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电子资源概览

2006年4月



主要内容
图书馆电子资源概述

各数据库简介

免费开放存取资源

电子资源访问方式

电子资源的使用方法

电子资源访问中的常见问题



一. 图书馆电子资源概述

目前图书馆购买的各类型的中、西文数据库共

有22个；还经常有若干个国际、国内著名数据

库在我校进行试用；另外，在网上免费信息资

源中还有国外内免费学术信息开放存取链接地

址16个；我馆自建数据库3个。这些电子资源对

教学与科研的文献保障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图书馆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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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1)IEL 数据库（全文） 4月27日

提供1988年以来(部分期刊已回溯至较早年

代)，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和英国电气

工程师学会（IEE）出版的各种文献的全文信息。它

与我校的专业最相适应，因此也是我校使用率最高

的电子资源之一。另外我馆还有该库的光盘版，以

备在网络不通时使用。读者可以到二层多媒体阅览

室检索光盘。

注意：该数据库有15个并发用户的限制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2) WSN 数据库（全文） 5月18日

WSN 数据库是由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出版的。

WSN数据库内含58种全文电子期刊，内容涵盖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材料、环境、计算机、

工程、经济、社会科学等领域。WSN全文数据库所

包含的大部分期刊已经被SCI和SSCI收录。所有电

子期刊的访问年限为2000－2002年。全文(pdf格

式)需用Acrobat浏览器浏览。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3）SIAM数据库（全文） 5月18日

美国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成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是一个以促进应用和计算数学的研究、发展、

应用为目的的协会。学会的个人会员，由来自世界

各国的应用和计算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

统计学家和数学教育者组成。SIAM 出版的期刊系

列涵盖整个应用和计算数学领域。我馆购买的SIAM 

现刊所提供的全部 13 种期刊，全文回溯到 1997 

年，文摘最早回溯到 1994 年。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4)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全文） 5月16日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中文期刊文献全文数据库。内容涵

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等各个学科领域。

收录了1994年以来中国出版发行的8100多种学术期刊

全文。我馆购买了CNKI期刊9个专辑中的6个专辑。

注意:①检索时需要用户名(k10054)和密码(bupt)。

②浏览全文应下载专用CAJ浏览器（目前很多文

献同时支持CAJ和PDF两种格式）。

③有50个并发用户。

④在网络不通时，可以到二层电子阅览室检索光

盘版数据。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5)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 5月16日

国内最大的综合性文献数据库，包含了1989
年以来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科学、
医药卫生、经济管理、教育科学和图书情报
等各学科8000余种期刊并以每年180万篇的
速度递增。我馆未购买社会科学部分。

注意：浏览全文应下载专用浏览器 “维普浏
览器”或Acrobat浏览器（现在绝大多数文献

都支持PDF格式）。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6)ACM 数据库（部分全文） 4月27日

收录了美国计算机协会的各种电子期刊、

会议录、快报等文献。该数据库中大多数内

容可看到全文(pdf格式需用Acrobat浏览器

浏览)，但有些文献只能看到文摘或题录；各

种文献的收录年代范围也不统一，有的收录

自创刊起直到当前的最新内容，有的只收录

了某几年的内容。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7)OCLC FirstSearch联机检索系统(部分全文)

包含70多个数据库的大型联机检索服务系

统，目前我馆购买了其中的13个基础数据库。其

中大多数是综合性数据库,学科范围涉及管理、教

育、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还包括国际会议论

文、网络资源、世界年鉴等。记录类型有全文的

也有文摘的。其中WilsonSelect是唯一一个全部

收录全文的数据库。 5月9日

注意：105 所院校共享 17 个并发用户。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8)万方数据资源系统（部分全文）

包括数字化期刊、会议论文、科技信息子

系统和商务信息子系统四个部分。其文献

信息类型丰富，尤以理工类文献为特色；

还提供很多实用生活方面的信息。其中数

字化期刊子系统收录了2500多种科技类期

刊的文献全文。

5月16日、5月23日、6月6日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9）国研网 5月25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简称“国研网”)的高

校专版，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著名

的大型经济类信息网。我馆购买了国研网高校专

版《国研报告》、《行业经济——信息产业》 、

《世经评论》、 《高校管理决策参考》四个专项

子数据库。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10)Infobank(中国资讯行 )  5月25日

中文商业信息数据库。内容包括：实时
财经新闻、权威机构的经贸报告、法律法
规、商业数据、动态信息及证券消息等。

(11)参考消息

收集了1957年以来报纸的全部内容，包
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文化、
教育、体育等诸多方面。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12)e线图情 5月6日

e线图情是面向图情界、图情理论界、图情教

学界、图情协会界以及图情企业界和个人提

供集数据库服务、深度研究、专业咨询于一

体的专业网站，囊括了数字图书馆领域中理

论、技术、产品、市场、协会等各个方面的

内容。它是图情界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不可

缺少的智囊。用户名：bupt 密码：bupt318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13) EI 数据库（文摘） 5月11日

著名的三大检索工具之一EI(《工程索引》)

