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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庆大学图书馆概况

1 重庆大学图书馆概况

1.1  基本概况 

重庆大学图书馆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创办于 1930 年，

历史悠久，馆藏丰富，管理与服务并重。图书馆秉承重庆大学“研究学术、

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学宗旨，提出“文献支撑、文化育人”

的办馆宗旨，倡导“资源、管理、服务”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建设思路，

坚持“服务第一、读者至上”的工作理念，努力将重庆大学图书馆建设成

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现有理工图书馆（总馆）、建筑图书馆、虎溪图书馆、

人文社科图书馆、理学分馆、历史文献中心等 6 个专业分馆，以及博雅学

院分馆、马克思主义理论分馆、新闻分馆等 3 个学院分馆和虎溪校区学生

宿舍的松园（聼松斋）、竹园（拢翠斋）、黄葛（蕉林斋）等 3 个舍区书屋。

馆舍总面积达 64876 平方米，阅览座位 5727 个。图书馆具有完善的网络设

施，并通过万兆骨干网与校园网相联，全馆实现无线网覆盖。馆内拥有 39

台服务器（包括虚拟机和物理主机），以及 450TB 的存储空间。图书馆实

体馆藏为 478.95 万册，具有很强的资源保障能力，数字图书馆全天候为读

者提供服务。重庆大学图书馆积极参与国家、省市级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是教育部文献保障体系 CALIS 省级服务中心、重庆市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心、重庆市科技文献资源共享平台资源分中心、重庆市大学联盟资源平台

共建单位、国家科技文献中心 NSTL 用户单位。

图书馆拥有馆员112名，下设综合办公室、学科服务办公室、资源建设部、

网络服务部、情报服务部、特藏部、理工图书馆、建筑图书馆、虎溪图书

馆等 9 个部门，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文献信息服务。

图书馆总馆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 174 号，邮编：400044。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CHONGQING UNIVERSITY
LIBRARY GUIDE 2

1.2  历史沿革

⊙ 1930 年 10 月	 重庆大学图书馆正式成立。

⊙ 1932 年	 成立重庆大学图书委员会。

⊙ 1933 年	 从菜园坝杨家花园迁往沙坪坝校区（现博雅学院楼）。

⊙ 1935 年	 馆藏已达 32914 册，统一使用图书馆分类法编纂“目

																																		录索引”，制订《重庆大学图书馆规程》和《重庆大学

																																		图书馆借阅书籍规约》等章则。

⊙ 1948 年	 开始建设新图书馆，藏书规模十万册，容纳四百多名

																																学生；为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出借松林坡图书馆旧址。

⊙ 1951 年	 迁入新图书馆。

⊙ 1952 年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现B区建筑图书馆）成立。

⊙ 1957 年	 重庆大学图书馆被确定为四川省的中心图书馆之一。

⊙ 1978 年	 重庆大学图书馆（现理工馆东楼）正式投入使用；重

																															庆建筑学院图书馆新馆（现 B 区建筑图书馆）正式投

																																			入使用；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现历史文献

																															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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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 年	 教育部在全国成立 9 个外国教材中心，重庆大学图

																																书馆成为机械学科外国教材中心。

⊙ 1987 年	 重庆大学图书馆设立国际联机检索终端。

⊙ 1989 年	 成为设立科技查新站的全国首批高校图书馆。

⊙ 1992 年 4 月	 成立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 1993 年	 自主研发了“图腾计算机集成管理系统”，并开始

																																	引进 EI 等数据库光盘。

⊙ 1995 年	 重庆大学图书馆逸夫楼投入使用。

⊙ 1999 年	 启动重庆大学“211 工程”文献保障体系建设项目，

																																	并成为教育部全国高校文献保障体系（CALIS）项目

																																	建设成员馆。

⊙ 2000 年 5 月	 重庆大学、重庆建筑大学、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

																																	三校合并后，组成新的重庆大学图书馆。	

⊙ 2001 年 4 月	 正式启动数字图书馆建设，数字文献资源逐年增加。

⊙ 2002 年 10 月	 创办民主湖论坛。

⊙ 2003 年	 成为首批教育部科技查新站，与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联合成功申报情报学硕士点，成为CALIS省级中心。

⊙ 2007 年 10 月	 自主研发的第二代图书馆管理系统 ADlib2 上线。

⊙ 2010 年	6 月	 重庆大学虎溪图书馆正式开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CHONGQING UNIVERSITY
LIBRARY GUIDE 4

⊙ 2014 年	 启动智慧图书馆建设，	文艺复古风格的理工图书馆

																																东楼顺利完成装修，并正式面向读者开放。

⊙ 2015 年 9 月	 理学分馆正式开馆。

⊙ 2016 年	 重庆大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门户正式启用，重庆大学

																																	的第一个舍区书屋——松园书屋（聼松斋）在虎溪

																																校区试运行开馆。

⊙ 2018 年 6 月	 虎溪竹园书屋（拢翠斋）和黄葛书屋（蕉林斋）相继

																																	开馆。

⊙ 2018 年 7 月	 重庆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服务中心

																																	挂靠图书馆，这是重庆市成立的首家高校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

1.3  读者与馆员

重庆大学图书馆秉承“服务教学、服务科研、服务校友、服务社会”

的服务理念，坚持为读者提供终身服务，面向校友和社会读者实现终身开放。

目前图书馆拥有在校读者 6.79 万名、校友用户 1.58 万名。

图书馆的读者类型包括 6 种类型，“校内读者 A”直接使用学校发放的

校园一卡通作为读者证件，其他类型的读者须办理“重庆大学图书馆借阅

卡”。读者类型及借阅权限详情见表 2（见 P11）。

图书馆拥有 112 名馆员，其中具有博硕士学位的馆员有 30 名，副高及

以上职称的馆员有19名，全体馆员秉承“文献支撑、文化育人”的办馆宗旨，

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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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馆藏资源与特色

截至 2018	年 12 月，图书馆实体馆藏资源 478.95 万册，其中古籍 ( 民

国前 )2.72 万册，民国文献 1.69 万册，中文图书 351.09 万册，外文图书

53.22 万册，报刊合订本 47 万册。建筑、经管、机械、电气、环境、冶金、

信息等学科领域文献馆藏丰富。图书馆拥有教育部机械学科外国教材中心，

人文社科图书馆在专项经费支持下日渐丰富，建筑图书馆是中国为数不多

的专业建筑图书馆之一。

数字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的重要馆藏，近年来图书馆每年用于购置数字

资源的经费超过 2000 万，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数字文献中心之一。数字

馆藏累计1122.4万册，其中中文数字报刊5.76万种，外文数字报刊3.45万种，

中文数字图书 271.32 万册，外文数字图书 111.32 万册，博硕士论文 730.55

万篇；自建数据库 41 万多条，各种收藏品 4233 件。

1.4.1  特藏文献

重庆大学图书馆是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藏有古籍及民国文献，

分藏于图书馆珍藏室（位于 A 区理工图书馆东楼四楼）及虎溪人文社科图

书馆特藏室（位于虎溪图书馆四楼）。

珍藏室收藏古籍线装书901种11998册；1911年后影印线装书一万余册，

其中包括上海同文书局影印和涵芬楼影印的《二十四史》，商务印书馆影印

的《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藏有名人画卷 1 幅，碑帖 6 册；民国图书

8738 种，合计 9515 册；民国期刊 2420 种，合计 8778 期；民国报纸 61 种，

合计 5000 余期。是民国报纸《大公报》收藏最齐全的单位之一。另收藏有

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大型综合杂志——《东方杂志》，民国时期 213 所大学

和中学的校刊。民国文献中抗战文献是图书馆收藏的特色，共有抗战时期图

书223册；抗战报纸45种，合计1200余期；抗战期刊109种，合计800余期。

建国后复制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与《传世藏书》收藏于虎溪人文

社科图书馆特藏室。

1.4.2  收藏品   

图书馆拥有部分收藏品，包括字画、拓片、手稿、工艺品、老式打字机，

老式电话机以及反映重庆大学、重庆大学图书馆重要历史事件的物品。

1.4.3  重大文库

重大文库旨在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编辑、保存、展示、出版、传

播重庆大学自建校以来的一切学术成果，现位于重庆大学 A 校区图书馆逸

夫楼一楼正厅。目前文库入藏图书逾 3000 册（含马寅初、何鲁、陈豹隐、

艾芜、吴冠中等大家作品），博士及博士后论文 5778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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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庆大学图书馆门户 

重庆大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门户网站，是图书馆独具特色的大数据服

务中心。网站提供学术资源一站式统一检索和资源发现功能，统一登录和

认证，通过加强语义网和大数据等基础技术研究，准确挖掘师生的需求，

实现资源整合，精准地为师生教学和科研提供个性化资源服务。

2.1  文献搜索与导航 

文献搜索与导航服务主要包括公共目录检索（OPAC）、数据库导航、

随书光盘、知识发现和学院数字图书馆等服务。

服务部门：网络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11402。

（1）公共目录检索

OPAC，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 的缩写，即联机公共查询目录。

读者可根据题名、著者、索书号和主题词等途径检索图书馆的资源。

使用图书馆门户的弘深搜索，导卡中选择‘纸本馆藏’可以检索本馆

纸本馆藏文献。链接：http://lib.cqu.edu.cn/

（2）数据库导航

为读者提供数据库导航，包含数字图书、数字期刊、学位论文、特色馆藏、

权威检索工具等，是读者利用图书馆数字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窗口。链接：

http://lib.cqu.edu.cn/databaseguide

（3）随书光盘

为读者提供随书光盘服务，读者通过随书光盘资源管理系统网络获取

图书的随书光盘资料。链接：http://www.bj.cxstar.cn/bookcd/index/index.do

（4）知识发现服务

为读者提供学术资源一站式统一检索和资源发现功能。知识发现是从

数据集中识别出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理解的信息过程。

本馆提供知识发现服务包括弘深搜索、超星中文发现系统（http://ss.zhizhen.

com/）、SUMMON 外文发现系统（http://cqu.summon.serialssolutions.com/）、

CALIS 的 E 读（http://www.cq.calis.edu.cn:8090/）、 百 链 云 图 书 馆（http://

www.blyun.com/）等。



（5）学院数字图书馆

	“学院数字图书馆”可为读者提供各学院师生常用数字资源列表，可

查看学院下载数字资源总量、期刊及数据库推荐、本院必读、本院最新成

果及本院读者借阅排行等信息，也可联系学院专属学科馆员，提供专业的

学科服务，数字资源讲座培训，反馈诉求和疑问等。

2.2  读者门户

读者门户主要包括公共主页、我的书斋、个人资源库、文献资源荐购

和移动图书馆门户。

服务部门：网络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02608，023-65111402

（1）公共主页

图书馆门户网站提供读者馆藏资源服务、数字资源服务、图书馆概况、

公告通知、新书通报、我的书斋、重要机构等功能，是读者利用图书馆文

献信息资源的重要平台。

图书馆的门户网站：http://lib.cqu.edu.cn。

（2）我的书斋

“我的书斋”是读者在图书馆的个性化知识社区，提供我的图书馆、

书评中心、藏书架、CALIS 服务、相册、微博等功能。打开图书馆主页

http://lib.cqu.edu.cn，进入“我的书斋”。“我的书斋”登录可以在图书馆

主页上完成，默认用户名、密码均为学 / 工号。

（3）个人资源库

个人资源库是读者科研资源管理平台，包括阅读记录、文献订阅、收

藏书架、检索档案、文献评论、课程文献中心、科研专题资源库、馆员推

荐和学位论文查重等服务功能。

（4）文献资源荐购

文献资源荐购是图书馆为充分征集用户的文献需求，提高文献收藏质

量而推出的服务。读者可以就纸本图书、期刊、电子资源等文献资源提出

需求，图书馆根据读者的荐购意见，及时补充馆藏。

服务部门：资源建设部，联系电话：023-65104111		

（5）移动图书馆门户

移动图书馆是指移动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智能手机、IPAD 等）设备访

问和阅读图书馆资源，以及业务查询的一种服务方式，满足读者随时随地

7                                                                                                                       2  重庆大学图书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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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需求。提供馆藏OPAC查询、移动阅读、电子书阅读、数字资源检索、

个人图书馆、电子文献传递、信息订阅等服务。

（6）微信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 2014 年 3 月推出微信图书馆，公众号为“重庆大学图

书馆”，读者使用微信关注“重庆大学图书馆”后即可检索图书馆的馆藏

资源和数字资源，使用个人书斋服务，以及查询最新通知和公告，还可以

享受借阅到期提醒、悦读账单和云阅读（博看网畅销期刊数据库、维普期

刊库和中文在线“书香重大”电子图书）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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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体文献获取

