDT博硕士学位论
文数据库

收录来自欧美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30余万篇全文，全面覆盖各个学科领域。国内
若干高校图书馆联合购买提供网络共享。2019年起停止购买，仍可使用已购历史数据。

http://www.pqdtcn.com/ 人文综合 英
部分全
文

63
ProQuest PRL 学术期刊数据
库

由核心期刊与15个特定主题辅助模块两部分构成，来自150多个主题领域。该库提供的4643种
出版物中，包含了787种含有影响因子的全文期刊，来自1600多家出版机构，其中包括了主流
出版商、学术团体、专业协会、大学出版社。

https://www.proquest.com/pqrl 人文社科综合 英
部分全
文

64
SAGE 期刊全文数据库（人文
社科子集）

最重要的人文社科全文期刊数据库之一。本馆购买了人文社科现刊库和过刊库。出版的学术
期刊为100％同行评审，其中46％的期刊被SSCI以及SCI收录，另有51种在其所在学科类别排
名在前十位。现刊库包含360余种人文和社会科学期刊。过刊库包含264种人文社科期刊的回
溯全文。

https://journals.sagepub.com/ 人文社科综合 英
部分全
文

65
SAGE KNOWLEDGE电子图书全
文数据库

精选了超过3600种SAGE自1994年出版的高品质学术书籍。主要分布十大子学科：商学/管理学
、教育、地理、健康及社会关怀、传播/传媒、政治、心理学、社会学、咨询、犯罪学等。起
止年限：1994-2016 。

http://sk.sagepub.com/ 人文社科综合 英
部分全
文

66
SAGE BUSINESS CASES商业
案例数据库

SAGE商业案例数据库(SAGE Business Cases)汇总各层级商业与管理课程适用的案例研究，
经过特别编撰、设计和同行评审，帮助老师和学生以及从业者通过实例理解概念，进行分析
、讨论和进一步研究。 年代：2016 。

http://sk.sagepub.com/cases 人文社科综合 英
部分全
文

67 Sage视频II
针对有发表文章需求的研究者，介绍科学实践和论文撰写中的各种研究方法和技巧，包括：
如何正确写作英文论文、通行的学术规范、选刊选题、增加文章影响力的经验等。

https://methods.sagepub.com/Sea
rch/Results?products[0]=15；
https://methods.sagepub.com/vid
eo 选择“Practical Research and
Academic Skills”

人文综合 英 全文

https://heinonline.org/HOL/Welcome
https://heinonline.org/HOL/Welcome
http://www.plunkettresearchonline.com/
http://www.plunkettresearchonline.com/
https://muse.jhu.edu/browse/titles/all?browse_view_type=list&limit_content_type=journal
https://muse.jhu.edu/browse/titles/all?browse_view_type=list&limit_content_type=journal
https://muse.jhu.edu/browse/titles/all?browse_view_type=list&limit_content_type=journal
https://muse.jhu.edu/browse/titles/all?browse_view_type=list&limit_content_type=book
https://muse.jhu.edu/browse/titles/all?browse_view_type=list&limit_content_type=book
https://muse.jhu.edu/browse/titles/all?browse_view_type=list&limit_content_type=book
https://www.proquest.com/abicomplete/index?parentSessionId=%2BVwOv8GWIhddd%2BB6%2F3CB28wHRoGGGzWMAcI58QwWO28%3D
https://www.proquest.com/abicomplete/index?parentSessionId=%2BVwOv8GWIhddd%2BB6%2F3CB28wHRoGGGzWMAcI58QwWO28%3D
https://www.proquest.com/abicomplete/index?parentSessionId=%2BVwOv8GWIhddd%2BB6%2F3CB28wHRoGGGzWMAcI58QwWO28%3D
https://www.proquest.com/abicomplete/index?parentSessionId=%2BVwOv8GWIhddd%2BB6%2F3CB28wHRoGGGzWMAcI58QwWO28%3D
https://www.proquest.com/literature
https://www.proquest.com/literature
http://www.pqdtcn.com/
https://www.proquest.com/pqrl
https://journals.sagepub.com/
http://sk.sagepub.com/
http://sk.sagepub.com/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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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SpecialSci国道外文专题数
据库

