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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使用电子资源时有问题吗？您在获取信息时有困难吗？您

需要在资源获取上提供帮助吗？请立即和我们联系，图书馆信息咨询

部会竭诚为全校师生服务。 

联系电话：0512-65156903 或 65112705 

办公地点：校本部图书馆二楼信息咨询部 

电子邮箱：jss@sud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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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电子资源利用问答（文科版） 
 

1. 图书馆现有哪些学术电子资源可供使用？ 

答：图书馆订购的电子资源不但覆盖了我校所有学科，还涉及绝大部分常用

资源类型： 

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有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维普的科技期刊全

文数据库、万方系统的数字化期刊等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包含国内近万种期刊

的全文。 

适 合 文 科 使 用 的 外 文 全 文 电 子 期 刊 有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

Springer-Kluwer ，Wiley -Blackwell ，EBSCO，LexisNexis Academic 学术大

全,Emerald 回溯等；专业性全文数据库还有 PsycARTICLES 美国心理学会全文

数据库，Westlaw International 法律在线数据库等。 

中文电子图书有超星、书生之家、方正 Apabi 等电子图书馆数据库，三个电

子图书数据库共包含了 140 万种的电子图书；外文电子图书有 Netlibrary 电子

图书（近 1万种）。 

中文学位论文有万方中国学位论文、CNKI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外文学

位论文有 PQDD 全文和文摘数据库。 

中文学术会议文献有万方中国学术会议论文库和中国知网的会议文献。 

文科常用检索工具还有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全国报刊索引、ERIC，等等。 

考试和学习类资源有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起点自主考试学习系统、爱迪科

森网上报告厅等。 

 

2. 在家或出差在外如何使用图书馆订购的电子资源？ 

答：图书馆订购的电子资源只限校园网内访问，但在家里或出差在外时可以

通过学校网络中心提供的 SSL VPN 访问，网址 https://vpn.suda.edu.cn（注意：

http 后有一个“s”）。如果登录时弹出安全警报，请点击“是”；如果显示安全

证书有问题，请点击 “继续浏览此网站”。登录页面中的用户名和密码请输入您

在校内登录网关时所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SSL VPN 详细使用注意事项请见网络

中心网站（http://net.suda.edu.cn/shownetnews.asp?num=83）。 

提示：不是所有数据库都能通过 SSL VPN 访问，有个别数据库（如 EBSCO 等）

会出现不能访问或访问不稳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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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大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各有什么特点？应如何选择？ 

答：图书馆订购的中文全文数据库有：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

系统的数字化期刊、维普的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等三大期刊全文数据库。 

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 7600 多种期刊，以学术、技术、政

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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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000 多种期刊回溯至 1979 年，其余期刊大多从 1994

年起收录。该数据库除收录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批的正式出版期刊外，还收录少部

分内刊和非正式出版期刊。 

万方数字化期刊数据库收录 1998 年以来国内 6000 多种期刊，其中核心期刊

2500 余种，该数据库收录的期刊均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批的正式出版期刊。 

维普的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以收录科技、教育、经济类期刊为主，2005 年开

始增加收录文、史、哲、法等学科分类的期刊，社科数据回溯到 2000 年起。维

普的期刊收录量约为 10000 多种，但其中包含相当一部分内部刊物和非正式出版

刊物。 

中国知网的期刊收录回溯年限较长，更适合文科读者使用；同时中国知网总

库平台对检索结果的分析功能比较强大，如果需要对检索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

建议选择中国知网。万方数字化期刊的刊物均为正式刊物且信息比较全面和准

确，更适合投稿信息的检索。 

 

4. 如何选择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答：图书馆订购的电子图书数据库包括超星电子图书、书生电子图书、Apabi

教学参考书。 

超星电子图书数据库提供两个访问站点：南大镜像站和百万包库站。南大镜

像站包括 54 万种的电子图书，百万包库站包含 110 万种左右的电子图书。两个

站点的电子图书不是完全包含的关系，有些书只在南大镜像站有，有些书只在百

万包库站有。 

书生电子图书数据库包含 36 万种的电子图书，Apabi 教学参考书数据库包含

12 万种的电子图书。 

三大电子图书数据库中超星电子图书可以下载后离线阅读，阅读期限不限。

Apabi 教学参考书也可以下载后离线阅读，即网站上所谓的“借阅”功能，离线

借阅期限为一周，一周后自动失效不能再打开阅读，同一本书同一时段只能一个

人借阅，一旦某本书被人借阅，其他人则不能再借阅。书生电子图书不能下载离

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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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科方面的外文数据库有哪些可以使用？ 