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藏实体文献478.94万册，分藏于理工图书馆（总馆）、

建筑图书馆、虎溪图书馆及各学院图书馆与舍区书屋。理工图书馆重点收

藏机械、电气、计算机、动力、冶金、环境、生物、管理工程，以及社会

科学等门类的书刊；建筑图书馆重点收藏建筑学科书刊；虎溪图书馆重点

收藏人文社科、基础学科、计算机类书刊。

  3.1  开闭馆时间

表 1 重庆大学图书馆各分馆 / 书屋开放时间表

校区 分馆 / 特色阅览室 重点收藏文献
星期一至
星期五

星期六至
星期天

A 区

理工图书馆（总馆） 工学、经管、人文 08:00-22:00 09:00-22:00

外文图书阅览室
（逸夫楼 4 楼）

外文原版 \ 引进版图书

08:30-12:00		
14:30-18:00

不开放珍藏室（东楼 4 楼） 古籍、民国报刊

重大文库（逸夫楼 1 楼）
与重庆大学有关的

文献和藏品

B 区 建筑图书馆 土木、建筑、环境 08:00-22:00 09:00-22:00

虎溪

虎溪图书馆 人文、理学、工学 08:00-22:00 09:00-22:00

理学分馆（理科楼负1楼） 理学、生物、化工

09:00-22:00 09:00-22:00
拢翠斋（竹园书屋） 人文社科

聼松斋（松园书屋） 人文社科

蕉林斋（黄葛书屋） 人文社科

人文社科图书馆
特藏室（虎溪馆 4 楼）

文科经典文献 08:30-18:00 09:00-18:00

注意：
1. 国家法定节假日当天闭馆。
2. 星期四下午闭馆（考试月除外），当天开放时间为 08:00-12:00；18:00-22:00。聼松斋（松
   园书屋）正常开放。
3. 寒假、暑假开放时间请及时关注图书馆主页或微信公众号。
4. 因不可控因素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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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入馆须知

（1）读者凭本人“重庆大学校园一卡通”、“重庆大学图书馆校友卡”、

“重庆大学图书馆借阅卡”刷卡入馆；或通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登记个人

信息后扫描二维码入馆；或凭本人有效证件或单位介绍信登记后入馆。	

（2）馆内严禁吸烟及用火。

（3）衣冠不整，谢绝入馆。

（4）馆内须保持安静，电话接听请远离阅览区域。	

（5）馆内禁止饮食，保持阅览室内清洁卫生。

（6）自觉维护馆内秩序，禁止占座。

（7）爱护馆内设施设备，损坏须赔偿。

（8）妥善保管个人财物，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3.3  证件办理

证件办理包括读者证件的办理、激活、挂失、补办与注销等。读者证

件是读者进入图书馆，享受图书馆服务的唯一凭证。所有读者进入重庆大

学图书馆，必须使用证件通过门禁系统检测后方可进入图书馆。图书馆的

读者类型包括 6 种类型（详见表 2），校内读者 A 指计划内全日制学生、

在编教职工，直接使用学校发放的校园一卡通作为读者证件，其他读者（校

内读者 B、社会读者、校友读者、机构读者、毕业生）须办理“重庆大学

图书馆借阅卡”或“重庆大学图书馆校友卡”。	

办理地点：各校区图书馆服务台。

联系电话：023-65102615（A 区理工图书馆）

																				023-65111402（A区理工图书馆网络服务部，仅针对校友读者）

																				023-65126171（B 区建筑图书馆）

																				023-65678001（虎溪图书馆）

3.4  文献借阅

文献借阅包括纸质文献阅览、外借、归还、预约与续借、批量外借、

自助借还、通借通还、特藏阅览等。

联系电话：023-65102604（理工图书馆）

																			023-65126171（建筑图书馆）

																					023-65678001（虎溪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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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实体文献阅览、外借、归还、预约与续借

（1）文献阅览：读者凭有效证件进入阅览室进行书刊查阅。其中，重

大文库、珍藏室、虎溪人文社科图书馆特藏室属于特色阅览室。

逸夫楼一楼重大文库，联系电话：023-65102607

理工图书馆东楼四楼珍藏室，联系电话：023-65112374	

人文社科图书馆（虎溪图书馆四楼）特藏室，联系电话：023-65678125

（2）文献外借：图书馆允许读者通过办理必要的手续后将馆藏文献携

出馆外，在规定的期限内享受自由使用的权利并承担保管义务的服务方式。

①	文献借阅流程

②	获取实体文献技巧

索书号构成：索书号是查找馆藏图书的重要依据，目前重庆大学图书

馆主要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进行图书分类，分

类号是索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索书号构成：中图分类号 + 出版年 + 序号，

《中图法》索书号的构成如图 2 所示。

图 1 实体文献借阅流程图

输入检索词（可根
据 标 题、 作 者、
出版社、主题词、
ISBN等进行查询）

进入数字图书馆主页
http:	//1ib.	cqu.	edu.cn

选择检索框顶部的
“纸本馆藏”

到图书馆服务台或
自助借还机借阅

根据摘要进一步判
断并记录馆藏地、
索书号（文献状态
为“在馆”才可借阅）

到文献馆藏地根据
索书号查找图书

根据检索列表点击
选中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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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图书排列方式：图书排架的 16 字原则：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

A 到 Z、从 0 到 9，按照这个顺序，在书库里找书就简单便捷多了。

（3）文献归还：读者借阅的图书可在各分馆归还。自助借还机或还书

服务台均可办理。读者所借图书不应超过外借期限。如发现有涂画、破损、

缺页等情况应按规定赔偿。

（4）图书预约：读者对已被借出的图书进行预约的一种流通服务。为

了使读者更加便捷、有效利用馆藏图书，可网上预约。

（5）文献续借：读者可以登录“我的书斋”办理网上续借，或者到各

分馆服务台办理续借，续期与借期相同。如果读者要续借的图书已被其他

读者预约，则该书不能办理续借。

3.4.2  短信、Email 与站内信

短信、Email 与站内信是重庆大学图书馆为方便广大读者而开通的便捷

信息推送服务，具体服务内容包含预约到书提醒、图书催还提醒、通借到

书提醒等。

3.4.3  批量外借、自助借还、通借通还与馆外流通

批量外借：又称集体外借，是指为满足校内外单位用户的教学、科研

和生产方面的文献需求，由单位派专人持介绍信代表集体向图书馆提出外

借申请，经图书馆办理必要的手续后借出批量文献供集体成员共同使用，

集体在规定的期限内享受自由使用的权利并承担保管义务的服务方式。

自助借还：读者利用重庆大学图书馆提供的自助借还设备进行自助借

阅和归还的服务。

通借通还：重庆大学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跨校区图书借阅服务。虎溪

图 2   《中图法》索书号的构成

TH13：《中图法》学科分类号

2012：			出版年

65:								2012 年该类书入藏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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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分别与理工图书馆、建筑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之间进行的跨校区

借阅。理工图书馆、建筑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之间不允许通借通还。读

者可以在数字图书馆主页书目检索中使用该功能。

馆外流通：读者之间转借图书的服务，实现已外借图书在读者之间的

流通。读者通过OPAC系统查询到图书，点击查看图书的详细信息，点击“申

请转借”按钮即可发起转借申请。系统自动发送短信至图书持有读者，如

果该读者同意转借，即可完成后续的线下转借图书、在线确认借阅等步骤。

技术支持部门：网络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02608

3.5  图书超期、损坏或遗失处理

3.5.1  图书超期的处理

图书到期前若遇法定节假日，自动顺延借期到节假日后 1 天；寒、暑

假期间到期的图书，自动顺延到开学后一周内归还。

为保证绝大多数读者的权益，读者必须按规定时间归还所借图书。读

者借书超出约定的借书期限，需缴纳超期违约金，超期图书按照 0.1 元 / 天

支付超期违约金。超期违约金可累积，累积金额不超过 10 元，系统在 6 月

15 日自动清零。若累计超过 10 元，系统将自动冻结读者借阅权限，读者需

到各分馆指定地点（A区：理工图书馆服务台；B区：建筑图书馆一楼服务台；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一楼服务台）交纳超期违约金后，方可解冻权限。

因特殊情况超期的读者，可申请减免超期违约金，须填写《超期违约

金减免申请书》。

3.5.2  图书损坏的处理

读者在借阅图书时，请注意当面检查，如发现污损等情况，应及时报

告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厘清责任。归还图书时如有损毁，将按下列规定赔偿：

在书刊上批点、演算、涂改、影描、剪裁、撕割造成书刊不同程度损毁时，

视其程度轻重予以赔偿。不影响内容完整者，按原图书定价的 30% 赔偿；

须经加工整修方能继续流通者，除按原书刊定价的 100% 赔偿外，平装本

收加工费 10 元，精装本收加工费 20 元；严重损毁时，按遗失赔偿。

3.5.3  图书遗失的处理
读者所借书刊，必须注意爱护，妥善保管，如所借书刊遗失，应以原

书相同的版本，或经图书馆同意的新版本赔偿，并收取加工费。若不能赔

偿同等版本图书时，按下列规定，折付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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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本原版外文、港台书刊：按原书定价的 3-10 倍赔偿。

有复本的原版外文、港台书刊：按原书定价的 3-5 倍赔偿。

规定不外借的图书：按原书定价的 5-10 倍赔偿。

国内出版发行的影印本、参考价值一般而添购困难的图书，按原书定

价的 3-5 倍赔偿。

线装书、善本书：应按文物市场估价赔偿。

一般图书根据其复本和流通情况，按原书价的 2-5 倍赔偿。

成套图书：按原书定价的 5-10 倍赔偿，原书以整套定价时，遗失或损

毁一册或数册者，按平均每册价格的 5-10 倍赔偿。

单本期刊：按全年各期价格之和赔偿。

合订本期刊：按其价格的 3-5 倍赔偿，平装本收装订费 10 元，精装本

收装订费 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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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文献获取

图书馆提供丰富的数字文献，数字馆藏累计 1122.4 万册，其中中文数

字报刊 5.76 万种，外文数字报刊 3.45 万种，中文数字图书 271.32 万册，外

文数字图书 111.32 万册，博硕士论文 730.55 万篇，自建数据库 41 万多条。

服务部门：网络服务部（电话：023-65111402）。

最新数据库信息请关注数字图书馆主页。

欢迎你通过学科馆员（联系方式见 7.3）向图书馆推荐购买各类文献数

据库。

特别提醒：为了保证我校读者正常使用数字文献的权益，维护重庆大

学的声誉，请读者务必重视和遵守电子资源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

·不得使用网络下载工具批量下载数字文献；

·不得连续、系统、集中地下载数字文献；

·不允许利用获得的文献进行非法牟利。

4.1  查找数字文献流程

图 3 查找数字文献流程图

页面左侧可根据
资源类型、学科、
语种、名称等选
择查询

进入数字图书馆主页
http:	//1ib.	cqu.	edu.cn

选择检索框顶部的
“数据库导航”

查询数字资源

点击选中资源名称进入所选数字资源
平台

页面右侧显示命中
的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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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字文献使用技巧

4.2.1  四种常用数据库的作用及使用场景

图书馆数字文献类型繁多，最常用到的有以下四类，其作用及使用场

景如下：

4.2.2  数字资源一键检索系统（强烈推荐）

（1）弘深搜索

“弘深搜索”整合了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藏纸质和数字文献，精确到“篇

级”单位，文献类型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标准、专利、多

媒体资源等，几乎囊括了本馆的所有国内外文献，旨在为读者提供方便、

快捷、个性化的一站式资源检索和获取服务。读者可在数字图书馆主页

（http://lib.cqu.edu.cn/）利用“弘深搜索”一键检索图书馆的资源。

表 3   常用数据库类型

											类型			
比较
内容

全文资源 文摘索引资源 文献工具 		发现系统

作用
可以获取文献的
全文信息

可以获取文献的摘
要、引用信息

可以管理下载、
保存的文献

可以快速定位，
获取文献

使用场景
需要查阅文献全
文，引用文章具
体内容时

需要查询某篇文献
被哪些论文引用，
某期刊被其他论文
的引用，某作者被
其他论文的引用时

写论文、项目申
报书时，查找、
组织和格式化参
考数据，是数据
库使用过程中的
重要助手

不清楚文章在哪
一个数据库里或
者不想分别进入
各数据库查询时

数据库列举

京东阅读、
CNKI、维普、
万方、Elsevier、
SpringerLink、
IEEE、PQDT、
SAGE、Gale 等

ISI	web	of	science、
Ei、Scopus
CSSCD、CSSCI 等

NoteExpress、
Endnote

弘深搜索
Summon 发现系
统

如果在图书馆没有查询到所需文献，有两个办法可以帮助获取：（1）使用

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通过图书馆主页的文献传递系统获取全文。图书馆每

年会发放专门用于文献传递的代金券，适用于电子和纸质文献传递。（咨询电话：

023-65102608）。（2）根据文献提供的作者 E-mail 向作者索取。

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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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文资源发现系统

外文资源发现系统以 Summon 发现服务为基础，Summon 是基于美国

ProQuest 公司研发海量元数据仓储的新一代学术资源发现与获取系统，致

力于为读者提供更便捷的 " 一站式 " 检索，轻松搜索图书馆所有学术资源。

链接网址：http://cqu.summon.serialssolutions.com/	

4.3  各学部数字文献列表（见附录 1）

4.4  主要数字文献列表（见附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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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书馆其他服务

重庆大学图书馆除了提供纸本文献和数字文献资源服务外，还提供丰

富多样的其他服务。数字图书馆主页（http://lib.cqu.edu.cn）“服务系统”

集合了图书馆所有服务内容（如图 4 所示），点击服务名称即可查看所有

服务的详细流程和规范。

5.1  读者培训

图书馆为全校师生推出读者信息素养讲座，旨在提升读者的信息素养，

主要包括新生培训（本科生、研究生）、图书馆日常讲座、科技文献检索

与利用选修课、数据库专题讲座等。可以学部、学院、学科团队、班级等

名义预约讲座。

服务部门：

学科服务办公室，联系电话：023-65106080

理工图书馆，联系电话：023-65102606

建筑图书馆，联系电话：023-65126172

虎溪图书馆，联系电话：023-65678061

图 4 数字图书馆主页“服务导航”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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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学与科研支持

教学与科研支持服务包括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科技查新、查收查引、

学科分析报告、课程中心、创新发现中心、研讨室、外国教材服务、学位

论文提交、自助复印和设备外借等服务。

（1）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主要包括专利文献咨询、专利信息检索指导、专利

知识培训、专利分析、专利查新等服务。

专利文献咨询：为用户提供专利文献知识、专利文献检索和专利文献

分析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专利信息检索指导：用户在检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例如检索系统使用、