由国道数据提供的一个外文、全文、特色专题数据库；共分为五大专辑60个专题库，收录了
欧美国家1995年以来多个领域的科技文献，资源类型涉及学术论文、技术报告、会议记录、
议题议案、专栏评述等，现拥有全文数据2000万篇，适用于科技查新、课题跟踪、论文写作
与文献参考、教学备课与课程开发、学生学习等。本馆买5送5可以访问10个专题库。

https://specialsci.cn/ 人文社科综合 英 全文

69 Springer 期刊全文数据库

Springer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我馆购买了Springer出版的1,700余种电子期刊，超过60%以
上的期刊被SCI、SSCI收录。涵盖学科包括：数学、化学和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和环
境科学、工程学、物理和天文学、医学、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商业和经济、人
文、社科和法律。

https://link.springer.com/ 人文社科综合 英德
部分全
文

70 Springer 电子图书库

本馆订购了：2005年以来的Springer-Link电子图书、2010版权年Springer Nature人文社科
电子图书、1997年以来的33个著名系列的电子丛书、计算机领域的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丛书、数学领域的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丛书、2005-2009版权
年出版的原Palgrave电子图书、2004版权年之前出版的原Palgrave语言学电子图书。

https://link.springer.com/searc
h?facet-content-type=

人文社科综合 英德法意
部分全
文

71
Taylor & Francis 期刊全文
数据库（SSH人文社科子集）

旗下有Routledge、Psychology Press等世界知名出版品牌，是公认的全球最大学术出版集
团之一。其SSH期刊数据库现提供多达14个学科1165种经专家评审的高品质人文社科类期刊，
其中超过45%的期刊被Web of Science收录。

https://www.tandfonline.com/ 人文社科综合 英
部分全
文

72
Taylor & Francis 电子图书
库

提供来自Taylor & Francis、Routledge、Psychology Press和Focal Press等知名出版品牌
的电子书。2017年购买了历年-2016出版年语言学及语言哲学电子书。

https://www.taylorfrancis.com/ 语言文学 英 全文

73
Taylor & Francis 手册电子
书系列

Taylor & Francis出版社旗下的Routledge手册系列由世界领先学者撰写各自领域经典及前
沿研究的评论，涵盖人文社科、教育、心理学等学术领域，对学者和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有很
好的参考价值。本馆订购语言学、教育学2017-2018年手册。

https://www.routledgehandbooks.
com/

语言文学 英 全文

74
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 翻译研究手册
及书目数据库

该数据库提供翻译研究领域超过2.8万条书目记录以及主题词表，广泛涵盖翻译研究领域，包
括语内和语际翻译、跨文化交流、改写、本地化、多媒体翻译、术语及参考资料。

https://www.benjamins.com/onlin
e/tsb/

语言文学 英
部分全
文

75
Web of Science-A&HCI 艺
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简称A&HCI）是世界上最权威
的引文索引数据库之一。A&HCI收录了艺术与人文领域中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1800多种学术期
刊，涉及了艺术与人文领域的28个学科，收录的内容最早可回溯至1975年。我校购买数据回
溯至2016年。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
s/alldb/basic-search

人文综合 英 文摘

76
Web of Science-SSCI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

是全球知名的专门针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科技文献引文数据库。其强大的分析功能，更能
够在快速锁定高影响力论文、发现国内外同行权威所关注的研究方向等方面帮助研究人员更
好的寻求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点。数据回溯至2010年。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
s/alldb/basic-search

人文社科综合 英 索引

77
Wiley-Blackwell 期刊全文
数据库（人文社科子集）

最重要的人文社科全文期刊数据库之一，购买了人文社科六大子集及部分信息科学、数学、
统计现刊全文。含六个子学科包全文期刊共448种。另订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Computing等子学科包的重要电子刊12种。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

人文社科综合 英
部分全
文

78
Wiley 在线英文电子书全文
数据库（语言文学子集）

本次共开通电子书379种，学科涵盖了语言学和文学。Wiley 电子书通过Wiley Online
Library 访问，与Wiley 期刊数据库同平台，可以实现交叉检索。 起止年限：2007-2016
。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

语言文学 英
部分全
文

79
Word Sketch Engine 语料
库

包括72个语种的重要的语料库。为研究词汇如何表述而设计，是一个语料库查询系统。可以
帮助用户自动整理与分析庞大的语料，节省宝贵的时间。语料库共提供40种以上语言的内容
与70种以上的语料库。

https://app.sketchengine.eu/ 语言文学 多语种 全文

https://specialsci.cn/
https://link.springer.com/
https://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content-type=
https://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content-type=
https://www.tandfonline.com/
https://www.taylorfrancis.com/
https://www.routledgehandbooks.com/
https://www.routledgehandbooks.com/
https://www.benjamins.com/online/tsb/
https://www.benjamins.com/online/tsb/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alldb/basic-search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alldb/basic-search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alldb/basic-search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alldb/basic-search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s://app.sketchengin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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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中数图小语种电子图书库
由北京世纪中数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小语种电子书资源整合系统，主要收录了俄语、
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十三种语言，同时还涉及泰语、越语等三十多种语言，45万多册电
子图书。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科技、语言、文学、历史等学科。