答：目前包含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内容的外文数据库有：EBSCO，LexisNexis 

Academic，Elsevier ScienceDirect，Springer-Kluwer ，Wiley-Blackwell ，

Emerald 回溯等。专业性全文数据库有 PsycARTICLES 美国心理学会全文数据

库，Westlaw International 法律在线数据库等。 

艺术与人文科学专业建议首选 EBSCO 全文数据库、Wiley –Blackwell 电子

期刊数据库和 Springer 电子期刊数据库，其中 EBSCO 中所含人文科学方面的文

献量较大，但其文章研究层次偏低；Wiley –Blackwell 和 Springer 中人文科

学文献量略少，但其研究层次稍高。 

社会科学类专业上述数据库均可选择，其中 EBSCO 和 LexisNexis Academic

文献量大但研究层次略低，其他数据库，如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Springer-Kluwer ，Wiley -Blackwell ，Emerald 等数据库中的文章研究层次

稍高但文献量略少。 

 

6. 如何查找书目信息？ 

答：利用读秀搜索系统的图书搜索。读秀搜索系统目前包含 310 万种图书的

书目数据，其中包含了新闻出版署的最新出版书目数据；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

馆等很多公共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部分高校图书馆的书

目数据。该系统提供了目前国内最全面的书目信息，除解放后的图书书目数据外，

还包含了 20 多万种的民国时期图书书目，以及一些古籍书目。所查到的书目中

如果图书馆有纸本收藏，则会出现“ ”的图标；如果图书馆购有电子图

书，则会出现“ ”的图标；图书馆既没有纸本也没有电子本的图书，大

多数提供了收藏该书的馆藏信息，或者可通过系统文献传递功能获取图书的部分

全文。 

 

7. 如何查找早期的报刊文章信息？ 

答：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民国时期期刊篇名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全国报

刊索引数据库和民国时期期刊篇名数据库。目前该数据库已回溯至 1833 年，年

更新量在 50 万条左右，是目前国内唯一揭示中文报刊资源时间跨度最大（近一

个半世纪），报道报刊品种最多（一万六千余种）的报刊信息数据库。因此查找

早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报刊文章信息，建议选择该数据库。该数据库中检索到的

文章大多可以通过上海图书馆进行文献传递来获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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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何查找统计数据？ 

答：可以利用以下数据库进行检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CCER 中国

经济金融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 搜索-数字搜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的“国研数据”中我馆订购的数据有：宏观经济

数据、工业统计数据、价格统计数据、财政税收数据、国有资产管理数据、外贸

数据、金融统计数据、人口与就业数据、居民生活数据等内容。统计数据除可按

类别分类查找外，还可输入检索词进行搜索。 

CCER 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主要收录金融方面的统计数据，如资本市场数据、

货币市场数据以及宏观经济数据等。 

国研网和 CCER 中的统计数据均来自于政府机构（如国家统计局、海关等），

因此更具权威性。 

中国知网-CNKI 搜索-数字搜索，进入中国知网后，点击“CNKI”搜索，选择

“数字”进入数字搜索页面，可以按导航分类查找数据，也可输入检索词查找。

CNKI 数据均来自于其他作者所发表的文章中，所以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需要

进一步考证。 

 

9. 如何检测某篇论文是否存在抄袭行为？ 

答：可以通过图书馆订购的万方数据服务系统中的“论文相似性检测”模块。

具 体 方 法 ： 进 入 万 方 数 据 资 源 系 统 的 “ 万 方 中 心 网 站  ”

（http://g.wanfangdata.com.cn/），点击右上角的“论文相似性检测”模块，

进入系统后将待检测论文的文本拷入系统点击“开始检测”即可。（注：该系统

目前为 Bata 版，检测后的结果最好再人工核实） 

 

 

10. 如何检索某个概念的学术定义？ 

答：方法 1：进入中国知网本馆镜像或中心网站后，在数据库选择页面点击

“ ”，进入 CNKI 知识搜索页面，选择“学术定义”输入要检索的

概念词（如“数字图书馆”）后搜索，即得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对该概念

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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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进入超星读秀学术搜索系统，在“知识”中输入要检索的概念（如