的网络版。收录来自世界各国5100多种工程类期

刊、会议论文和技术报告 。

附注：三大检索工具是SCI（科学引文索引）、

EI、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论文是否能被三

大检索工具收录是衡量科研机构及个人学术水平

的重要指标。



二、各数据库简介：期刊、资料

（14） Dialog数据库 （文摘）

Dialog系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

商业联机信息检索系统。我馆购买了远程检

索的权限。

注意：

①请到图书馆1层检索厅咨询台办理手续。

②按帐单支付费用。



二、各数据库简介：图书

（15） Safari电子图书数据库 6月1日

Safari电子图书主要提供IT方面的电子图书，图书

来自世界上两大著名的IT出版商：O'Reilly & 

Associates, Inc. 和 The Pearson Technology 

Group。这两家出版社所出版的IT图书占据世界IT

出版业的半壁江山。Safari系统以每月大约60-90

本图书的速度递增，70% 以上是2000年或以后出版

的，22% 的书目列入了 Amazon书店前10,000种需

要的图书清单中。在大多数情况下，Safari系统中

看到图书的速度比其印刷版的出版速度要快。



二、各数据库简介：图书

(16)超星电子图书 6月1日

包括自然科学总论、电工电子与自动化技术、
计算机、数学、社会科学总论、经济管理、艺术、
法律、信息传播、语言文学等十余类共4万余册在
线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可以在线浏览、打印，并可下
载到本地机阅读。

注意：浏览时应下载专用“超星图书阅览器”并下
载“注册器”注册。



二、各数据库简介：图书

(17)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 6月1日

我校购买了“书生之家”电子图书数据库中的部分内

容，所购的图书类目包括自然科学、电工.电子.电

信与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数理科学、社会科学、

经济管理、文学艺术、法律等。

注意:①检索时需要 用户名 (bupt) 

密码 (bupt)

②浏览全文应下载专用“书生浏览器” 。

—



二、各数据库简介：学位论文

(18)PQDD 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5月30日

美国UMI公司出版的博硕士论文数据库。收

录了欧美1000余所大学的160多万篇学位论文，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和最广泛使用的学位论文数据

库。目前我馆购买了PQDD的B专辑(Sciences and 

Engineering，即科学和工程版)，学科覆盖数学、

物理、化学、农业、生物、商业、经济、工程等。

该数据库多数为文摘，但1997年以后的论文可以

看到前24页的原文。



二、各数据库简介：学位论文

(19)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5月30日

万方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我馆购买的内容

包涵数理科学、经济、电子技术、无线电

电子学、电信技术、自动化技术、计算机

技术等与本校主要学科相关大类的学位论

文。此外还有一些管理和社会科学方面的

论文。



(20)ITU 标准(全文)      6月6日

包括ITU-T和ITU-R两部分，收录了国际电联颁布的
全球范围内现行的和即将出版的有关电信技术、运
营、资费和服务等方面的2600多条标准的全文信息。

(21) 通信标准与质量信息网 （全文） 6月6日

是提供通信标准信息与通信产品信息的专业网站。
主要有国内标准、ITU标准、国际标准等。

用户名 ： q-bjyd5222 密码： bupt

注意：若要全文请带申请到图书馆一层检索厅咨询
台办理手续。

二、各数据库简介：标准



二、各数据库简介：会议

(22)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5月23日

著名的三大检索工具之一。收录了世界上各种

重要的会议文献，包括国际上著名的学会会议、一

流的公司会议以及重要的科学杂志等所举办的会议。

学科范围包括生命科学、临床医学、物理学、化学、

工程技术、应用科学、生物学、环境与能源科学等。

注意：2004年以前的数据在图书馆多媒体阅览室通

过光盘检索；2004年以后的数据通过图书馆主页检

索。



三、免费开放存取资源（16个链接）

开放存取（Open Access简称OA）是在网络环境下

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重要学术交流模式，是国际学

术界、出版界、图书情报界为打破商业出版者对学

术信息的垄断和暴利经营，通过Internet免费或低

价地、自由利用科研成果的新兴运动。开放存取使

研究者不仅可以更快更廉价的拥有更多的学术信

息，也可以利用OA，发表自己的见解，与世界各地

的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交流，促进学术上的共同进

步。



期刊介绍

期刊链接地址



试用数据库（15个）



四、电子资源访问方式

登录图书馆主页

（http://www.lib.bupt.edu.cn），

进入后，主页默认 “电子资源”栏目。



鼠标放在电子资源平移即如下显示：
先看介绍

再进数据库

用户名密码



五、电子资源的使用方法

通过相应电子资源后的“介绍”项，可以了解每个数

据库概况、用户名、密码和使用方法。

光标放在所购买的数据库的“进入”项上，会显示用

户名和密码。

如：

光标放在试用数据库的“进入”项上，会显示试用时

间。如：



六、电子资源访问中的常见问题
(1)电子资源的使用是用IP控制的，因此

不要用代理服务器

只能在校园网范围内使用

(2)如下载文章出现打不开的情况，原因可能如下：

没有安装专业浏览器

浏览器又有新的版本
解决办法：安装专业浏览器或卸载后，重启电脑再安装。

(3)并发用户数：是指允许同时访问的最大用户数量。如：
有15个并发用户，当第16位用户登陆页面便会出现最大
用户数已满的提示或出现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页面
（如：CNKI、IEL、OCLC）

解决办法：稍等一会儿再登录。



六、电子资源访问中的常见问题

(4)合理使用：为了保护电子资源的知识产权，维护北邮

的声誉，也为了保证全校合法用户的正当权益，在使用

电子资源时应注意

不得使用网络下载工具批量下载图书馆购买的电子资源

不得连续、批量地进行下载、浏览全文数据库等操作

（由于各数据库商对“滥用”的界定并不一致，因此图书

馆无法制订统一标准。一般数据库商认为，如果超出正

常阅读速度下载或浏览文献就视为滥用，通常正常阅读

一篇文献的速度至少需要几分钟。）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