http://xyz.zst21.net:808 人文社科综合 53个语种 全文

1 北大法宝
由北大英华公司和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共同研发和维护的法律数据库产品。收录自1949年
迄今的法律法规，内容不断更新。本校购买了法律法规、司法案例、法学期刊、律所实务、
专题参考、英文译本、法宝视频和司法考试八个模块，刑事法宝是新增模块，暂未购买。

http://www.pkulaw.cn 法学 政治 中
全文/多
媒体

2 博看期刊数据库
共分为10个子库，收录涉及时政、财经、管理、军事、文摘、文学、艺术、时尚、娱乐、科
技、教育、教学等40多类、4000多种主流畅销人文期刊的电子版，可有效弥补CNKI在非学术
类期刊收录方面的不足。收录年限：2007-

1.网页版http://mag.bookan.com.cn/;
2.微信端：广外图书馆公众号-资源-
数字悦读-博看微书

人文社科综合 中 全文

3-
16

CNKI中国知网（共15个子
库）

囊括了中国90%以上的知识信息资源，是目前资源类型完整、内容最全面、使用量最大的国家
知识资源保障体系。完整收录中国期刊、博硕士论文、报纸、会议论文、年鉴、专利、标准
、科技成果、工具书、百科全书、法律法规等各种资源，累计文献总量超过2亿篇，每日更新
约1万条。目前我馆共订购了知网的15个子库：学术期刊网AFGHIJ专辑、博士学位论文库、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库、重要会议论文库、重要报纸全文库、年鉴网络出版总库、工具书网络出
版总库、经济社会大数据平台、高等教育文献库、学术辑刊全文库、经济信息文献总库、精
品文艺库、精品文化库、党建期刊库和汉语大词典&康熙字典。

http://www.cnki.net 综合 中 全文

17
CNKI《汉语大词典》&《康熙
字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授权出版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订补》和《康熙字典》的全文电
子版。具有强大的全文检索功能，既极大地提高了检索速度，又很好地实现了知识的聚合，
能全面满足文史工作者一站式查找和研究字词源流、读音、释义与书证的需要。本馆镜像访
问。

1、远程包库
http://hd.cnki.net/kxhd/；
2.本地镜像
http://libdb.gdufs.edu.cn:1080/
kxhd

语言学 中 全文

18 畅想之星电子书
目前已有300余家出版社加盟，审核上架的中文电子书20余万种，电子书还在源源不断增加之
中。图书种类涵盖中图法22个大类、学科法十三大分类。所有电子书都支持在线阅读 、离线
阅读（APP内下载）。

1.网页版
http://www.cxstar.com/gdwywm.ht
m;
2.微信端：广外图书馆公众号-资源-
数字悦读- 畅想之星电子书;

搜索安装“畅想阅读”

综合 中 全文

19 超星电子图书
号称全世界最大的中文数字图书馆，总数达到200万种，涵盖中图法22个大类。我馆获取了近
百万镜像及所有在线电子书的使用权。资源起止年限：民国初期—。

http://www.sslibrary.com/ 综合 中 全文

20 超星期刊
目前可实现88000余种中外文期刊的联合检索，其中全文收录中文期刊7100余种（核心期刊超
过1300种，独有期刊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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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网页版
http://qikan.chaoxing.com/；
2.微信端：：广外图书馆公众号-资
源-数字悦读-超星期刊

综合 中 全文

21 超星名师讲坛数据库
是以国内知名专家的学术讲座为主集成的视频数据库。力邀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学术权
威，将其学术思想和多年研究成果系统地记录、保存并制作成超星学术视频，以互联网为传
播媒介，在全球范围进行传播。已拍摄国内外名师5800名，拍摄完成140000集。

https://ssvideo.superlib.com/ 综合 中 多媒体

22 超星移动图书馆

专门为各图书馆制作的专业移动阅读平台，用户可在手机、ipad等移动设备上自助完成个人
借阅查询、馆藏查阅、图书馆最新咨询浏览，同时拥有超过百万册电子图书，海量报纸文章
以及中外文献元数据供用户自由选择。电子书：民国初期— ；视频：2005年— ；报纸：实
时更新。