“数字图书馆定义”或“数字图书馆概念”），搜索后即得到在出版的图书中对该

概念进行的定义。 

 

 

11. 如何检索自己或其他作者的文章在国内被他人引用的情

况？ 

答：方法 1：进入中国知网中心网站，点击“ ”，输入作者姓

名后检索得到该作者发表的所有文章，在文章列表右边的“被引频次”中可以看

到各篇文章的被引次数，点击该数字后可以看到是哪些人引用了这篇文章。 

 

方法 2：进入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点击“ ”进入

检索系统，选择“被引文献检索”，在“被引文献作者”中输入作者姓名后检索，

可得到各篇文章的引用情况。 

中国知网中
的被引情况
中国知网中
的被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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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3：进入万方资源系统的中心网站，检索出某个作者发表的文章，每篇

文章的后面都有一个“被引用次数”（不能查看到被引用的详细信息）。 

以上三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各有特点。中国知网因收录期刊较多，因此检索

结果较全；CSSCI 因其收录的多是核心期刊，因此得到的结果更具有权威性。 

 

12. 如何确定某个课题在国内有哪些主要研究者和研究团

队？如何查找该课题的经典文章？ 

答：进入中国知网中心网站，点击“ ” 进入学术文献总库，

输入检索词检索并得到检索结果，选择检索结果列表上方的“检索结果分组筛选”

中的“文献作者”，在左方会出现“按文献作者分组”的结果，显示出该课题相

关文章发表最多的作者主要有哪些；如点击“作者单位”，则可得到发文最多的

机构是哪些。选择检索结果列表上方“排序”中的“被引频次”，使检索结果按

被引次数排序，即将检索结果中被引用次数最高的文章排在前面，这些文章即为

经典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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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文章前如何通过检索确定适合投稿的国内期刊有哪

些？ 

答：进入万方资源系统，检索出与所要发表文章相同主题的文章，在检索结

果右边的“按刊分类”中，可看出发表该主题相关文章较多的期刊有哪些，这些

期刊就是适合该篇文章投稿的期刊。或者进入万方资源系统的学术期刊，按学科

分类找到相关学科，即可得到该学科相关的所有期刊。 

 
 

14. 如何查找要投稿的国内期刊的联系方法？ 

答：进入万方资源系统，点击“学术期刊” 进入期刊导航页。按刊名检索或

按分类浏览找到所要的期刊。点击期刊名称进入该期刊的首页后，在页面的左边

可看到该期刊的相关信息，包括刊期、刊号、联系方式、电子邮箱及通讯地址等。 

 

要查找国外期刊的投稿方式，需要进入外文全文数据库，如 Elsevier、

Springer、Wiley 等综合性电子期刊数据库，以及 ACS、AIP、APS、AMS 等专业

性电子期刊数据库。进入电子期刊数据库后按刊名查找到要投稿的期刊，进入该

期刊的首页，可以看到与投稿相关的一些信息，找到“For authors”或“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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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等页，就可找到投稿方式，在线投稿或其他方式投稿，有的还提供

了在线编辑功能。例如 Elsevier 就设有专门供作者投稿的平台，可直接在网上

投稿（见下图）。 

 

15. 如何跟踪某个中外文期刊上发表的最新文章？  

答：利用各数据库提供的 RSS 功能。国内外大部分数据库，如万方数据系统、

中国知网、EBSCO、Wiley-Blackwell、Elsevier、Springer 等数据库均提供 RSS

订阅功能。在这些数据库中通过期刊导航进入某个期刊的首页后，均可以看到

RSS 订阅的黄色标志“ ”或“ ”。点击该图标即可订阅该期刊的更新信

息。要阅读期刊上的最新文章，有的可以直接通过 IE 浏览器（7.0 以上版本）

的 RSS 功能或“源”进行阅读，有的则需要安装专门的 RSS 阅读器（如 Google 

Reader、周伯通、看天下、新浪点点通等）或通过 RSS 阅读网站（如抓虾网

http://www.zhuaxia.com）进行阅读，还有的是将更新信息直接发送到电子邮箱

中。可以直接在 IE 浏览器中阅读最新文章的有：万方数据系统、

Wiley-Blackwell、Elsevier、Springer 等；可以发送到电子邮箱中的数据库有：

Elsevier、EBSCO 等。通过 IE 阅读时请打开收藏夹中的“源”进行阅读，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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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如何检索某句话最早出自于哪里？ 