检索策略和检索词确定等，中心能够提供指导和帮助。

专利知识培训：信息服务中心每学期均会组织开展专利申请、专利保护、

专利挖掘、专利布局、专利分析、专利数据库使用等方面的培训讲座。

专利分析：信息服务中心能够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专利态势分析、竞争

者情报分析、核心专利挖掘、专利预警分析、专利布局分析等分析服务。

专利查新：信息服务中心能够提供科技查新—专利查新服务。查新范

围参照科技查新的范围：科研立项；申报科技成果奖励；成果的鉴定、评估、

验收、转化；技术咨询：指技术引进、技术转让、新产品开发、专题调研等。

服务部门：重庆大学国家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联系电话：

023-65113001

（2）科技查新

科技查新是国家科技部为避免科研课题重复立项和客观正确地判别科

研成果的新颖性而设立的一项工作，由具有科技查新资质的查新机构承担

完成。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术内容，

按照科技查新规范操作，有偿提供科技查新服务。

重庆大学图书馆“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 (L02)”（地点：A 区图书馆

逸夫楼一楼）是目前教育部授权批准的直属的、具有部委级查新职能的认

证机构，面向重庆市以及邻近省份的高校、政府机构、工矿企业、科研院

所开展科技查新与咨询服务。科技查新流程：登陆图书馆主页——点击科

技查新或直接登陆查新系统 http://202.202.12.30/	，按照查新界面提示提交查

新需求。	

服务部门：情报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0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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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收查引

查收查引是图书馆依托本馆丰富的馆藏和网络资源优势 ,	由专业信息咨

询人员根据用户提出的具体要求，为用户提供检索结果的一项服务。其服

务内容主要包括：论文收录检索、论文被引情况检索、学术机构发表文献

检索等。

服务部门：情报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06364

（4）学科分析报告

学科分析报告是图书馆面向学科推出的深层次服务，采用多种文献计

量学方法分析某一学科的发展现状、本校现状、未来热点等，为学校的学

科建设与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重要参考。

服务部门：情报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06080

（5）课程中心

课程中心是图书馆联合教务处、研究生院为提升学生学习效率而推出

的网络课程辅导服务。课程中心根据教务处提供的课程目录，为每门课程

提供 2-5 本教材教参的全文资源，学生不仅可以查看到每门课程的教材及

参考书，同时可以通过网络直接阅读教材教参的电子图书全文。

服务部门：网络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02608	

（6）创新发现中心

创新发现中心是图书馆为满足师生科研需求构建的学术共享空间，致

力于在大学生人才培养和学部科研创新发展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创新

发现中心围绕学部制下的科研创新和人才培养需求，通过集成丰富的文献

资源、专业馆员和现代化的软硬件设施，构建一站式的知识服务体系，为

研究人员提供专业文献信息服务，创造多样性的科研环境，促进用户的交流、

互动、协作和共享，达到学科发现与创新的目的。创新发现中心打造集文

献资源中心、交流讨论中心、创新研究中心于一体的开放型的发现与创新

中心，更好地支持 E-Science 和 E-Research，用户不仅可以在这里找到需要

的专业资料，更可以方便地与科研团队、学科馆员开展讨论，开展创新研究。

创新发现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环境服务（WIFI服务、多媒体视听服务）、

软硬件服务（软件资源、硬件资源使用）、文献资源服务（数字教参、学

术文献资源）、研究空间服务（研修间、讨论区、会议室）、科研培训服

务（科研入门培训、科研素质培训）、科研协助服务（科研工具、研究咨询）、

学科服务（科技查新、学科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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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部门：理工图书馆，联系电话：023-65102615，

（7）研讨室

研讨室是图书馆为科研团队提供的免费空间服务。研讨室作为学术研

讨场所，团队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利用研讨室开展课题研究和课题讨论等。

申请流程：申请人到前台领取申请表→填写后导师或辅导员签字（学

院盖章）→交回图书馆服务台→申请人在图书馆网站 - 我的书斋 - 研修室

申请中进行网上申请→图书馆审核后通知团队入驻。

办理地点：

理工馆逸夫楼服务台	 咨询电话：023-65102615

建筑图书馆一楼 105 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5120913

虎溪图书馆服务大厅	 联系电话：023-65678001

（8）设备外借

图书馆提供笔记本电脑、电纸书和学习本等设备外借。

笔记本电脑外借：图书馆面向在校读者推出的硬件免费借阅服务，为

广大师生读者使用数字图书馆、举行校内重要活动、研究小组学习讨论等

提供方便，提供一定周期的笔记本电脑借阅服务，借期结束后及时归还到

图书馆。

理工图书馆：网络服务部办公室（逸夫楼二楼 W201，电话：023-

65111402）

虎溪图书馆：虎溪图书馆服务大厅（电话：023-65678001）

电纸书外借：图书馆面向在校读者推出的移动阅读服务，方便师生随时、

随地开展阅读，提供一定周期的电纸书借阅服务，借期结束后及时归还到

图书馆。

理工图书馆：京东阅读本，服务地址：逸夫楼服务大厅（电话：023-

65102615）；kindle 阅读本，东楼一楼博雅书院。

建筑图书馆：京东阅读本，服务地址：一楼服务大厅（电话：023-

65126171）

虎溪图书馆：京东阅读本和kindle阅读本，服务地址：一楼服务大厅（电

话：023-65678001）

学习本外借：图书馆结合海量数字资源打造的一款智能移动终端产品。

学习本外借是为满足读者随时随地阅读和学习需求，面向在校读者推出的

硬件借阅服务。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一定周期的学习本免费外借服务，借期

结束后及时归还。学习本的主要功能有：观看学术视频、阅读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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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图书馆、无线上网等。

理工图书馆：东楼一楼博雅书院

（9）外国教材服务

外国教材服务是重庆大学图书馆为师生提供高质量的权威外国教材的

一项服务，主要目的是推动双语教学、方便师生获取优秀外国教材、为研

究提供参考等。外国教材服务主要提供外国教材检索、外国教材借还、外

国教材阅览、外国教材文献传递、外国教材推荐购买等服务。

服务部门：理工图书馆，联系电话：023-65102615

（10）学位论文提交

学位论文提交是图书馆为了建设重庆大学博硕论文数据库推出的一项

服务，方便师生查询本校毕业生学位论文，集中展示学校研究生的论文成果。

服务部门：

资源建设部，联系电话：023-65102614（论文提交与审核）

网络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02608（系统技术支持）

（11）自助复印

读者可通过重庆大学图书馆提供的自助复印设备完成复印工作，真正

实现复印无人化管理。

服务部门：理工图书馆创新发现中心、建筑图书馆一楼阅览室、虎溪

馆服务大厅。

5.3  文化育人服务

文化育人服务主要包括逸夫楼人文素质讲座、民主湖论坛、图书馆学

生管理委员会、图书馆志愿者、“书香重大”书友会、文化书刊和文化活

动与展览、重大记忆等服务。			

服务部门：文化育人中心，联系电话：023-65112020

（1）逸夫楼人文素质讲座

为了繁荣校园文化生活，传承和弘扬大学文化，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

个人修养，图书馆在学校领导和学校教务处的大力支持下，自 1998 年 9 月

开设“逸夫楼人文素质讲座”。邀请来自各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为读者作

精彩讲座，也欢迎其他高校的大学生前来倾听。讲座内容包括人才培养、

社会人生、文艺百科等众多热点问题，既可以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开拓

视野，又能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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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主湖论坛

民主湖论坛是重庆大学的官方论坛，创办于	2002	年	10	月	9	日，前身

为重庆大学数字图书馆交流区，2003	年	9	月	10	日正式更名为民主湖论坛。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已发展成为集	BBS、博客等功能于一体的，独具特

色的综合网络交流平台，在广大师生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论坛开设了校

园热点、学术 MZH、休闲 MZH、文化 MZH、校园机构、饶家院等版块，

涵盖学术、休闲、学院、广告等各种主体，倡导思想、学术、文化的交流

与碰撞。

（3）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简称图管会）成立于 1992 年 4 月，是一个由

校学工部、校团委以及图书馆具体指导下的勤工俭学组织，是读者参与图

书馆管理与服务，组织策划各类校园文化活动的学校一级学生社团。

（4）图书馆志愿者

图书馆志愿者是图书馆联系读者之间的纽带。志愿者与馆员在共同劳

动基础上的沟通，实质上就是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双向交流。志愿者参与

到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中，对图书馆的工作有更深层的了解与支持，同时志

愿者作为图书馆的读者，能够及时的反映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使图书馆

的服务工作更有针对性。

服务部门：虎溪图书馆，联系电话：023-65678001

（5）“书香重大”书友会

“书香重大”书友会（简称书友会）成立于2011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是在图书馆和校团委指导下的一个倡导阅读的学校一级学生社团。

服务部门：虎溪图书馆，联系电话：023-65678001

（6）文化书刊

为了引领健康的校园文化，让更多的学子更好地了解重庆大学，了解

图书馆，图书馆创办了数种文化刊物，主要的纸质刊物有《重庆大学学习

生活羊皮书》、《书苑》、《砚溪》等以及电子类杂志《书香》。

（7）文化活动

图书馆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师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

也锻炼社团成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达到文化育人的目的。传

统文化活动包括：“不见不散”毕业生歌会、文化衫设计大赛、毕业季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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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值班”体验活动、阅读推广活动、虎溪馆“赶大集”、读者沙龙、

“尚阅斋”阅读分享、读书节活动、“书之星”挑战赛、逸夫楼影视欣赏

与红房子影音等。

（8）文化展览

图书馆有逸夫楼展厅和虎溪馆展厅，承担学校各类专题展览活动，主

要以重庆大学学术发展、校园文化、教学活动为展览主题。

服务部门：

特藏部（逸夫楼展厅），联系电话：023-65102607

虎溪图书馆（虎溪馆展厅），联系电话：023-65678067

（9）重大记忆

重大记忆是图书馆为毕业生提供的特色服务。毕业生离校之前可在 A

区图书馆东楼二楼办公室或虎溪图书馆一楼大厅前台领取档案盒、封条一

个，封藏你的“重大记忆”。档案盒由图书馆保管，毕业后本人可随时来

图书馆查阅。“重大记忆”可珍藏物品：手稿（信件、日记、读书笔记）、

图稿原件、照片、试卷、奖状、证书、聘书、学生证（一卡通）以及在重

大就读期间值得记忆的小物品如“游园票”等均可。袋内物品不得超过 300

页 / 袋。

服务部门：

A 区图书馆办公室，联系电话：023-65102601

虎溪图书馆，联系电话：023-65678001

5.4  文献共享

图书馆向校内读者提供的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包括 CALIS 共享

服务、NSTL 文献传递、CASHL 文科文献传递、CADAL 文献服务和百链云

图书馆。CALIS 共享服务、NSTL 文献传递、CASHL 文科文献传递服务的电

子文献传递申请均通过图书馆的文献传递系统提交。图书馆文献传递系统

登录方式：进入图书馆主页，登录“我的书斋”，点击“文献传递”，即

可进入系统页面。图书馆每年为校内读者免费提供100元的文献传递代金券。

服务部门：网络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02608

（1）CALIS 共享服务

CALIS 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的简称。通过 CALIS 系统可以获

取全国高校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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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献（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图书章节等），多以文献传

递方式开展服务。

（2）NSTL 文献传递

NSTL（http://www.nstl.gov.cn/）是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简称。通过

NSTL 系统可以获取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工程技术图书馆、中国农业

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中国计量科

学研究院收藏的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主要以文献传递方

式开展服务。

（3）CASHL 文科文献传递

CASHL 是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简称，是全国性的唯一的

人文社科外文期刊文献保障体系，可以获取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

文献。主要以文献传递方式开展服务。

（4）CADAL-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活动计划

CADAL 是 大 学 数 字 图 书 馆 国 际 合 作 计 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的简称。CADAL 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知识服务（http://

www.cadal.zju.edu.cn/index	），包括书画、建筑工程、篆刻、戏剧、工艺品

等在内的多种类型媒体资源。注册即可阅读并借阅部分电子图书。

（5）百链云图书馆

百链云图书馆包含海量的中外文文献元数据数据库，其构建了基于元

数据检索的搜索引擎，实现各类型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可以对文献资源及

其全文内容进行深度检索并提供免费文献传递服务。

5.5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主要包括校友服务、CDISS 服务和公众服务。

（1）校友服务

校友服务是重庆大学图书馆针对毕业校友推出的服务，毕业校友凭借

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借阅卡，享受同在校生一样的借阅服务，部分免费的数

字资源服务、文献传递服务、会议服务、参观访问、展览服务、移动图书

馆服务、微信服务等，还可凭校友借阅卡提前一天预约使用信息检索室免

费检索数字资源。校友借阅卡终身有效。

服务部门：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023-6511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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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DISS- 重庆数字文献信息服务

重庆市科技文献资源共享服务。2002 年重庆市科委启动数字信息资源

建设与利用项目“重庆数字文献信息资源与服务体系”，	成立了重庆数字

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简称 CDISS），由重庆大学图书馆牵头，多家研究机

构联合建设。实现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为重庆市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