通过手机或移动终端下载超星移动图
书馆客户端或扫描二维码使用，详情
参见图书馆主页数据库简介内容。

综合 中 全文

二 中文数据库 （共55个）

http://xyz.zst21.net: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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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EIC数据库

CEIC收集了195个国家的三百多万条时间序列数据，提供世界上最大、最全面的知识库。每个
数据库中都包含宏观经济概念和行业概念，提供全局的信息，而不是有限的分块市场信息。
2020年升级至全库（包含12个子库），并取消并发数限制和个人账户登录方式，直接访问即
可。收录年限：1952-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l
ogin

经济 统计 中 英 数值

24 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索引库，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
全国2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
刊。目前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500多种学术期刊
多年的数据。收录年限：2008-

http://cssci.nju.edu.cn/ 人文社科综合 中 索引

25 大成故纸堆

内容覆盖晚清和民国期刊、古籍文献、民国图书、古地方志和中共党史期刊等共5个方面的老
旧资源。其主打产品《大成老旧刊》已收藏晚清至民国期间的数字化期刊7000多种共15万余
期，是研究近现代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各个学科史研究的工具
。收录年限：清末—1949

http://www.dachengdata.com/ 人文社科综合 中 全文

26 道琼斯全球财经资讯平台

更新及时的中、英文全球财经资讯平台。能够提供全球最新的财经动态及国际权威财经评
论，内容来自世界著名的财经信息服务商道琼斯通讯社，涵盖全球五大洲，涉及各类经济、
金融市场，报道一切有可能影响经济的经济事件、政治事件、社会事件。收录年限：2003-
；

http://uni.resset.com/
经济、金融、国贸、财
政、工商管理

中 英 全文

27
DIB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
数据库系统

DIB数据库由9个大型专业数据库，40多子数据库组成，内容涉及200多个细分行业、2000多家
国内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等的披露信息。收录年限：1982年-

http://www.dibdata.cn/index/DIB
17184

经济 管理 财会 中 数值

28 雕龙古籍数据库

“雕龙――中国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是一个超大型中国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该库囊括了
《古今图书集成》、十通、道藏、全唐诗、中国古典诗词、正续四部丛刊、中国地方志、永
乐大典、明清史料、六府文藏、敦煌史料、四库全书（文渊阁版）、日本古籍书库等等大型
国内、海外中国古籍及日本部分古籍。

http://tk.cepiec.com.cn/ancient
c/ancientkm?@@0.140914849975742
27#kmtop

人文社科综合 中 日 全文

29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号称“中文电子图书的完美解决方案”，有文献传递功能。以360万种中文图书、10亿页全文
资料为基础，为用户提供深入内容的章节和全文检索，部分文献的原文试读，以及高效查找
、获取各种文献类型学术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平台。收录年限：民国初期- 。

http://www.duxiu.com/ 综合 中
部分全
文

30
CSMA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原国泰安）

含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系列、中国上市公司研究系列、中国基金市场研究系列、中国债券市场
研究系列、中国衍生产品研究系列、中国经济研究系列、中国行业研究系列、中国货币市场
系列、海外研究系列、板块研究系列、市场资讯系列、专题研究系列、科技金融研究系列、
数据定制区。2020年我校续订了31个子库，新增了海外直接投资、中国上市公司任务特征研
究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指标分析数据库、中国银行财务研究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关
联交易研究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对外投资研究数据库、上市公司研发创新研究库等7个子库
。收录年限：1900-

http://www.gtarsc.com/ 经济 金融 中 数值

31
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平
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点打造的学术型数字产品，对接国别区域研究这一重点新兴研究领
域，围绕国别研究、区域研究、国际组织研究、全球智库研究等领域，全方位整合一手数据
、基础信息、科研成果，文献量达30余万篇。

http://www.crggcn.com/ 综合 中 全文

32 国研网教育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简称“国研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成果的唯一网络发布
渠道，“国研网教育版”是国研网针对高校用户设计的专版，旨在以“专业性、权威性、前
瞻性、指导性和包容性”为原则，全面汇集、整合国内外经济、金融和教育领域的前沿信息
和研究成果，为全国各高等院校的管理者、师生和研究机构提供高端的决策和研究参考信息
。

