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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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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数据库名称 资源类型 试用起止时间

2

4

6

8

10

12

14

16

18

中科VIPExam考试库

中科IT微课图书馆

源素通

大学生素质教育O2O资源服务平台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

翻译狗

JoVE科教视频库

京东电子书

科学智库

1 超星学术资源

3 中科UMajor专业课库

5 中科JobLib就业创业总库

7 当当云阅读

11 新时代思政教育数据库

13 爱读宝数据

15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CI）

17 中国生物志库

19
爱思唯尔ClinicalKey

全医学信息数据库

期刊、图书、学位

论文、会议论文、

报纸、标准/法规、

专利、科技报告、

文摘目录、工具书

视频、试卷

视频、试卷

视频、试卷

视频、试卷

视频、素材

图书

文档、书籍、图
片、音频、视频、

课程、课件

视频

文档、视频、素材

翻译平台

期刊、报纸

视频

引文

图书

专题库

专题库

图书、期刊

循证、视频、指南等

2020/02/05～

2020/01/01～

2020/01/01～

2020/01/01～

2020/01/01～

2020/05/08～2020/11/08

2020/05/20～2020/11/20

2020/05/20～2020/11/20

2020/06/02～2020/12/31

2020/08/01～2020/11/30

2020/08/01～2020/12/30

2020/09/07～2020/12/07

2020/09/15～2020/12/31

2020/09/15～2020/12/31

2020/07/22～2020/10/31

2020/09/14～2021/01/31

2020/09/14～2021/01/31

2020/09/15～2020/12/31

9 worldlib人工智能在线咨询 文献传递平台 2020/06/01～

类
型

序
号 数据库名称及网址 资源类型 学科分类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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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6

17

1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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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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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http://wanfangdata.com.cn/）

万方学位论文（http://c.wanfangdata.com.cn/thesis/）

重庆维普（http://lib.cqvip.com/）

读秀学术搜索（https://www.duxiu.com/）

博看数据库（http://x.bookan.com.cn/xnclib/）

万方医学网（http://med.wanfangdata.com.cn/）
超星期刊（http://qikan.chaoxing.com/）

汇雅电子图书（http://www.sslibrary.com/）

超星发现系统（http://ss.zhizhen.com/）

EBSCO（http://search.ebscohost.com/）

Springer（https://link.springer.com/）

迈特思创外文医学库(pubmed全文获取)（https://www.metstr.com/）

SpecialSciDBS国道外文专题库（http://specialsci.cn/）

盈科千信外文数字资源阅览室（http://hbust.newacademic.net/）

百链云图书馆（https://www.blyun.com/）

SpiScholar学术资源在线（http://spis.hnlat.com/）

起点考研网（https://www.yjsexam.com/）

新东方多媒体库（http://library.koolearn.com/）

MeTeL国道多媒体教学资源库（http://www.metel.cn/）

森途学院-职业能力与创业学习资源库（http://www.sentuxueyuan.com/）

51CTO学院（http://e-learning.51cto.com/）

百度教育云平台（https://eduai.baidu.com/）

超星名师讲坛（https://ssvideo.superlib.com/）

起点考试网（http://www.qdexam.com/main/）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https://www.artlib.cn/）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http://data.people.com.cn/xxxjp/）

人民数据（http://data.people.com.cn/）

期刊、学位论文、报纸、年鉴、专利、会议论文、高等教育期刊

期刊、学位、会议、专利、法律法规、科技成果

学位论文

期刊

期刊、图书、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标准/法规、专利、科技报告、文摘目录、工具书

期刊、图书、报纸

期刊
期刊

图书

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其他

期刊

期刊

期刊、文献
期刊、学位论文、报告、会议记录、议题议案、白皮书、专栏专题、
评述报道、法规标准、产品资讯、电子图书、课件、科技查新、查重等

期刊

图书、期刊、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报纸

期刊

试卷与视频

多媒体视频

讲义、课件、大纲、教材、教学音频、
教学视频、作业、习题、阅读材料、

在线制课、课程研究、课程共建、云直播室等

视频、文献、报告、测评工具

多媒体视频资源

文档涉及教育、专业资料、
实用文档、资格考试等领域

多媒体视频资源

视频、试卷

图片、文献

事实性文献

事实性文献

基础科学、工程科技I、工程科技II、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

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I、社会科学II、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

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人文社科、基础科学、农业科学、军事、武器工业等全学科

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人文社科、基础科学、农业科学、军事、武器工业等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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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建筑/水利、生物学/医学、光学/仪器/测绘、材料科学、农业/食品、机械工程、航空/航天、
法律/经济/管理、图书档案/新闻传播、社会科学综合、艺术/语言/文学、自然科学综合、交通运输、
环境/能源、地球科学/天文学、电子/电气、信息/通信、历史/哲学、数学、化学/化工、计算机/控制、
物理/力学、教育学/心理学