产品研发、人才培养等提供信息服务，满足政府部门和科研教育机构及社

会企业等对科技信息的需求。

服务部门：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023-65111402

（3）公众服务

社会公众读者需要利用本馆藏书，可持身份证办理“重庆大学图书馆

借阅卡”，进入图书馆查阅书刊资料和享受图书外借的服务。

服务地点：各校区图书馆服务台

A 区理工图书馆逸夫楼	 联系电话：023-65102615

B 区建筑图书馆 107 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5126171

虎溪图书馆	 联系电话：023-65678001

5.6  捐赠服务

捐赠服务主要包括接受捐赠和对外捐赠。

（1）接受捐赠

文献捐赠是图书馆接受读者无偿赠送文献，从而获取文献所有权和法

律权利的一种方式。图书馆接受重大师生、校友、各单位部门、社会机构

等个人或集体的各类捐赠，包括图书、期刊、图片、物品、手稿及电子文

献等。接受文献后，图书馆选择适合的文献进行编目加工后提供读者利用。

图书馆尤其重视与“重大人”有关的捐赠，凡内容与重庆大学紧密有关的

书籍均将直接入藏重大文库。

A 区理工图书馆四楼特藏部以及各校区服务前台均可接受现场捐赠。

邮寄捐赠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邮编：400044。

服务部门：特藏部，理工馆东楼四楼 401 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5102607	，18423891147	

捐赠网址：http://juanshu.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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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捐赠

图书馆定期将剔旧的书刊、捐赠者授意图书馆进行统一处理的复本或

其他不符合典藏流通的书籍、本校编制的报刊与图书等文献整理分类，无

偿赠送给外单位，推广宣传学校和图书馆的工作、进行学术交流的服务。

服务部门：资源建设部																	联系电话：023-65102614

特藏部																																													联系电话：023-65102607

5.7  环境服务

环境服务主要包括基本环境服务、标识服务、信息发布与交互、有线

与无线网络、便民服务和饮用水服务。

服务部门：

A 区图书馆办公室，联系电话：023-65102601

网络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02608

（1）基本环境

重庆大学图书馆总面积为 64876 平方米，共有阅览座位 5727 个。为确

保读者有舒适的借阅环境，图书馆提供空气调节、公共卫生等环境服务。

（2）标识服务

为导引读者在图书馆内方便快捷地获取服务及畅行无障碍，图书馆提

供中英文对照的标识导引服务。

（3）信息发布与交互

利用 LED、电视机等终端设备在公共区域向读者发布图书馆的最新通

知和公告，并展示读者感兴趣的数据，例如最新书评、新书通报、推荐阅读、

借阅排行榜等内容。

服务部门：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023-65111402

（4）有线与无线网络

读者服务区域均有无线网，网络服务名为 CQU_WIFI 和 CQU_Lib_Free，

其中 CQU_Lib_Free 为图书馆专用的免费 WIFI，不耗费读者的外网流量。

服务部门：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023-65102608

（5）便民服务

重庆大学图书馆为读者免费提供急需的某些物品的服务，提供的物品

包括文具、普通急救药品、针线、雨具、充电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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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饮用水

图书馆各分馆均免费提供经过净化处理达到国家标准的直饮水及开水

服务。

服务部门：A 区图书馆办公室																			联系电话：023-65102601

5.8  参考咨询

参考咨询服务是图书馆面向读者通过电话、Email、BBS 等多种方式，

提供有关图书馆政策、服务程序、图书馆使用、使用技巧等问题的咨询与

解答。主要途径有电话、Email 和 BBS 论坛。

（1）电话与 Email 咨询

读者可以根据服务类型或者部门，直接电话或者 Email 联系图书馆部门

负责人或者服务负责人。

（2）BBS 论坛

图书馆借助学校官方论坛——民主湖论坛（网址：www.cqumzh.cn）面

向全校师生提供网络参考咨询服务。图书馆在民主湖论坛设立专门的“图书

馆服务”版块（http://www.cqumzh.cn/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	），

读者可以在该版块与图书馆馆员进行网络交流。

5.9  毕业生服务（离校手续）

包括毕业生离校手续、学位论文提交、毕业生捐书等流程。目前学校

主要采用电子离校流程，图书馆的主要流程包括：

（1）毕业生及时归还所借图书

	如有图书超期，请归还图书后，及时在各分馆服务前台缴纳图书超期

违约金。

	如有遗失图书，请尽快到各分馆服务前台办理遗失图书的赔偿手续。

（2）毕业生及时到服务点归还所借的各类硬件设备（笔记本电脑、学

习本和电纸书、Kindle 阅读器等）。

（3）博、硕研究生提交学位论文的电子版（本科生，结业、肄业、退

学等情况的研究生请忽略此流程），博、硕研究生登录数字图书馆主页的“我

的书斋”，点击左下角的“学位论文提交”，根据系统提示提交论文。

注意：如有涉及军工秘密、企业秘密和申请专利的学位论文，请到研

究生院的 MIS 系统里下载缓公开申请表。填好申请表并签字、盖章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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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交到图书馆资源建设部（地址：A区图书馆逸夫楼负一楼资源建设部，

咨询电话：65102614）。

（4）完成以上流程后，登录“我的书斋”，点击“申请离校”按钮即可。

（5）登录学校信息门户，在离校系统中查询离校手续办理情况。

读者离校时可以申请办理校友借阅卡，继续享受图书馆的各项服务。

注意：图书馆登录‘我的书斋’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均为学号。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联系电话：023-65111402、023-65102608

资源建设部，联系电话：023-65102614（学位论文提交与审核）

（6）毕业生捐书：毕业生捐书是图书馆为全校学子搭建的爱心桥梁，

是知识与爱心的传承。自 2005 年起，每年的毕业季，图书馆会倡议毕业学

子把自己不用或不方便带走的教材、参考书以及课外读物作为一份珍贵的

礼物捐献出来，以漂流书的形式，留给学弟学妹们利用。日常运行过程中，

读者也可以直接在捐赠阅览室捐赠图书。对于捐赠的同学图书馆给予一些

小礼品，并组织人力对捐赠书进行加工整理上架，从而面向全校师生进行

免费借阅。

毕业季关注民主湖论坛或图书馆公告的捐书倡议——> 根据倡议书准备

所捐图书——> 送往离自己最近的指定捐书点——> 达到约定的捐书数量或

以上者，获得民主湖论坛文化衫换购券——> 民主湖超市换购当年最新款文

化衫。

服务部门：文化育人中心，联系方式：023-65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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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书馆使用常见问题解答

（1）问：如何查询和找到需要的图书？

答：打开数字图书馆主页（http://lib.cqu.edu.cn/），在检索窗里输入检

索词即可查询图书馆 2.07 亿篇文献，如需查找纸本图书，请点击搜索框顶

部“纸本馆藏”进一步限制检索。检索到需要的纸本图书后，请注意记录

图书的馆藏地地址和索书号，到指定的分馆根据索书号查找图书，索书号

是图书在书架的位置，是查找图书的重要线索。

（2）问：如何访问“我的书斋”？书斋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答：“我的书斋”是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个性化知识服务平台，通过

个人书斋，读者可以查询借阅情况、办理续借、发表书评、发表博客、使

用文档库和相册等功能。个人书斋位于数字图书馆（http://lib.cqu.edu.cn）

的右上角，点击“我的书斋”（链接：http://202.202.12.15/metro/index.htm	

）直接访问。

如果遗忘书斋密码，可以根据读者号和姓名重新设置，也可以直接联

系图书馆网络服务部（电话：023-65102608）

（3）问：图书馆很多书籍都有附赠光盘，如何查找和下载这些光盘

资料？

答：你可以使用“随书光盘资源管理系统”（网址：	http://www.

bj.cxstar.cn/bookcd/index/index.do）进行检索并下载。图书上架提供借阅和光

盘上传到	“随书光盘资源管理系统”		基本同步，如果在“随书光盘资源管

理系统”	找不到书后光盘，请直接咨询资源部（电话：023-65102614）。

（4）问：通过索书号，在图书馆找不到对应的图书怎么办？

答：请记录图书的索书号，然后咨询书库的工作人员，或者前台服务

人员，寻求他们的帮助。

（5）问：想借其他校区的图书又没时间跨校区借书，应该怎么办？

答：请使用图书馆的通借通还服务，图书馆帮你查找并运送到指定校

区图书馆。如果服务有疑问，请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23-65106384。

注意：该项服务仅限于新老校区之间（不含新校区的松园（聼松斋）、

竹园（拢翠斋）、黄葛书屋（蕉林斋）和理学分馆），且确认该书为“可借”

状态。图书“预约”和“通借通还”暂时还不可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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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问：如果所借阅的图书不慎丢失，怎么办？

答：读者所借书刊，必须注意爱护，妥善保管，如所借书刊遗失或严

重损毁，应以原书相同的版本，或经本馆同意的新版本赔偿。若不能赔偿

同等版本或图书馆同意的新版本图书，需按照规定支付赔偿金。（详见 3.5

图书超期、损坏或遗失的处理）

（7）问：为什么我不能访问图书馆的某些数字资源？

答：首先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资源具有 IP 限制，只能在校园网内使用。

其次，应该检查用于查询的电脑有没有安装代理软件，因为图书馆购买

的很多外文数据库不支持使用代理。最后，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请记

录下你的 IP 地址（访问 http://www.ip138.com/ 可获取 IP 地址），最好将

相关网页进行截图以方便查找问题，然后联系网络服务部（电话：023-

65102608）。

（8）问：图书馆有电子图书吗？怎么查询和阅读？

答：图书馆拥有 380 多万册的电子图书，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有书生

之家、超星电子图书、京东阅读电子图书等。外文电子图书有 Elsevier 电

子图书、Wiley 电子图书、Springer 电子图书、剑桥图书在线、牛津学术专

著在线数据库和 Emerald 等，其他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还有 World	eBook	

Library、博图外文数字图书、优阅外文原版数字图书馆等。

详见链接：http://lib.cqu.edu.cn/databaseguide	

注意：部分电子图书需要安装专用阅读器，请留意下载和安装。

（9）问：如何查找数字资源？

答：进入数字图书馆主页（http://lib.cqu.edu.cn），选择检索框“数据库

导航”，在页面左侧有查询条件，你可以根据数据库名称字母顺序、资源类型、

学科、语种等查询，或者直接输入关键词（数据库的名称等）检索数字资源。

（10）问：图书馆购买了很多数据库，分别进入每个数据库检索较为

繁琐，请问有没有类似 Google 的检索工具实现一键统一检索？

答：有的，请使用图书馆主页的一键搜索窗进行检索，可以检索 2.07

亿篇文献，也可以使用中文资源发现系统、外文资源发现系统，链接地址

如下：

中文资源发现系统：http://ss.zhizhen.com/	

外文资源发现系统：http://cqu.summon.serialssolutions.com/	

（11）问：如果我知道期刊的名称，怎么快速知道哪些数据库收录了

这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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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使用电子期刊导航系统。

（a）图书馆期刊导航系统。数字图书馆主页检索框右下有期刊导航按

钮，点击后任选一种期刊类型进行检索界面，可以输入刊名、刊号（ISSN）

进行检索。

图 5 期刊导航查询界面

（b）发现系统中的“电子期刊 /电子书导航系统”，输入期刊名称即可。

链接地址：http://bv7pz4kl7l.search.serialssolutions.com/	

（c）卓越联盟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平台的期刊导航系统，可以直接定

位到电子期刊。链接地址：http://eng.zylm.superlib.net/magguide

（12）问：为什么SCI-E、SSCI、Ei	Compendex等数据库都没有全文呢？

答：因为这几个数据库都是文摘 / 索引数据库。根据有无全文，文献数

据库一般分为全文数据库和文摘 / 索引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含有全文在内的

文献的详细信息，如 Elsevier、Springer、IEL 等。而文摘 / 索引数据库则只

包含以文摘为主要内容的文献信息，没有收录全文。三大检索工具 (SCI-E、

EI 和 CPCI) 属于文摘索引数据库，故都没有收录全文。如果在文摘数据库

中看到“Full	Text”或者“全文”链接，也不一定能获取全文，因为取决于

图书馆是否购买该数据库的全文内容。

（13）问：通过多种方式检索到论文的详细信息后，如何获取学术论

文的全文？

答：获取学术论文全文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a）使用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导航，根据文献类型选择相应的数据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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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查找和获取，比如中文期刊论文，你可以检索 CNKI 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知识服务平台、维普期刊资源服务平台。