1.网页版
http://g.drcnet.com.cn/u/664589
/； 2.微信端：广外图书馆公众号-
资源-数字悦读-国研网

经济 中 全文

http://tk.cepiec.com.cn/ancientc/ancientkm?@@0.14091484997574227
http://tk.cepiec.com.cn/ancientc/ancientkm?@@0.14091484997574227
http://tk.cepiec.com.cn/ancientc/ancientkm?@@0.1409148499757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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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国研网 经济-管理案例库
是商业型“案例库”产品，本“案例库”以经济现象、中外机构和企业管理实践为研究对
象，探索提供管理案例研究、最新管理理论、案例教学理论、方法与应用等研究成果，并辅
之以管理和研究方面的实用资源。

http://caselib.drcnet.com.cn/ 经济 中
全文/数

值

34
国研网 国际贸易决策支持系
统

包含统计数据和参考文献两大部分。其中，统计数据库的查询是以多维、立体的检索方式提
供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数据。

http://trade.drcnet.com.cn/web/
login.aspx

经济 中
全文/数

值

35
国研网 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平
台

国研网构建的“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平台。全方位提供沿线国家和地区有关政经形势、政策
法规、营商环境、投资案例、宏观数据、国别风险等报告和信息，剖析“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的潜在机遇与挑战，帮助国内企业进行短期、中期、长期战略规划，提供高质量的
系统研究资料和决策参考。

http://ydyl.drcnet.com.cn 经济 中
全文/数

值

36 国研网统计库

简称“国研数据”，是国研网在全面整合我国各级统计职能部门所提供的各种有关中国经济
运行数据的基础上，历经数年研究开发、优化整合后推出的大型数据库集群，对国民经济的
发展以及运行态势进行了立体、连续、深度展示，是中国经济量化信息最为权威、全面、科
学的统计数据库之一，是投资、决策和学术研究的有力助手。

http://data.drcnet.com.cn/ 经济 中 数值

37 汇尹网专业图文库
该库经专业图片资料编辑的筛选、编辑和组织整理，全部配备了全面、准确、规范的文字数
据。目前收录的数字化图片资料资源已超过100万张，时间从人类的早期社会至当代的世界，
共有28个分库，涵盖了历史、地理、社会、民俗、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

1.网页版
https://www.hywdata.com.cn:88；
2.微信端：广外图书馆公众号-资源-
数字悦读-汇尹网专业图文库

综合 中 图片

38
汇云书舍（京东阅读校园
版）

拥有20万种正版数字图书资源，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等十多个学科，满足各种阅
读需求。每周有新书上线，年更新量4万种以上。支持多设备同时畅读，阅读记录可在手机、
电纸书阅读器、电脑、平板等终端同步；校内校外都可阅读，不受 IP 限制。

1.网页版：http://gx.jd.com/；2.
微信端：广外图书馆公众号-资源-数
字悦读-京东阅读校园版；3.移动
端：下载京东读书校园版APP

综合 中 全文

39 近代数字文献资源全库

该库是《全国报刊索引》依托上海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制作的大型全文数据库，收录了
1833~1949百余年间的22000余种期刊，4000余种中英文报纸，12万种图书，是对中国近代历
史全面而完整地直接呈现。分别是《中国近代期刊资源全库》、《中国近代报纸数字文献全
库》、《中国近代图书资源全库》。

http://www.cnbksy.com 人文综合 中 全文

40 经研企业大数据分析平台

该平台拥有2.1+亿全量企业／个体户的动态数据，100+亿条高价值商业关系链路，161个数据
合作权威机构，数据库7*24小时不间断更新。整合企业100多类维度的信息，将这些数据全面
收集、整理、清洗、融合、计算，为每一个企业进行深度画像，为科研工作者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

http://www.datajy.cn/ 经济 统计 中
全文/数

值

41 马克思主义研究数据库

该库涵盖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史党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
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分类文献资源；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乡村振
兴研究、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和苏联东欧研
究等分类主题资源。

https://marxism.ssap.com.cn/ 政治 中 全文

42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该系统是第一家案例领域的专业发现系统，被誉为“案例教学的必备工具”，能够为高等院
校的案例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由工商管理专业类的《中国工商管理案例库》
、《工商管理案例素材库》、《全球工商管理案例在线》以及公共管理专业类的《中国公共
管理案例库》、《公共管理案例素材库》、《全球公共管理案例在线》、《图书情报案例库
》等七个数据库组成，提供案例全文、案例素材和案例索引三种类型的文献数据。

http://www.htcases.com/ 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中 全文