人文社科
医药卫生

综合、 人文、 社科、 管理、 经济、 数学、 物理/力学、 地球科学/天文学、 生物、 农业/食品、 医药、
 电子电气、 计算机/网络、 机械、 土木/建筑、 环境/能源、 交通/航空/航天、 化学/化工/材料、

土木/建筑/水利、生物学/医学、光学/仪器/测绘、材料科学、农业/食品、机械工程、航空/航天、法律/经济/管理
图书档案/新闻传播、社会科学综合、艺术/语言/文学、自然科学综合、交通运输、环境/能源、地球科学/天文学
电子/电气、信息/通信、历史/哲学、数学、化学/化工、计算机/控制、物理/力学、教育学/心理学

学术期刊（理、工、农、医、社会科学）、商管财经

科技工程包、生物医学包和人文社科包、其中科技工程专辑涵盖数学与统计、
化学与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物理与天文学、工程等学
科；生物医学专辑涵盖医学、生物医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人文社科专辑涵
盖行为科学、商业和经济学、人文社科和法律等学科

医药、卫生、生物科学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
生物学、电子技术、通讯、核科学等

医学、理工

土木/建筑/水利、生物学/医学、光学/仪器/测绘、材料科学、农业/食品、机械工程、
航空/航天、法律/经济/管理、图书档案/新闻传播、社会科学综合、艺术/语言/文学、
自然科学综合、交通运输、环境/能源、地球科学/天文学、电子/电气、信息/通信、
历史/哲学、数学、化学/化工、计算机/控制、物理/力学、教育学/心理学

综合学科

公共课：政治、数学、英语（一、二）、管理类综合、经济类综合；
统考或专业硕士课程：教育学、计算机、经济学硕士；
统考或专业硕士课程（免费试用）：心理学、西医综合、法律硕士、
历史学、翻译硕士、管理学硕士、金融硕士、新闻传播硕士

英语四六级、考研

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理学（化学、物理学、数学、
科学技术、统计学等）、工学（力学、光学、材料、冶金等）、医学
(基础医学、临床、中医公共卫生、药学、医学技术等)、教育学
（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创业就业等）等等。

就业创业、计算机、形象礼仪、经济专题等

IT计算机类

校园网内所有需要支付下载币的各学科文档、均可免费下载

社会科学综合、自然科学综合

英语类、计算机类、司法类 、考研类、财经类 、工程类、资格类、公务员类等

艺术、人文、美育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国防、外交

哲学、政治、管理学、法学、经济学

科
研

类
学

习
类

思
政

类

15 OFB外文文献库（http://www.ofb-lib.com/） 外文电子图书 全学科



（http://27.24.159.150:8000）。

          

可以，图书馆网站提供访问数据库资源的网址，在校

园网范围内可以直接访问；我校读者身在校外可以通过认

证身份的方式访问

校外访问账号和密码的获取方法：请通过 系统“事务中OA

心”在线申请“更多”——“本校职工申请校外访问图书

馆电子资源审批表”即可。

         五、下载的电子资源无法正常阅读，如何解决？

可依次检查以下项目： 按照电子资源说明安装相应①

的专用阅读器； 安装最新版本的专用阅读器。 有些电② ③

子资源（如超星数字图书）只能在下载的电脑上阅读，拷

贝到其它电脑上则无法打开。

         六、为什么下载不了百度文库中的文献？

目前百度文库下载需在校园网内并且需要登录个人百

度账号。下载范围： 百度文库全库下载券文档范围；① ②

百度文库全库非标价文档全文预览。

         七、为什么不能使用图书馆网站上的电子资源？

可能原因： 目前图书馆电子资源大部分是限制在校①

园网内使用的，校园网外无法使用； 并发用户数已满②

（主要是中国知网）； 网络通讯问题； 数据库服务器③ ④

故障等问题。有问题可联系图书馆技术部

（电话： 转0715-8151212 818）。

          八、校园网内访问中国知网时提示输入账号和密码，如何   

          解决？

直接点击“ 登录”按钮即可。IP

         

需注意以下问题： 电子资源下载的目的仅限于学术①

研究和学习，不能出于商业目的； 不得利用网络工具批②

量下载。恶意下载或商业目的将承担一切不良后果。

         十、如何了解图书馆的新资源和新服务？

新到资源、培训课程、文化活动等动态信息会及时在

图书馆主页、微信公众号、图书馆大厅电子公告屏、图书

馆门口等地方公告或张贴。请经常关注图书馆网站和微信

公众号。（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见封面二维码）

         十一、文献传递服务内容是什么？如何获取?