答：选择读秀学术搜索系统，将要检索的句子放到系统中进行搜索，找到的

是出现该句话的图书著作。如果要在期刊文章中查找出处，则选择中国知网的“中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入数据库后在“检索项”中选择“全文”，输入检索语句

中的一句话（中间不能有标点符号和空格），或将一句话拆分为几段输入，即在

所有期刊文章的全文中检索该句话。最后根据著作和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来确定

最早出处。 

 

17. 访问中国知网时出现“产品最大并发数已满”怎么办？ 

答：中国知网对机构用户限定了最大用户访问数，图书馆为解决这个问题同

时购买了中国知网的镜像服务站和中心网站。如果读者在使用其中一个站点（如

本馆镜像站）时出现“产品最大并发数已满”，可以访问另一个站点（如中心网

站），或者等有人退出后再使用。 

 

18. 如果需要某篇文章的全文而图书馆却没有，怎么办？ 

答：通过我们的文献传递服务来获取。 

由于我校的文献资源尤其是外文资源还不能完全满足我校师生的所有文献需

求，所以我馆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科学院各下属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

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生命科学图书馆、解放军医学图书馆等十几家单位的

图书情报机构建立了文献传递协作关系，并加入 NSTL 和 CASHL 两大文献传递系

统。几年来，通过文献传递系统和协作单位，我们已经为我校很多读者传递了大

量的文献原文。具体联系方式及注意事项见图书馆主页---服务项目（或服务指

南）---文献传递。 

 

19. 哪些文献可以通过文献传递服务来获取？传递文献又如

何收费？一般一篇文章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答：所有类型的文献均可以提交，包括中外文期刊、图书、学位论文、专利、

标准等。 

本馆没有的文献，我们需要到其他图书馆进行传递，因此，收费标准由原文

提供单位规定，本馆不但不另收服务费，还对部分文献的传递给予一定的补贴。

自 2003 年起，图书馆对期刊类文献和 PQDD 外文学位论文的传递给予了较多的补

贴，图书馆补贴 60%，读者支付 40%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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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方传递到的文献，其收费标准不同，因此收取的费用也就相差较大。

一般情况下期刊文献每篇在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图书在二十多到五十多元左右。 

 

20. 在进行文献传递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答：在传递之前应该确认该文献自己确实无法获得，以减少您不必要的费用。

传递之前，最好查找以下几个地方：一是印刷本馆藏（可以通过书目查询），二

是馆藏电子资源（“数据库总览”内相应的数据库），三是用搜索引擎在网上搜索

有无免费全文。 

如果您只想传递费用较低的文献，可以先到 CASHL 中进行预检索（该系统发

布在“数据库总览”中），看该系统中有无收录，如果该系统有收录，则在发送

传递请求时注明。 

 

21. 有关图书馆电子资源使用的问题向谁咨询？ 

答：图书馆信息咨询部为解答读者有关资源利用问题而设置了多种咨询途径，

具体有： 

（1）您可以在图书馆主页上的“咨询台”中留言，我们会及时为您解答； 

（2）您可以通过 E-mail 的方式向我们提出问题（jss@suda.edu.cn），我们

会及时解答； 

（3）您还可以在周一至周五的正常上班时间内通过电话 0512-65156903 或

65112705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热情为您解答； 

（4）如果有些问题在 E-mail、网上咨询台或电话中说不清楚，欢迎您亲自

到我们的办公地点进行面询，我们的办公地点在本部图书馆二楼信息咨询部。 

 

22. 我不会使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怎么办？ 

答：如果您从来没有使过电子资源，并对电子资源的使用方法一无所知，欢

迎您到我们的办公地点，或打电话，我们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教会你最简单的使用

方法。 

如果您想系统地学习电子资源的检索方法，或提高检索技巧，您可以参加我

们举办的每周检索培训。图书馆信息咨询部每学期均会安排一系列有关检索方面

的培训讲座，具体日程安排发布在图书馆主页---服务项目（或服务指南）---

讲座培训中。 

如果您想了解某个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可以参考随数据库发布的使用帮助以

及 PPT 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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