43 全球智库发现系统
该系统以大数据技术为手段，对全球智库数据进行全面获取，深度分析和挖掘数据规律，可
视化呈现数据特征，为我国各类机构提供研究成果的参考--了解参考智库研究成果、借鉴智
库研究方法、寻找智库合作专家、全球智库动态，从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http://tds.sunwayinfo.com.cn/ 综合 英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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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大报刊全文库（网络版）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本身就是一个高品质学术论文的象征，能列入其中的论文学术性、专
业性、权威性毋庸置疑，对于本校师生快速、简捷地获取高品质学术资源将起到CNKI无法起
到的作用。 收录年限：1995-

http://ipub.exuezhe.com 综合 中 全文

45 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数据库历史数据完整、涵盖广泛，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研究报告、融资融券、宏观统计
、行业统计、金融统计、外汇、期货、黄金等，并且研发团队与国内外著名高校合作计算了
丰富的衍生指标, 例如持有期收益率、日收益Beta系数、波动率等等。

http://db.resset.com/common/mai
n.jsp

经济 中
全文/数

值

46
书香广外（中文在线数字图
书馆）

“书香广外”又名中文在线“数字图书馆”，是湖北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读者推出的集阅读、互动于一体的一站式互联网读书服务平台。目前
平台包含15万余册数字图书和3万余集有声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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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订购了3万册电子书，
提供镜像访问。

http://172.16.96.126/ 综合 中 全文

47
Spischolar学术资源在线系
统

学术期刊指南系统丰富的学术期刊，按照主流收录评价体系进行重新组织与关联，提供集发
现、获取、评价一体化的期刊导航服务。学术搜索系统覆盖国内外主流的全文数据库、OA资
源等解决用户科研过程中，难以便捷获取文献的难题，是文献传递的重要工具。收录年限：
1900-

http://www.spischolar.com 综合 中 索引

48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云系统学
位论文库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精选全国重点学位授予
单位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博士后报告。内容涵盖理学、工业技术、人文科学、社会科
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交通运输、航空航天和环境科学等各学科领域，是我国收录数量
最多的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http://www.wanfangdata.com.cn/i
ndex.html

综合 中 全文

49 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

收录国内中文期刊14000余种，核心刊1983种，独家刊771种，按照学科分为医药卫生、农业
科学、机械工程、自动化与计算机技术、化学工程、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
艺术等35个学科大类，457个学科小类。平台涵盖但不限于以下功能：中刊检索、文献查新、
期刊导航、检索历史、引文检索、引用追踪、日指数、影响因子、排除自引、引用统计、学
科评估及趋势分析、绩效分析、顶尖论文、研究前沿、搜索引擎服务等。

http://qikan.cqvip.com 综合 中 全文

50 Wind金融终端

Wind金融终端为金融专业人士提供准确、及时、完整的财经资讯信息和交流平台，客户涵盖
全球知名高等学府、政府金融监管机构、银行与金融机构体系、著名跨国企业等。Wind金融
终端(WFT)全模块，包含股票、债券、期货、外汇、基金、指数、宏观行业、PMS组合管理、
iWind 3C电话会议平台等多项品种。

http://www.wind.com.cn/本校教职工
可免费申请使用账号。 经济 金融 中 数值

51
中国财经·政法教育资源共
享平台

中国财经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是中国财经教育资源共享联盟建设的主要成果。共分为六大板
块，分别为共建动态、共建院校、联盟资源、联盟团购、联盟项目和关于联盟。该平台在联
盟的领导下，将逐步实现财经高校特色资源、学位论文等资源的共建共享。我校2019年底加
入该联盟，可以使用该平台资源，同时还可以共享政法教育资源共享联盟的资源。

http://www.knowledgeatshare.cn/
下载论文需用账号，账号名：
gd1000；默认密码：gdufs888；经管
案例库使用需另外注册个人账户。

财经 政法 中 部分全文

52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
据库

该库系统、完整地收入了建党以来出版的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中文版经典著作和党的文件、
文献等，目前收入图书分为12个子库，11000多册、7000多万个知识点。所收入的图书资源的
版权，是人民出版社独有资源。

http://read.ccpph.com.cn/ 政治 中 全文

53 中国审判案例数据库

集案例报送、整理、检索、应用、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应用案例平台，由国家法官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共同打造，以连续二十余年精选全国各级人民
法院审结的典型案例--《中国审判案例要览》为核心资源，多方面、多视角挖掘了案例内容
价值。

http://www.chncase.cn/case/ 法学 中
全文/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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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中科院JCR期刊分区数据库