（b）利用图书馆的弘深搜索系统、中文资源发现系统或者外文资源发

现系统，以便迅速定位、获取论文。

中文资源发现系统网址：http://ss.zhizhen.com	

外文资源发现系统网址：http://cqu.summon.serialssolutions.com/

（c）使用 Glgoo	学术搜索（https://xueshu.glgoo.org/）或谷粉搜搜（http://

gfsoso.99lb.net/）、百度学术（http://xueshu.baidu.com/）。这些学术搜索引擎

对于大部分学术资源进行了索引，可以迅速定位到文献数据库进行文献获

取。

（d）使用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通过图书馆主页的文献传递系统获

取全文。图书馆每年会发放专门用于文献传递的代金券，适用于电子和纸

质文献传递。（咨询电话：023-65102608）。

申请网址：http://202.202.12.15/metro/myDocumentDelivery.htm	

（e）根据文献提供的作者 E-mail 向作者索取。

（14）问：课题组需要开展课题研讨和临时讨论会议，图书馆是否提

供会议室、研讨间等服务？

答：图书馆面向全校师生提供研讨间服务。目前 A 区理工图书馆（办

理地点：逸夫楼大厅服务台，咨询电话：023-65102615）、B区建筑图书馆（办

理地点：建筑图书馆平层 105 办公室，咨询电话：023-65120913）和虎溪

图书馆（办理地点：虎溪图书馆十楼办公室，咨询电话：023-65678061）

均有研讨间，欢迎预约使用。你还可以在“我的书斋”中在线预约，详见“5.2	

教学与科研支持”。

（15）问：图书馆提供哪些硬件服务？

答：图书馆面向师生提供笔记本电脑、平板学习本、电纸书等硬件，

欢迎预约、咨询和使用，详见“5.2 教学与科研支持”。

（16）问：使用图书馆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向馆员求助？

答：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帮助：

（a）电话咨询。办公室电话：023-65106079，网络服务部电话：023-

65111402。

（b）邮件咨询。直接发送邮件至	dlib@cqu.edu.cn。

（c）论坛咨询。读者使用图书馆遇到问题请到民主湖论坛的“图书馆

服务”版块发帖咨询与交流。



356  图书馆使用常见问题解答

网址：	http://www.cqumzh.cn/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

（d）微博咨询。关注图书馆新浪微博“重庆大学图书馆”，随时咨询馆员。

（e）书斋咨询。进入“我的书斋”，点击“我的图书馆”，选择“建

议与咨询”，描述问题后提交即可。

（17）问：面对一项新课题，如何充分利用各类数字资源进行文献检索？

答：面对一项新课题，首先应该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资源发现系

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中文数字资源推荐使用“超星发现”（地址：http://

ss.zhizhen.com/），外文数字资源推荐使用“SUMMON 外文”（地址：http://

cqu.summon.serialssolutions.com/），分别集成了图书馆所购买的几乎所有的

中外文数字文献资源。国内研究现状的了解可以通过查询中文期刊和中文

会议论文获得，通过阅读一些文献的文摘，再选择阅读部分综述性文献以

及和研究方向接近的文献的全文。国外研究情况的了解，可以从检索中文

文献的参考文献着手，找一批和研究方向较为接近的外文文献，还应该检

索权威的外文数据库，如 SCI-E、EI	COMPENDEX、CPCI、IEL、Elsevier，

通过这 2 种途径可以获得大量的外文文献。由于外文文献的阅读花费时间

较多，所以首先仔细阅读文献的摘要，如果觉得有必要再决定仔细阅读全文。

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的摘要和少量文献的全文，你就可以对国内外的研究情

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最后，根据课题的研究方向，进行更深层次的文献检

索和阅读。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也很有必要，比如 Noteexpress、Endnote 等。

（18）问：如何在校外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	

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资源具有 IP 限制，只能在校园网内使用。若需在校

外访问，请使用学校信息化办公室提供的 SVPN 服务，详见学校信息化办

公室网站（地址：http://net.cqu.edu.cn/）底部 VPN 用户上网说明。如对该服

务有疑问可咨询学校信息化办公室（电话：023-65111500）。

（19）问：为什么我通过图书馆主页检索到部分图书电子版获取渠道

为“超星读秀图书”，但却无法查看全文？

超星读秀图书表示图书馆尚未购买该资源，可点击“超星读秀图书”

通过右侧展示的获取渠道尝试获取。

更多技巧请参见：http://www.cqumzh.cn/bbs/viewthread.php?tid=321211

读者使用图书馆遇到问题请到民主湖论坛的“图书馆服务”版块发帖咨

询与交流。网址：http://www.cqumzh.cn/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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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联系我们

7.1  部门和分馆

7.2  常见服务

部门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邮件地址 办公地址

办公室 周		剑 023-65106079
zhoujian@cqu.edu.

cn
A 区图书馆

东馆二楼 E201

网络服务部 田		琳 023-65102608 tianlin@cqu.edu.cn
A 区图书馆

逸夫楼三楼 W301

资源建设部 王彰红 023-65104111 fastzhwang@263.net
A 区逸夫楼

负一楼

理工图书馆 胡		晓 023-65106384
371202807@

qq.com
A 区图书馆

逸夫楼三楼 R313

建筑图书馆 孙		锐 023-65126170 srui@cqu.edu.cn
B 区建筑图书馆一楼

108 室

虎溪图书馆 邓朝全 023-65678067 dcq@cqu.edu.cn
虎溪图书馆
十楼 1013 室

理学分馆 刘芳兵 023-65678949 fangbingliu@qq.com
虎溪校区理学楼附一

楼	

情报服务部 曹		京 023-65105224 caojing@cqu.edu.cn
A 区图书馆

东楼二楼 E204

文化育人中心 徐		娟 023-65112020 xujuan@cqu.edu.cn
A 区图书馆

逸夫楼三楼 R310

特藏部 王彦力 023-65102607
wangyanli@cqu.

edu.cn
A 区图书馆

东楼四楼 R401

服	务 服务电话 邮件地址 办公地址

书斋密码修改

023-65102608
dlib@cqu.edu.cn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三楼 W301
数字图书馆使用

障碍与咨询

文献传递 wxcd@cqu.edu.cn

民主湖论坛 023-65112020 mzh@cqu.edu.cn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三楼 R308

科技查新
查收查引

023-65103001 31794547@qq.com A区图书馆逸夫楼一楼查新站

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心

023-65103001 cquip@cqu.edu.cn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一楼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学术评价与分析 023-65106080 xtc@cqu.edu.cn A 区图书馆东楼一楼

图书捐赠
023-65102607 irisran@cqu.edu.cn A 区图书馆东楼四楼特藏部

023-65112020 angelatu@cqu.edu.cn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三楼 R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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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荐购 023-65102614 lingzheng@cqu.edu.cn /

数字资源推荐 023-65104111 10042230@qq.com /

无线网络服务 023-65102608 tianlin@cqu.edu.cn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三楼网络

服务部 W301

读者培训预约 023-65102606 cquyz@cqu.edu.cn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三楼

通借通还 023-65102615 398599273@qq.com A 区图书馆逸夫楼服务台

创新发现中心 023-65106073 524424217@qq.com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一楼

空间服务 ( 预约
会议室、研修室 )

023-65102615 398599273@qq.com A 区图书馆逸夫楼服务台

023-65120913 379784615@qq.com 建筑图书馆

023-65678001 19149401@qq.com 虎溪图书馆一楼大厅服务台

硬件借阅（Kindle、
笔记本电脑、电
纸书、学习本）

023-65678001 19149401@qq.com 虎溪图书馆一楼大厅服务台

硬件借阅（电纸
书、学习本）

023-65112020 xujuan@cqu.edu.cn A区图书馆东楼一楼博雅书院

硬件借阅
（电纸书）

023-65126171 建筑图书馆一楼大厅服务台

硬件借阅
（笔记本电脑）

023-65111402 419350294@qq.com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二楼网络

服务部 W201

珍藏室 023-65112374 txm@cqu.edu.cn A 区图书馆东楼四楼

校友服务 023-65106455 xyfw@cqu.edu.cn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二楼 W201

日常咨询
投诉 / 建议

023-65106079 cqulib@cqu.edu.cn A 区图书馆东馆二楼 E201

重大文库 023-65102607 wangyanli@cqu.edu.cn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一楼

展览服务
023-65102607 wangyanli@cqu.edu.cn A 区图书馆逸夫楼一楼

023-65678067
liufangbing@cqu.

edu.cn
虎溪图书馆一楼

学位论文提交 023-65102614 121590193@qq.com A 区图书馆逸夫楼负一楼

7.3  学科馆员

分馆 学科服务主管 办公联系电话 Email

理工图书馆 黄	 劼 023-65102606 cqhjie@cqu.edu.cn

建筑图书馆 李		燕 023-65126172 liyan@cqu.edu.cn

虎溪图书馆 王		姝 023-65678061 ws@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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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数字文献资源列表

（1）主要索引数据库与文摘数据库

① Web of Science

该库是综合性文摘索引数据库，由 7 个子数据库即 3 个引文数据

库（SCI-E、SSCI、A&HCI）、2 个 会 议 论 文 引 文 子 数 据 库（CPCI-S、

CPCI-SSH）和 2 个化学数据库（CCR-EXPANDED、IC）组成，还包含

MEDLINE、DII、ESI、JCR、EndNote	Web 等数据库和工具。

链接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

② Engineering Village

Engineering	Village	是目前全球最全面的工程领域二次文献数据库，侧

重提供应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文摘索引信息，涉及核技术、生物工程、交

通运输、化学和工艺工程、照明和光学技术、农业工程和食品技术、计算

机和数据处理、应用物理、电子和通信、控制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

材料工程、石油、宇航、汽车工程以及这些领域的子学科。

链接网址：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③ Scopus

Scopus 是 Elsevier 公司提供的文摘数据库，收录来自全球 5000 多家出

版商的 18000 多种同行评审期刊、500 多种会议录、600 多种商业期刊以及

125 种丛书，内容涉及人文、科学、技术及医学方面的文献。

链接网址：http://www.scopus.com/

④ SCIFinder

SCIFinder（CA	web 版）由美国化学文摘社 (CAS--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编辑出版，是涉及学科领域最广、收集文献类型最全、提供检索途

径最多、部卷也最为庞大的一部著名世界性检索工具。

链接网址：https://scifinder.cas.org/

⑤ 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资料库（简称为 TSSCI）是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中

心推出的数据库，汇集了台湾地区权威人文社科类期刊 87 种，大部分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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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免费浏览全文。

链接网址：http://db1n.sinica.edu.tw/textdb/tssci/searchindex.php

⑥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

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

引用情况。

链接网址：http://cssrac.nju.edu.cn/

⑦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

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国的

《科学引文索引》（SCI），为中国科学文献计量和引文分析研究提供了强

大工具。

链接网址：http://sdb.csdl.ac.cn/

⑧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篇名库）（1950-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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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五千余种）的报刊数据库产品，是学科史研究者必

不可少的工具。

网址：http://www.cnbksy.cn/product/productDescription?id=15

（2）主要数字期刊与报纸

① CNKI 中国知网

CNKI 中国知网是中文核心文献数据库，属于综合数据库，覆盖理工、

社会科学、电子信息技术、农业、医学等学科。

链接网址：http://www.cnki.net/

② Elsevier ScienceDirect

Elsevier	ScienceDirect 包括 Elsevier 出版集团所属 2500 多种同行评议期

刊和 11000 多种系列丛书、手册及参考书等，涉及四大学科领域：物理学

与工程、生命科学、健康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数据库收录全文文

章已超过 1000 万篇。

链接网址：http://www.sciencedirect.com/

③ 维普期刊资源服务平台

维普期刊资源服务平台收录近 9000 种期刊，收藏各类学术论文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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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篇，年更新量 250 万篇。

链接网址：http://lib.cqvip.com/

④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专业领域，

论文类型包括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技术、中外标准、科

技成果、政策法规、新方志、机构、科技专家等。

链接网址：http://g.wanfangdata.com.cn/		

⑤ Springerlink

德国施普林格 (Springer-Verlag) 是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出版集团，通过

SpringerLink 系统提供其学术期刊及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这些期刊是科研

人员的重要信息源。

链接网址：http://link.springer.com/

⑥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IEL)	数据库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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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种期刊、7213 种会议录、

3889 种标准。

链接网址：http://ieeexplore.ieee.org

⑦ Kluwer online

荷兰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是具有国际性声誉的学术出版商，该公

司出版的高品位学术期刊通过网络提供检索、浏览服务。

链接网址：http://kluwer.calis.edu.cn/

⑧ Emerald

Emerald 期刊库包含 200 种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期刊，涉及各个二级学

科，如会计金融与经济学、商业管理与战略、公共政策与环境管理、市场营销、

信息与知识管理、教育管理等。

链接网址：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⑨ Wiley Online Library

John	Wiley	&	Sons	Inc. 是有 200 年历史的国际知名专业出版机构，在化

学、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学术文献的出版方面颇具权威性，

目前可访问 Wiley-Blackwell 电子期刊 1234 种，其学科范围以科学、技术与

医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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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网址：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⑩ JSTOR

JSTOR 是过刊数据库，可提供 700 多种期刊全文，大部分期刊可查询

到创刊号。

链接网址：http://www.jstor.org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ICE）数据库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简称 ICE）成立于	

1818 年，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工程机构，有近 200 年的历史 , 出

版的系列期刊是涵盖了土木工程研究和实践的所有关键领域。

地址：http://www.icevirtuallibrary.com/		

·	IOP 两种激光刊

Asteo	LTD 公司的两种旗舰期刊：laser	physics（《激光物理》）和 laser	

physics	letter（《激光物理通讯》），在一个出版平台上，同时得到两种激

光相关领域的领先期刊。

网址：http://iopscience.iop.org/journals	

·台湾华艺科学期刊及学位论文数据库

台湾科学期刊数据库（TEPS）收录范围较广，主要收录有：土木工程

及建筑、大气科学、工业工程、化学及化学工程学、食品科学、心理学、

生化工程学、生命科学、安全科学、机械工程、材料工程等 65 大类学科的

相关文献资源。

链接网址：http://www.airitilibrary.cn/	

·	NSTL“外文回溯期刊全文数据库”平台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有选择地引进了回溯数据库，解决尚

未被中心覆盖的早期重要科技资源的缺失问题。目前已购买的回溯资源包

括：Springer 回溯数据库、Nature 回溯数据库、OUP（牛津大学出版社）回

溯数据库、IOP（英国物理学会）回溯数据库、Turpion 回溯数据库，其他

的回溯数据库的购买协议正在洽谈，回溯数据仍在不断增加中。目前共有

1122 种期刊，文章总数 300 多万篇。

链接地址：http://archive.nstl.gov.cn/Archives/	

（3）主要电子图书数据库

① 京东阅读

重庆大学图书馆与京东阅读合作的电子书阅览室，拥有 20 万正版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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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资源，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医学、管理学、艺