该库是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世界科学前沿分析中心的科学研究成果，中科院分区表对
汤森路透每年度发布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中SCI期刊在
学科内依据3年平均影响因子划分分区。它包括大类分区和小类分区。JCR期刊分区数据自
2004年开始发布，从2012年起，更改为网络版，分区数据每年10月份发布。提供分区数据检
索、浏览、下载等功能。

http://www.fenqubiao.com/ 自然科学 中 数值

55
字林洋行中英文报纸全文数
据库

由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推出，收录了字林洋行出版的所有报纸近55万版，包括《北
华捷报》、《字林西报》、《上海新报》、《沪报》、《汉报》等，为研究近代中国提供了
弥足珍贵的材料。此外，我校还可远程访问的内容有：遐迩贯珍、点石斋画报、一带一路专
题数据库、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专题数据库、科技创新中心专题数据库。

远程：
http://www.cnbksy.net/search/ad
vance
镜像：
http://202.116.197.12:8090/sear
ch/advance

新闻、中文 中 英 全文

1 MeTel国道英语课件库
收录了美、英、加、澳等国300余所著名高校、6000余教师或教学小组讲授的1万余门课程，
力图以讲义、课件、音频、视频、教学图片、教学案例、阅读材料、作业、习题答案、试卷
等独特资源再现国外先进高校课堂教学过程。收录时间：2005年-

http://www.metel.cn/views/defau
lt.aspx

综合 中 多媒体

2 环球英语多媒体资源库
由出国留学、学历考试、英语应用、职业英语、小语种5大系列数百门近14300课时的环球雅
思精品网络课程组成，可为高校师生及读者提供外语基础、口语提高、小语种入门、考前辅
导、出国、求职指导等全线外语培训。2020年停订，改为本馆镜像访问。

镜像：
http://202.116.197.130:8008/hua
nqiu/index.htm

英语教育 中 英 多媒体

3
MET全民英语学习资源库（原
MYET）

MyET是根据「听说教学法」及「沟通式学习法」所设计，搭配全球首创的「自动语音分析技
术」, 并与国内外著名的英语出版社、杂志社合作，优选适合不同学习水平、不同行业的课
程为训练载体，进行交互式口语与听力训练的学习资源库。收录年限：2010- 。2017年起改
名为MET。

https://lib.52met.com/ 英语教育 中 多媒体

4
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就业
升学视频资源平台

包括创课之星创新创业视频数据库、大学生就业视频数据库和大学生升学考试视频数据库三
个子库；覆盖从创新创业基本方法、公司经营理念、行业热点痛点分析、成功案例CEO访谈、
欧美创新创业动态、全球直播中心与在校生进行视频互动交流的视频资料，视频总时长超过
2200课时。

http://www.chinacxc.org/ 综合 中 多媒体

5 51CTO学院（教育版）

一个全新的IT技能在线学习平台，现有独家签约高质量讲师900余位（其中20%为国内著名讲
师，52%为一线技术工程师），涵盖虚拟化、运维、网络、安全、移动开发、数据库等120多
个门类，全方位覆盖IT技术各领域。现有5000余门课程，课时总数超10万个，总时长达
30,000多小时。

http://e-learning.51cto.com/ 计算机科学 中 多媒体

6 优语库小语种在线
为小语种专业人士打造的视频学习型数据库，提供了当前最热门、使用人数最多的九大小语
种学习资源，包括日语、韩语、阿拉伯语、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
牙语，对我校小语种相关专业学生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http://www.52uyu.com/ 多语种学习 9个语种 多媒体

7
中科UMajor大学专业课学习
资源数据库

国内第一家专门为高等院校开发的集日常学习、考前练习、在线无纸化考试等功能于一体的
专业课学习资源数据库。完全按照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构建学科体系，现已收录12大学科门
类的专业课学习资源。收录年限: 2006年-

1.网页版http://www.umajor.org；
2.微信端：广外图书馆公众号-资源-
数字悦读-中科专业课

综合教育 中
全文/多
媒体

8 中科VIPExam数据库

试卷涵盖外语、计算机、考研、公务员、司法、职业资格、财经、工程、医学、实用职业技
能、自考、专升本共12大类1500余种考试科目，总量已超过12.4万套，是目前国内试卷量最
大的考试学习型数据库。历年真题试卷的收录年限为1990年至今，模拟试卷的收录年限为
2006年至今。

1.网页版http://www.vipexam.org；
2.微信端：广外图书馆公众号-资源-
数字悦读-中科考试

综合教育 中
全文/多
媒体

三 考试学习型数据库（共8个）



第 12 页，共 12 页

序
号

 数据库名称 资源简介 网址或使用方式 学科 语种
是否全

文

1 百链云资源平台
百链云图书馆是专业的学术搜索门户，其包含海量的中外文文献数据，目前包含264个中外文
数据库,有全文权限的提供全文地址，无全文权限的提供免费的文献传递，中文资源文献传递
满足率90%以上，外文资源文献传递满足率80%以上。

https://www.blyun.com/ 综合 中外文
部分全
文

2
超星大雅论文检测系统(论文
检测、论文查重系统)

拥有图书、期刊、论文、报纸、网络全文等丰富的对比资源库,独有的图书检测优势,保证书
刊检测并重,为论文查重提供多一层保障。本馆现面向全校师生提供论文检测、查重服务。

http://dsa.dayainfo.com/ 综合 中文 否

3 超星发现系统
实用的国内资源统一检索系统，可有效弥补图书馆“云山搜索”发现系统在中文方面的不
足；与超星电子图书和CNKI实现了无缝链接，功能强大，简便实用，并有望检索、盘活本馆
过去所订的各类不同平台上的中文图书资源。

http://ss.zhizhen.com/ 综合 中英文 是

4
超星云舟域空间知识服务系
统

集资源、工具、平台、空间为一体，对图书馆的资源进行重组，以全新的信息组织形式为读
者服务，为每个人打造一个知识服务空间。可以自建讨论群，相当于学术的微信。读者在该
空间里可以建立专题库、记录阅读过程、交流学习心得，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服务空间。
2017年暂停付款订购但仍可使用。

 1、使用手机或移动设备在应用商城
下载超星移动图书馆客户端；2、在
校园网内用pc端访问
http://www.yz.chaoxing.com。上述
两种方法选择单位，输入学校名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用我的图书馆的
账号密码登录使用。

综合 中文 是

5
CNKI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检测
系统

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可用于中文学术论文等文献资料中出现的抄袭、剽窃、篡改、引用不
当等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检测。

请参阅简介内容，提交申请 综合 中文 否

6 歌德借阅机
24小时电子自助借阅系统内置3000种最近三年的正版授权畅销书籍，每月远程自动更新150种
最新图书。首创扫一扫借阅方式，用手机扫描图书封面二维码可下载，轻松将图书带回家。

实体平台，南北校区图书馆大厅各一
台

综合 中文 是

7 库客云CD机

本机依托“库克数字音乐图书馆”，精选了部份资源，提供了1500张唱片。读者可以在媒体
机中浏览唱片，也可进行试听，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一个丰富、高质的正版数字音乐。每张唱
片都对应一个唯一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即可把音乐CD装进手机，不再受时间地点限制，随
时收听自己最爱的音乐。

实体平台，南校区图书馆大厅一台 艺术 中文 多媒体

8 优谷朗读云资源平台服务
提供超过2万篇中外文朗读素材，包括诗歌散文、外文名篇、文学选段等文体；语种以中英文
为主，另含部分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日语和韩语朗读素材。在南北校区图书馆各安装了
朗读亭硬件一套。

实体平台，南北校区图书馆大厅各一
台朗读亭

综合 中文 多媒体

9 联图非书资源云服务

采用最先进的云计算和Web2.0技术研发的随书光盘等非书资源云服务平台系统所提供的服
务，其实现功能包括与图书馆现有OPAC无缝对接，即开即用，在现有OPAC书目详细信息页面
中智能显示覆盖馆藏的随书光盘等非书资源请求或在线使用链接，所见即所得，读者不须要
安装任何客户端软件或插件，点击即可直接在浏览器内实现非书资源请求、查看、检索、浏
览、收听、点播、下载、反馈等多种功能。

http://discx.yuntu.io/
作为插件在OPAC书目检索系统中使用

综合 中文 多媒体

10 瀑布流电子书借阅机系统

充分运用人机交互，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现代化技术，为读者打造沉浸式体验，更进一步
的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推广校内电子图书资源。内置300种正版授权的epub格式电子图书，
每月定时更新不少于150种热门电子图书，图书封面由屏幕顶端向下飘落，循环播放。每本图
书均提供二维码下载功能。图书支持在拼接屏上直接点击阅读，也可以扫码下载阅读。

实体平台，北校区图书馆大厅，两台 综合 中文
全文/多
媒体

    说明：1、如需校外访问本馆数字资源，请使用图书馆数字资源校外访问系统（http://librra.gdufs.edu.cn/，输入学工号和密码）；2、表中红色字体部分是2023年本馆新增数字资源和系统。

三 应用型数据库/软件工具 （共10个）

http://discx.yuntu.io/
http://discx.yuntu.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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