术、工业科技等十多个学科，满足各种阅读需求，新书更新速度快，每周

有新书上线，年更新量 4 万种以上。需要下载 APP 或通过 PC 端登录使用。

下载方法：http://lib.cqu.edu.cn/databaseguide/detail/51

链接网址：http://gx.jd.com/gx/gx_tourist.action

②博图外文数字图书

博图外文数字图书馆拥有 40 万册的外文电子图书，所有电子图书均为

文本格式，可以在线阅读和文字拾取，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且支持全文

检索。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68/

③ 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是全球最大的中文电子图书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阅读

100 多万本的电子图书，涉及多个学科，为综合性数据库。

链接网址：http://edu.sslibrary.com/		

④ 书生之家图书

书生之家图书为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目前共有 63 万余册图书，涉及

多个学科。资源内容分为书目、提要、全文三个层次，提供全文、标题、

主题词等十种数据库检索功能以及元数据套录功能。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45:88/stat/logindex.vm

⑤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共收条目78203条，计12568万字，图表5万余幅。

内容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等 66 个学科领域。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66:918/web/index.htm

⑥ ASTM 数据库

国际试验与材料协会数据库，包含在 ASTM	的大量技术图书和期刊中

发表的所有文章、论文以及图书。

链接网址：http://enterprise.astm.org

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大英百科全书在线英文版）

大英百科全书，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

是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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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网址：http://search.eb.com/

⑧ 牛津学术专著在线数据库 

牛津学术专著在线数据库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2003 年 11 月正式推出

的覆盖多学科、专业学术专著系列数据库，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享誉全球的

学术专著产品，尤其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商业与管理、神经科学以及

传染病学的文献更是品质卓越。

链接网址：http://universitypressscholarship.com

⑨ Annual Reviews

Annual	Reviews 系列出版物刊发由权威科学家针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始

研究文献而撰写的内容丰富的、响应及时的评论文章，旨在帮助研究人员

跟踪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动态。Annual	Reviews系列出版物分为40个专题，

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影响力。

链接网址：http://www.annualreviews.org/

⑩ WOODHEAD & CHANDOES 电子书

Woodhead 高品质的、屡获殊荣的学科领域包括：材料科学、纺织技术、

食品科学、工程、能源与环境技术、生物医学等，CHANDOES 则因其强大

的图书馆信息科学与亚洲研究为众所周知。

链接网址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4）主要学位论文数据库

① CNKI 中国知网

CNKI 知网包含有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用户在访问权限内可检

索和下载中国内地高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

链接网址：http://www.cnki.net/

②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拥有学位论文数据库，用户在访问权限内可检

索和下载中国内地部分高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

链接网址：http://g.wanfangdata.com.cn/

③ PQDT

PQDT是世界著名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有欧美1000余所大学文、理、

工、农、医等领域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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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为全文数据库，每年新增学位论文 1 万多篇。

链接网址：http://pqdt.calis.edu.cn/	

④ 重庆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库

RISS2 资源服务平台提供重庆大学授予学位的博硕学位论文的全文。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67:8008/RISS2/index.htm	

⑤ 台湾华艺科学期刊及学位论文数据库

台湾科学学位论文数据库主要是收录台湾重要大学博硕士论文之电子

全文 PDF 文件以及书目数据，主要包括台湾教育部门 2008 年遴选的顶尖研

究大学。

链接网址：http://www.airitilibrary.cn/

⑥ DDS 学位论文集成发现系统

DDS主要收录了来自欧美国家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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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理、工、农、医、管、经、法、教、

文、史、哲、军、艺等 13 大学科门类，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

链接网址：http://www.oadds.cn/	

⑦ ADDS 权威论文发现系统

完整收集了 QS 全球大学排名前 200 位的国外高校公开学位论文，揭示

全球顶尖学府的科研产出，论文涉及 200 多个学科，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系统性、全面性。为高校师生从事日常学习、论文写作与科研创新提供权威、

专业的论文保障与文献服务。

链接网址：http://www.botuadds.com/	

（5）主要会议论文数据库

① CNKI 中国知网

CNKI 提供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国家二级以上学会、协会、高

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机构等单位的论文集等。

链接网址：http://www.cnki.net/

②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万方收录了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的，1985 年至今世界主要学会

和协会主办的会议论文，以一级以上学会和协会主办的高质量会议论文为主。

链接网址：http://g.wanfangdat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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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IEL 提供电子电气类会议录 7213 种。

链接网址：http://ieeexplore.ieee.org

④ ACM 数据库

ACM	数据库收录 Digital	Library( 美国计算机学会 ) 的会议录全文。

网址：http://portal.acm.org/

⑤	MathSciNet（数学评论）		

美国数学学会出版的《数学评论》、数学研究文献的书目数据及评论。

链接网址：http://www.ams.org/mathscinet

⑥ ASCE 电子期刊及会议录

提供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的会议录	。

链接网址：http://ascelibrary.org/

⑦ 中国光学期刊网

中国光学期刊网数据库是依托中科院科技期刊改革项目建立起来的，

目前全文收录了国内比较权威的光学会议论文。

链接网址：http://www.opticsjournal.net/Search

⑧ ASME 数据库

ASME（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成立于 1880 年。现今

已成为一家拥有全球超过 127000 会员的国际性非赢利教育和技术组织。

链接网址：http://asmedigitalcollection.asme.org/

⑨ OSA 数据库

美国光学学会（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OSA），成立于	1916	年。

OSA数据库包括14种OSA期刊、7种合作出版期刊和OSA主题会议录系列、

三大行业会议录（OFC、CLEO、FIO）以及 2012 年新推出的 OSA 光学影像

图库。

链接网址：http://www.opticsinfobase.org

⑩ SPIE

SPIE 数字图书馆（SPIE	Digital	Library）收录了国际光学工程学会的会

议录和期刊出版物，其中会议录超过 6500 卷，年新增 400 卷左右，回溯至

1990 年；一共收录超过 295,000 篇论文，每年会有 18000 篇新论文增加。

所有文章均通过CrossRef建立参考文献链接，实现跨数据库/出版社的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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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地址：http://spiedigitallibrary.org/	

（6）主要专利、标准数据库

①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提供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检索与下载服务。

链接网址：http://g.wanfangdata.com.cn/

②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提供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和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IEE）

的 3889 种标准的全文信息。

链接网址：http://ieeexplore.ieee.org

③ 国家标准库（原中国强制性标准）

国家标准库可检索中国颁布的强制性标准全文数据。

链接网址：	http://218.246.35.13:85/bz/index.htm	/	

④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

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 是权威专利全文数据库，含美、德、欧洲专利。

链接网址：http://www.webofknowledge.com/?DestApp=DIIDW

⑤ USPTO 专利数据库

USPTO 专利数据库收录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全文专利数据库，可以查

找到 1790 年以来的专利全文。

链接网址：http://www.uspto.gov/

⑥ ASTM 数据库

提供 ASTM 制定的标准数据。

链接网址：http://compass.astm.org/

⑦ 欧洲专利局 (EPO) 专利检索系统

可以检索并浏览欧美等70多个国家的专利全文和PCT专利（国际专利）

的全文，以及日本专利的文摘。

链接网址：http://ep.espacenet.com/

⑧ 加拿大专利数据库

提供七十五年来的 150 多万篇加拿大专利全文。

链接网址：

http://www.ic.gc.ca/eic/site/cipointernet-internetopic.nsf/fra/accu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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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

收录 1985 年以来公布的全部中国专利信息，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

观设计三种专利的著录项目及摘要，并可浏览到各种专利说明书全文及外

观设计图形。	

链接网址：http://www.sipo.gov.cn/wxfw/	

⑩ 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知网版）

《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知网版）》包含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三个子库，准确地反映中国最新的专利发明。可以通过申请

号、申请日、公开号、公开日、专利名称、摘要、分类号、申请人、发明人、

优先权等检索项进行检索，并一次性下载专利说明书全文。

链接网址：

http://dbpub.cnki.net/Grid2008/Dbpub/Brief.aspx?ID=SCPD&subBase=all	

（7）主要年鉴数据库

① CNKI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是国内最大的连续更新的动态年鉴资源全文数据

库。收录了 1912 年至今中国国内的中央、地方、行业和企业等各类年鉴的

全文文献。

链接网址：http://www.cnki.net/

（8）主要工具书与方志数据库

① CNKI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收录了 200 多家知名出版社近 4000 余部

工具书，约 1500 万词条，70 万张图片，类型包括：汉语词典、双语词典、

专科辞典、百科全书、图谱年表、手册、名录、语录、传记等，内容涵盖

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

是读者全方位了解科学知识，并向广度和深度进展的桥梁和阶梯。

链接网址：http://www.cnki.net	

② 万方新方志数据库

新方志知识服务系统是由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建设的，全面、系统集

成整合我国新方志文献资源的综合数据库，是国内第一个时间跨度大、涵

盖范围广、资料全面、可多角度检索的中国地情知识资源总库，目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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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 1949 年以后出版的 2 万多册中国地方志。

链接网址：http://c.g.wanfangdata.com.cn/LocalChronicle.aspx	

③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大英百科全书在线英文版）

《大英百科全书》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

是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

链接网址：http://search.eb.com/

（9）主要知识发现平台

① 卓越联盟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平台

这一平台为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

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湖

南大学 10 所“985”高校提供图书馆资源的联合搜索和导航。

链接网址：http://www.zylm.superlib.net/

② 读秀学术搜索

读秀学术搜索是一个可以对文献资源及其全文内容进行深度检索，并

且提供免费文献传递服务的平台。

链接网址：http://edu.duxiu.com/

③ 大学城共享平台

由重庆大学图书馆牵头搭建的重庆市高校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可

提供 4 万册图书、4000 集课程视频，以及百链整合的统一检索。

链接网址：http://lib.cquc.net/index.htm

（10）主要文献管理软件与分析工具

① 文献管理软件 NoteExpress

NoteExpress 是目前流行的参考文献管理工具软件，其核心功能是帮助

读者在整个科研流程中高效利用电子资源。

链接网址：

ht tp : / /www . i n o t e e xp r e s s . c om / suppo r t / c g i-b i n / d own l o ad_ sch .

cgi?code=ChongQingDaXue	

② 文献分析工具 ESI

ESI 是汤森路透在汇集和分析	Web	of	Science	(SCIE/SSCI) 所收录的学术

文献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分析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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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

③ 文献分析工具 JCR

JCR 是一个独特的多学科期刊评价工具，网络版 JCR 是唯一提供基于

引文数据的统计信息的期刊评价资源。

链接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

④ Incites

InCites	 是汤森路透集团在汇集和分析 Web	of	Science（SCIE/SSCI/

AHCI）引文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研评价参考工具，综合了各种计量

指标和 30 年来各学科各年度的全球基准数据。通过 InCites，用户能够实时

跟踪机构的研究产出和影响力；将本机构的研究绩效与其他机构以及全球

和学科领域的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发掘机构内具有学术影响力和发展潜力

的研究人员，并监测机构的科研合作活动，以寻求潜在的科研合作机会。

链接网址：http://isiknowledge.com/

（11）主要专题与专业数据库

① 中国经济信息网（中经网）

中国经济信息网（简称中经网），是国家信息中心组建的、以提供经

济信息为主要业务的专业性信息服务网络。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25/	

② 月旦知识库

完整收录全球华文法学文献，包括期刊、文献专论、影音论坛、教学资源、

词典工具书、法律分析、实务判解精选、常用法规、法学名家、博硕士论文、

考试题库热点等共 11 大子库、近 50 万笔法学全文数据，运用智能型跨库

整合交叉比对查询。

链接网址：http://www.lawdata01.com.cn

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国研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是

中国著名的大型经济类专业网站，是向领导者、投资者和学者提供经济决

策支持的权威的信息平台。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62/

④ 中国资讯行

中国资讯行 (China	InfoBank) 是香港专门收集、处理及传播中国商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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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高科技企业，其数据库（中文）建于 1995 年，内容包括实时财经新闻、

权威机构经贸报告、法律法规、商业数据及证券消息等。

链接网址：http://www.bjinfobank.com/

⑤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以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人民银行、

交通部、外汇管理局、商务部等官方数据发布机构，以及各行业协会为稳

定的信息来源，涵盖了宏观、农业、石油、煤炭、电力、机械等 24 个行业，

对行业的发展以及运行态势进行立体、连续、深度展示，旨在帮助行业人

员快速掌握行业数据信息。

链接地址：http://cyk.cei.gov.cn/	

⑥ EPS 数据库

该平台通过一系列先进的数据检索、数字地图、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

预测等应用工具，为各级政府部门、教育系统、企业提供全面、及时、准

确的数据以及各种数据趋势分析与预测结果。

链接网址：http://www.epsnet.com.cn

⑦ 北大法意教育频道

法意教育频道是高校法学教学、科研和备考的一体化专业支持服务平台。

链接网址：http://www.lawyee.org/User/AutoLoginByIP.asp

⑧ SpecialSci（国道外文专题数据库）

多学科、外文专题文献数据库平台，包括材料、生物、工程、图书情

报等专题。

链接网址：http://www.SpecialSci.cn		

⑨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

RESSET 是目前国内数据最全面、算法最准确、系统最稳定、使用最便

捷的研究型数据库，是为实证研究、模型检验等提供支持的数据平台。

链接网址：http://www.resset.cn

⑩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GCDS)

全球案例在线、中文案例素材库和清华经管教学案例全文库。

链接网址：http://www.htcases.com.cn/

·尚唯产品样本数据库	

收录全球知名大型工业企业的产品样本。收录 1 万余家企业的 32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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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产品及 250 万余个产品样本。主要收录欧美地区大型知名企业。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31/		

·材料性能数据库 CINDAS

CINDAS 数据库一共包含 5 个子库：宇航结构金属数据库、微电子封装

材料数据库、材料热物理性能数据库、损伤容限设计手册、结构合金手册。

属于材料性能数值型数据库，有较高的权威性

链接网址：https://cindasdata.com/

·	AIAA 会议录及期刊数据库

AIAA 会议录及期刊数据库是美国航空航天学会出版的权威专业数据

库。AIAA	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航空航天方面的非政府及非赢利的专业学会。

链接网址：http://arc.aiaa.org/	

·北大法宝

“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涵盖中国法律法规、司法案例、法学期刊、

英文译本、专题参考、视频课件六大部分内容，数据总量 150 万余篇。主

要内容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中国司法案例数据库、中国法学期刊数据库、

专题参考数据库、中国法律英文译本数据库和法律视频课件库。

链接地址：http://www.pkulaw.cn/	

·	BVD 数据库

BVD	（Bureau	van	Dijk	Editions	Electroniques	SA）是欧洲著名的全球金

融与企业资信分析数据库电子提供商，为各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银行与

金融机构、证券投资公司等提供国际金融与各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等专业

数据。

链接地址：https://eiu.bvdep.com/ip	

（12）主要考试系统

① 起点自主考试学习系统

起点自主考试学习系统是一个包含英语、计算机、司法、会计、研究生、

医学、工程、公务员、资格类等考试的整合性模拟学习平台。

链接网址：http://www.qdexam.com

② 维普考试资源系统

《维普考试资源系统》是集日常学习、考前练习、在线考试、模拟测

试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教育资源数据库。拥有十大分类数百个细分考试科

目涵盖了英语、计算机、公务员、司法、经济、考研、工程、资格、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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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考试等领域。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49:8081/	

（13）主要多媒体数据库

① 网上报告厅

一个大型视频专家报告库，整合了中央党校、中央电视台、清华大学、

中华医学会、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中评网等权威学术机构的专家报告资源。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64/adksvod/Web/index.aspx

② 随书光盘资源管理系统

系统提供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所附带的随书光盘资源。

链接网址：http://202.202.12.32/bookcd/		

③ 超星“名师讲坛”

超星“名师讲坛”蕴藏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多年的学术精华。

链接网址：http://ssvideo.chaoxing.com

④ 软件通

软件同是通过计算机视频快速学习和精通掌握各种主流软件操作技能

的自助式网络学习系统。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29/softwarer

⑤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该平台由应用外语类、国内考试类、出国考试类、实用技能类四个大库，

及多门精选课程构成。涵盖了英语、德语、法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

六门语言学习从入门到精通的全部内容。

链接网址：http://library.koolearn.com

⑥	KUKE 数字音乐图书馆

专注于非流行音乐发展的数字音乐图书馆。

链接网址：http://edu.kuke.com

⑦ 雕龍—中国古籍全文数据库

全球最知名的超大型汉字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

链接网址：http://www.diaolong.net/download/dlclient.exe

⑧ 英语口语伙伴

通过人机交互模式，模拟上万种实用对话场景，给图书馆用户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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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用的、轻松的口语学习平台。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语、

中文普通话等多种语言资源。

链接网址：http://calis.isayb.com

⑨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是武汉缘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专为

高校而量身打造的，收录有 4068 部精彩的科教大片。

链接地址：http://222.198.130.69/	

（14）主要自建特色数据库

① 重庆大学特色资源库

RISS2 资源服务平台是图书馆建立的专题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集成了

重大博硕学位论文、重大文库、现代文献库、专题资源库、三峡数字图书

馆等资源。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67:8008/RISS2/index.htm	

② 重大文库

重大文库是重庆大学机构知识库，收集重庆大学师生的期刊论文、学

位论文、专著等成果与产出。

链接地址：http://222.198.130.94:8081/dspace-jspui/		

③ 重大影像特色库

提供重庆大学的图片资源，通过图片记录学校发展轨迹。

链接网址：http://222.198.130.51

更多数字资源，请参见数字图书馆主页的“资源导航”

如果您在使用数字资源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请与图书馆网络服务部联

系（联系电话：023-65102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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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各学部数字文献列表

（1） 综合类（多学科）数字文献资源列表 

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多种文献
类型

CNKI 知识资源总库
综合性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期刊、报纸、
专利、年鉴、会议论文、工具书等）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综合性全文数据库（学位论文、期刊、会议
论文、标准等）

台湾华艺科学期刊及学位
论文数据库

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期刊数据库（343种期刊）
和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台湾华艺人社期刊、学位
论文数据库

收录人文社科期刊共 1,121 种 ; 台湾最大的人
文社科学位论文数据库 ( 收录 28,440 篇电子
全文

就业、创业数字图书馆
从职业探索、职业定位、知识准备、职业学习，
直到职业实践的全程就业知识服务

索引文摘

Web	of	Science
权威引文索引数据库（含 SCI-E、SSCI、
AHCI、CPCI-S、CPCI-SSH、IC、CCR、
DII、JCR、ESI、MEDLINE、EndnoteBasic）

Engineering	Village
权威索引数据库 (含EI	Compendex工程索引、
NTIS、US	Patents、EP	Patents)	

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中国的 SCI,	用
来检索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情况

CSSCI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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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SCI 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CIFinder
美国化学文摘网络版，通过	SciFinder	可以同
时检索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的多个数据库

SCOPUS 全球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篇
名库）（1950-1979 年）

特大型二次文献数据库

CNKI 引文数据库
依据 CNKI 收录数据库参考文献和文献注释为
信息对象建立的、具有检索功能的文献数据库

Project	
MUSE 期
刊数据库
电子期刊

Science	online Science 期刊

Nature 自然基础科学领域核心期刊

Elsevier	ScienceDirect 世界高质量学术期刊数据库

SpringerLink 综合性外文期刊

Wiley	Online	Library 高质量学术期刊全文库

Emerald 管理学、工程学和图书馆学全文数据库

维普科技期刊 综合性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EBSCO(ASC、BSC) 综合性全文数据库、过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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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Project	
MUSE 期
刊数据库
电子期刊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电子电气类数字期刊、会议录、标准全文库

Kluwer	online
综合性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新数据检索建
议使用 SpringerLink 平台）

牛津期刊现刊库 全学科共计 255 种期刊的全文文献

Annual	Reviews
由权威科学家针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始研究
文献而撰写的内容丰富的、响应及时的评论
文章

NSTL“外文回溯期刊全
文数据库”

	回溯资源包括：Springer 数据库、Nature 数据
库、OUP（牛津大学出版社）数据库、IOP（英
国物理学会）数据库、Turpion 数据库等

Project	MUSE 期刊数据库
收录来自 240 多家出版社的 630 多种期刊共
计超过 34 万多篇文章

Nature 系列子刊
自然基础科学领域核心期刊，是世界上最著
名的科技期刊之一

俄罗斯在线科学图书馆
囊括了俄罗斯及前独联体国家最高水平的学
术机构和学协会发表的最高水平的文章和期
刊论文

Taylor	&	Francis 提供超过 1100 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期刊

博看网畅销期刊数据库 精品人文畅销电子期刊

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
清末到 1949 年近 80 年间中国出版的期刊，
在近现代文学方面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史
料价值。

TAO 台湾学术期刊 台湾地区出版的学术期刊精品

SAGE（回溯期刊、现刊）
商业、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科技和
医学类的期刊数据库

Frontiers	in	China
大型英文学术期刊（基础科学、工程技术、
生命科学、人文社会科学）

Gale
Gale 文学资源中心、人物传记中心、世界历
史中心，商业资源中心

剑桥期刊在线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284 种学术期刊

台湾华艺科学期刊及学位
论文数据库

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期刊数据库（343种期刊）
和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Begell 数字图书馆
主要覆盖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航空宇航
科学与技术、核科学和技术、生物医学工程
学科领域

JSTOR 综合性过期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NSTL 订购期刊
Maney 网络期刊、ESA 网络期刊、中欧科学期
刊、Informs 网络期刊、冷泉港 CSHL 网络版
期刊

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涵盖民国时期期刊 4000 多种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 收录了 1833 ～ 1911 年间 302 期刊

OA 期刊
中国光学期刊网、ArXiv、HighWire	Press、
DOAJ

WorldSciNet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专
门为科研人员提供的期刊在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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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报纸

CNKI 报纸数据库 中文报纸全文数据库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收录解放后到文革结束期间的报纸篇名

晚清民国大报
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大型报纸的巨型原文影像
版数据库

人民数据库
收录人民日报 1946 年创刊至今六十多年来的
新闻报道

电子图书

Elsevier	ScienceDirect
世界高质量学术期刊数据库、电子图书数据
库

SpringerLink 综合性外文期刊、电子图书全文数据库

Wiley	Online	Library 高质量学术期刊全文库、电子图书数据库

Emerald 管理学、工程学和图书馆学全文数据库

《酶学方法》电子图书
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癌症研究、遗传学等
方面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源。通过 Elsevier 平
台访问

Elsevier 经济学手册 Elsevier 经济学手册。通过 Elsevier 平台访问

剑桥数字图书 材料、电子、环境与建筑学类电子图书

MIT 电子图书 生物工程、计算与处理等学科图书

优阅电子图书 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超星电子图书 国内最大的中文电子图书网站

书生之家图书 综合性、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Apabi 方正集团旗下专业的数字图书平台

博图外文电子图书 外文原版电子图书平台

金图外文电子图书 原版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Blackwell 在线参考书库
社会学和人文学科的大量权威和最新的学术
资料

牛津学术专著在线数据库
牛津大学出版社于推出的覆盖多学科、专业
学术专著系列数据库，享誉全球的学术专著
产品

WOODHEAD	&	
CHANDOES 电子书

Woodhead		Publishing（伍德海德出版社）出版
的电子图书

皮书数据库 专业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学术资源总库

中国基本古籍库 提供上万册中文古籍的全文数据

京东阅读
京东阅读校园版专为高校读者提供电子书畅
读服务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
资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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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

PQDT 学位论文 国外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台湾华艺科学期刊
及学位论文数据库

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期刊数据库（343种期刊）
和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DDS 学位论文集成
发现系统

欧美高校博硕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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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学位论文

ADDS 权威论文发现系统
QS 全球大学排名前 200 位的国外高校公开的
博硕学位论文

CALIS 学位论文中心
服务系统

中国高校博硕士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 , 面向全
国高校师生提供中外文学位论文检索和获取
服务

CNKI 博硕论文数据库 中文博硕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文博硕论文全文数据库

重大博硕学位论文数据库 重庆大学历年博士、硕士的学位论文全文库

会议论文

CNKI 会议论文数据库 中文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方会议数据库 中文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SPIE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议论文数据库

专利、标
准数据库

Derwent	II、中国强制性
标准、万方标准数据库、
USPTO、CNKI 中国专利
全文数据库

免费数据库：中国专利信息中心专利检索系
统、欧洲专利局 (EPO) 专利检索系统、加拿大
专利数据库

多媒体

超星名师讲坛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知识讲座数据库

知识视界 为高校而量身打造的科教"电影 "（英文视频）

网上报告厅 大型视频专家报告库

软件通 计算机技能自助式视频学习多媒体视频数据库

英语口语伙伴 自主练习英语等语种的口语能力平台

KUKE 数字音乐图书馆 专注于非流行音乐发展的数字音乐图书馆

国道数据 MeTel 库
以课件（PPT 或 PPT 打印的 PDF 文件）为主、
视频文件为辅的多媒体资源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在线推出的“一站式”	外语网络课堂

数图教育视频资源平台 综合性教育视频资源库

Art&	Architecture	Source
艺术和建筑的研究中独特的资源 , 拥有 63000
多幅来自 Picture	Desk 等出版社的图片集

天天微学习 针对广大师生朋友提供定向化的知识服务平台

年鉴
CNKI 中国年鉴
网络出版总库

国内最大的连续更新的动态年鉴资源全文数
据库

工具书

CNKI 中国工具书
出版总库

收录了200多家知名出版社近4000余部工具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大英百科全书）

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知名的，也是最权威
的百科全书，是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

方志

中国地方志
数据库（老方志）

1949 年以前不同时期编撰的不同版本的旧志书

中国新方志
数据库（新方志）

万方平台下的新方志可检索 1949 年以后出版
的中国地方志的所有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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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考试系统

起点自主考试学习系统 综合模拟考试平台

银符等级过关考试平台 综合性在线模拟考试平台

维普考试资源系统
集日常学习、考前练习、在线考试、模拟测
试等功能于一体的数据库

综合检索

OCLC-Firstsearch 大型综合的、多学科的数据库平台

读秀学术搜索 由海量图书等文献资源组成的庞大的知识系统

超星百链 综合性元数据学术搜索引擎

弘深外文发现系统 外文学术资源的一站式检索服务平台

卓越联盟知识
共享服务平台

卓越联盟图书馆资源的联合搜索和导航

专题

国道特色专题数据库 多学科的外文专题文献数据库

尚唯产品样本数据库 收录全球知名大型工业企业的产品样本

尚唯科技报告
资源服务系统

完整而真实反映科研机构或人员所从事科研
活动的内容和经验的特种文献

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平台

整合了“一带一路”沿线沿路国家和地区最
新政经形势、投资环境、投资指南、项目机会、
贸易与投资合作情况、风险评估报告、丝路
战略研究报告、政策法规等信息。

全球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收录全球科技报告及相关文献

光盘系统 随书光盘资源管理系统 图书馆纸质图书配套的光盘资源

文献分析
工具

ESI
在汇集和分析	Web	of	Science 所收录的学术文
献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建立的分析型数据库

JCR
一个独特的多学科期刊评价工具，是唯一提
供基于引文数据的统计信息的期刊评价资源

Incites
科研评价工具，综合各种计量指标和 30 年来
各学科各年度的国际标杆数据

Scival
爱思唯尔 SciVal 是一套高效易用的的科研管
理工具，该平台包含全球 220 余个国家超过
4600 家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数据

文献管理
软件

NoteExpress 参考文献管理工具软件

EndNote	Basic
基于网络的文献管理和科研论文写作工具，
通过 Web	of	Science 平台使用

（2） 社会科学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1 中国经济信息网
国家信息中心组建的、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
要业务的专业性信息服务网络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中国著名的大型经济类专业网站

3 INFORMS 网络期刊 运筹学和管理学研究协会的 12 种网络期刊

4 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 综合性经济论文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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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5 EPS 数据库
统计数据服务平台，便于准确把握整体经济
环境及其发展趋势

6 RESSET		金融数据库
国内数据最全面、使用最便捷的金融研究数
据库

7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GCDS)
包含全球案例在线、中文案例素材库和清华
经管教学案例全文库

8 中国经济信息网 ( 中经网 )
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要业务的专业信息服务
网络

9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涉及 24 个行业的产业数据

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国研网）
中国著名的大型经济类专业网站

11 Emerald 管理学、工程学和图书馆学全文数据库

12 Emerald 案例库
同行评审案例研究的在线专集，半数以上的
案例来自于世界顶尖商学院

13 北大法意网
包含资源查询系统、司法考试在线模考系统
在内的专业服务平台

14 北大法宝 法律信息、法律教育、法律技术在线平台

15 HeinOnline 法学期刊数据库
全球最具权威性 2100 种法学期刊、675 卷国
际法领巨著、10 万个案例、4000 多部法学
学术专著

16 CNKI 中国法律知识资源总库
囊括法律法规、论文文献、典型案例等法律
资源

17 TKC 日本法律数据库
日本规模最大的提供法律信息和服务的数据
库，是法学教育研究和法务专门人士必备的
信息源

18 BVD 系列数据库 全球金融与企业资信分析数据库

19 Csmar 数据库

借鉴芝加哥大学CRSP、标准普尔Compustat、
纽约交易所 TAQ、I/B/E/S、Thomson 等国际
知名数据库的专业标准，并结合中国实际国
情的经济金融型数据库

20 CCER 经济金融数据库

（3）人文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1 KUKE 数字音乐图书馆 专注于非流行音乐发展的数字音乐图书馆

2 EPS 数据库
统计数据服务平台，便于准确把握整体经济环
境及其发展趋势

3 RESSET		金融数据库 国内数据最全面、使用最便捷的金融研究数据库

4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GCDS)
包含全球案例在线、中文案例素材库和清华经
管教学案例全文库

5 中国经济信息网 ( 中经网 ) 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要业务的专业信息服务网络
6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涉及 24 个行业的产业数据

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国研网）
中国著名的大型经济类专业网站

8 RESSET 国际经济金融数据库 研究世界经济与金融、农业发展、社会发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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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理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1 SCIFinder
美国化学文摘网络版，通过	SciFinder	可以同时
检索美国化学文摘社（CAS）的多个数据库

2 ACS 电子数据库 美国化学学会（ACS）电子数据库

3 MathSciNet（数学评论）
美国数学学会出版《数学评论》、数学研究文
献的书目数据及评论

4 RSC 数据库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出版的化学期刊数据库

5 AIP	 美国物理学联合会的期刊、会议等全文

6 APS	 美国物理协会出版发行期刊的网络版数据库

7 IOP 电子期刊
英国物理学会提供的 IOP 电子期刊数据库（含
《激光物理》和《激光物理通讯》两种激光领
域的领先期刊）

8 Reaxys
化学反应与化合物数据检索工具库，涵盖有机
合成、药物化学、天然产物化学、无机化学和
金属有机化学等资源

9 SIAM 电子期刊
出版的高水准和颇具声誉的期刊涵盖了整个应
用和计算数学领域，内容丰富而全面

（5） 工程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1 ASTM 国际试验与材料协会数据库

2 ASME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期刊、会议论文、电子
图书数据库

3 IMechE 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4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电子电气类数字期刊、会议录、标准全文库

5 SpringerMaterials 汇总了科学、工程所有领域最经典的物质数据

6
CINDAS 材料情报与数值数
据分析和综合中心

属于材料性能数值型数据库，有较高的权威性。

7 AIAA 会议录及期刊数据库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AIAA) 的会议录及期刊

8 Emerald 管理学、工程学和图书馆学全文数据库

9 CIDP 制造业数字资源平台
我国机械工程、航空航天、电气工程、汽车与
机床等制造业在长期设计制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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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1
ASCE 土木工程电子类期刊
及会议录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电子期刊和
会议录

2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ICE）
数据库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出版的权威电子期刊

3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 电子图书库

RIBA 是英国建筑机构和建筑行业的专家。
收录了该出版社自 1976 年至今出版的 98 种
特色图书

（7）信息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1 OSA 美国光学学会数据库的电子期刊、会议录

2 SPIE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出版的会议录和期刊数据库

3 ACM 美国计算机学会的电子期刊和会议录全文库

4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电子电气类数字期刊、会议录、标准全文库

5 IOP 两种激光刊 《激光物理》和《激光物理通讯》两种权威期刊

6 中国光学期刊网 收录了国内权威 29 种光学期刊和光学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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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专业图书馆 / 书屋 / 学院分馆介绍

重庆大学图书馆包括理工图书馆（总馆）、建筑图书馆、虎溪图书馆、

历史文献中心、人文社科图书馆和理学分馆等六个专业图书馆。2016 年到

2018 年，为方便学生阅读和学习，图书馆将文献信息服务进一步延伸至学

生宿舍区，在虎溪松园、竹园分别建设了舍区图书馆——松园书屋（聼松斋）、

黄葛书屋（蕉林斋）、竹园书屋（拢翠斋）。为了给各专业学院提供更好

的文献资源服务，图书馆与学院共同建设有博雅学院分馆、马克思主义理

论分馆以及新闻分馆等 3 个学院分馆。

（1）理工图书馆

理工图书馆前身是原重庆大学图书馆，始建于 1930 年。坐落于重庆大

学A校区。理工图书馆裙楼包括西楼（也称为逸夫楼）和东楼（也称为旧馆）

两部分。

2014年 11月理工图书馆东楼顺利完成装修，整体风格为文艺复古风格，

11 月 3 日正式开放。逸夫楼于 2015 年 6 月开始装修，11 月完工，11 月 16

日正式开放。目前馆舍总面积为 17980 平方米，提供 1289 个阅览座位，重

点收藏机械、电气、计算机、动力、冶金、环境、生物、管理工程，以及

社会科学等门类的书刊，基本形成了与我校专业设置相适应，能满足多方

需求的文献体系。现有中文图书 87 万册，外文图书 9.8 万余册，中文期刊

2000 余种。此外，还藏有线装古籍近 3000 册，抗战版书刊 4000 多册，极

具参考价值。馆内设有国家教育部机械类外国教材中心（位于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四楼），藏书 7.4 万余册。

理工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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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图书馆

建筑图书馆成立于 1952 年 10 月，坐落于重庆大学 B 校区，面积为

6196 平方米，前身为原重庆建筑大学图书馆。原重庆建筑大学由原西南地

区的重庆大学、川北大学、西南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等 8

所大专院校的 10 个土木、建筑系（科）合并组建，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

建筑工程院校。1978 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在学校成立的同时，集中

了上述院校的有关土木、建筑类的图书资料，筹建了该图书馆。2000 年，

原重庆建筑大学合并进入重庆大学。建筑图书馆重点收藏土木、建筑类及

相关专业的图书文献资料。

经过 2007 年的书库改造，建筑图书馆拥有 5 层书库、3 层阅览区（中

文建筑图书阅览区、外文建筑书刊阅览区、中文社科期刊阅览区）、研修

室 3 间。馆藏书刊以建筑类学科书刊为主，与学校建筑类专业设置相适应。

现收藏中外文建筑类图书 14.8 万种、34.87 万册，其中中文图书 11.4 万种、

29.47 万册，外文图书 3.4 万种、5.40 万册；并有中外文报刊 866 种，中外

文过刊 2908 种，中外文过刊合订本 4.99 万册。目前，建筑图书馆是西南地

区建筑学科重要的图书文献中心。

（3）虎溪图书馆

虎溪图书馆于 2010 年 6 月正式投入使用，坐落于重庆大学虎溪校区纭

湖湖畔，建筑面积约 3.4 万平方米。大写“L”造型取自英文 Library，如“一

本打开的红皮书、一把舒适的椅子，一架浪漫的钢琴”。虎溪图书馆现有

馆藏图书约 106 万册，中文期刊 1000 余种，设有自然科学阅览室、外语阅

览室、人文社科特藏阅览室、期刊阅览室等阅览室，无线网络全馆覆盖，

建筑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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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拥有多功能报告厅、会议室、研修室、红房子影视厅、展览厅等设施。

全馆提供3000余个座位供读者阅览使用，同时提供笔记本、学习本、电视机、

投影仪、自助打印机、自助复印机等服务设备，提供研修室、讨论室和会

议室等空间服务。

（4）人文社科图书馆

人文社科图书馆成立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以虎溪图书馆二楼和四楼

作为阅览和藏书场所，系统收藏人文社科类图书。虎溪图书馆二楼作为文

科馆基本书库和阅览室，共收藏人文社科类图书约 39 万种、28 万余册。

虎溪图书馆四楼人文社科特藏阅览室，收藏重要文科图书共计 35327 种、

35591册，主要包括《四库全书》系列、《丛书集成初编》、《二十四史》、《中

国方志丛书》、《中华再造善本》和近现代翻译文学丛书等经典文科图书，

还收藏和展示“重大记忆”等特色文献。

人文社科图书馆

虎溪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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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理学分馆

理学分馆由虎溪校区管委会、理学部和图书馆共建，坐落于虎溪校区

理学院负一楼，面积 307 平米，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正式开馆。理学分馆

按照理学部“五个学院、三个中心”的学科设置及文献需求，在理学部师

生的帮助下，精选理科类专业书籍 1.1 万种、1.6 万册，期刊 150 余种。理

学图书馆内布局精致用心，提供阅览座位 50 余个，配备单人阅览座位和四

人阅览座位，另有团队讨论桌、一体机检索台、舒适讨论区。还提供图书

借还、打印复印、团队讨论、图书推荐、文献检索、读者培训与咨询等服务。

（6）聽松斋（松园书屋）

聽松斋位于虎溪校区学生

宿舍松园一栋，装修及家具选

取文艺乡村实木风格，总面

积 184 平方米，提供阅览座位

80 个，并配置自助借还机。藏

书以人文社科中哲学类、经济

类、教育类、文学类、艺术类、

地理和传记类等休闲类读物为

主，现有书籍9287种，9573册，

期刊50种。特设经典文学套书专架，上架了金庸、古龙、黄易、梁羽生、三毛、

亦舒、张爱玲、阿加莎·克里斯蒂等小说集。置身书屋就如坐在家中的休

憩书房，暖洋洋的黄色灯光、厚重复古的木头桌椅、柔软舒适的特制抱枕，

还有活泼伶俐的书架布偶和生意盎然的绿色植物。

理学分馆

聽松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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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蕉林斋（黄葛书屋）

蕉林斋位于虎溪校区学生宿舍松园五栋，装修和家具搭配为简中式风

格，总面积 206 平方米，提供阅览座位 90 个。藏书以人文社科中哲学类、

教育类、文学类、艺术类、地理和传记类等休闲类读物为主，辅以少量国

学相关典籍和传统文化相关书籍，以及红色文献，现有书籍 5705 种，6024

册，期刊 40 余种。特设新时代红色文献专架，上架了习近平总书记著作；

重庆大学出版社专架，上架了 2017 年及 2018 年畅销新书、心理及好奇心

系列优秀图书；经典文学套书专架，上架了金庸、亦舒、张爱玲、东野圭吾、

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经典小说集。

（8）拢翠斋（竹园书屋）

拢翠斋位于虎溪校区学生宿舍竹园一栋，装修及家具选取美式休闲风

格，总面积 260 平方米，提供阅览座位 100 个。藏书以人文社科中文学类、

艺术类、地理和传记类等休闲类读书为主，现有书籍 8778 种，10930 册，

期刊 40 余种。特设新时代红色文献专架，上架了习近平总书记著作；重庆

大学出版社专架，上架了 2017 年及 2018 年畅销新书、心理及好奇心系列

优秀图书；经典文学套书专架，上架了金庸、亦舒、张爱玲、东野圭吾、

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经典小说集。

蕉林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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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博雅学院学院分馆

博雅学院学院分馆位于	A 校区博雅学院一楼 101 室，2017	年 10	月	25	

日开馆试运行。现有人文社科类书籍4525册；期刊20余种。面积80平方米，

提供阅览座位 23 个。让读者可以在窗明几净中体会书中风味。

拢翠斋

博雅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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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克思主义理论分馆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馆位于 A	校区人文社科逸夫楼的四楼，面积	160	余

平方米，提供阅览座位 50	余个，目前有馆藏书籍 256 种、611 册。目前只

能在阅览室里阅读书籍，不能外借。

（11）新闻分馆

新闻分馆位于虎溪校区新闻学院五楼，面积百余平方米，提供阅览座

位 20 余个。现有新闻类专业书籍 4998 册，专业期刊 79 种，面向全校师生

开放图书阅览和外借。

马克思主义理论分馆

新闻分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