文献传递服务是为了获取 ：如果您只有文献全文文献

的题录信息，在有关著作权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我馆免费

提供图书、期刊、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报告、标准等电

子文献的全文。具体有 ： 加入湖科文献服务两种方法 ①

QQ 594584726），群（ 在线提交文献关键信息，由“参考

咨询馆员+ 智能助手”，提供 小时全时服务。 学校图AI 24 ②

书馆与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中国高校CALIS）、

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CASHL）、

心（ 等机构都建立了文献传递合作关系，对于本馆NSTL）

尚未购买的电子文献资源，可以通过文献传递的方式获

取，获取方式：数据库检索过程中，根据“文献传递”提

示，按照要求操作即可。

         

可以。目前图书馆使用万方论文相似性检测系统（仅

限中文文献） 提供论文检测服务。读者可以使用免费

S p e c i a l S c i D B S 国 道 外 文 专 题 库

（ 右上角“国道查重”链接自http://specialsci.cn/）

行检测外文文献（自费）。

         

可 以 。 读 者 可 以 自 己 在 图 书 馆 和S p i S c h o l a r

SpecialSciDBS数据库中，通过作者姓名、单位，文献题

名、出版年，论文发表所在期刊名称、卷、期、页码，会

议名称、时间、地点等途径查找收录及被引用情况。您也

可以委托图书馆代为查找，并出具校内认可的收录证明。

         十四、图书馆能够提供预查新服务吗？ 

能够。图书馆针对某研究课题，以描述课题的主题

词、关键词为检索入口，提供从开题立项、研究中期，到

成果验收全程的 文献检索服务。也可以向相关单位免费

（如武汉大学图书馆、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等）推荐收费

查新，并提供查新报告。

         十五、图书馆的Wifi账号密码是什么？

图书馆内已实现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无线网 为SSID

HBKJXY，认证帐号为学校智慧校园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密码，读

者可以使用带有无线上网功能的终端设备（如笔记本电脑等）

接入互联网，认证通过，即可接入校园网。

         十六、如何使用电子图书借阅机？

图书馆开通了超星电子图书借阅机服务。电子图书借

阅机安装在温泉校区图书馆二楼大厅、一楼大厅、咸安校

区图书馆一楼大厅、行政楼二楼大厅、咸安校区教一大

厅，预装了 种独家授权的正版图书。使用步骤如下：3000

① ②扫描机器下方二维码，下载超星学习通客户端； 登陆

客户端，点击左下角条码扫描； 扫描借阅机图书封面上③

的二维码即可下载图书至手机； 打开移动图书馆书架，④

即可阅读已下载图书。

   

查询自己的借阅记录有如下几种方式： 可以在图书馆①

网站主页的“我的图书馆”登录查询； 关注图书馆微信公②

众号，在微服务菜单栏的读者登录栏目登录查询； 通过超③

星学习通，登录后进入移动图书馆模块里面的借阅记录进行

查询。

         十八、图书馆有研修室吗？如何申请？

有。图书馆研修室仅对本校有在研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的

教职工开放，也可对有重大科研项目的学生开放。具体请咨

询图书馆参考咨询部茹丽君（ 电话：Q Q 4 9 0 0 0 3 0 1），

8338045。

         十九、教职工一次可外借图书多少册？外借期限多久？

学校正式教职工可外借图书 册/次，临时工外借 册/2 0 3

次，校外读者外借 册/次。外借期限均为 天。2 90

         二十、通过APP能查找学校图书馆哪些资源？

APP名称 功能 资源内型

全球学术快报 中国知网移动端 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年鉴、工具书

学习通 超星、读秀移动端 期刊、图书、报纸、音视频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移动端 期刊、文献

中文期刊助手 维普移动端 期刊

博看书苑 博看数据库移动端 期刊、图书、报纸

备注：扫描图书馆网站首页下方相应的二维码即可使用。

常见问题解答（FAQ）

一、图书馆有哪些资源？

图书馆文献资源有纸质资源和数字资源（数据库）。

纸质资源可以通过联机公共目录系统（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OPAC）即“馆藏书目”查阅图书馆馆

藏书刊情况。数据库主要有： 学术研究类中文期刊论文①

数据库（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和外文数据

库（如 迈特思创（ 全文获EBSCO、SpringerLink、 PUBMED

取）、国道）； 科普知识类期刊论文库（如博看）；② ③

中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如读秀学术搜索、汇雅电子图

书、 外文文献库）； 政治和艺术类数据库（如人民数OFB ④

据、习近平系列讲话， 世界艺术鉴赏库）； 学生Artlib ⑤

学习类数据库（如新东方多媒体库、 计算机）、51CTO（

森途学院（职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起点考研网）。以上

数据库涵盖学校所有学科专业，基本覆盖教学科研、学生

学习、就业创业、思政建设、书香校园建设、艺术熏陶等

方面，详情请访问图书馆网站“资源导航”页面，从网站

提供的入口网址进入。

直接在图书馆网站首页搜索框“馆藏书目”标签中搜

索关键词，可以按题名（书名）、作者、分类号、出版社

等字段查询我馆收藏图书和期刊情况，本校读者还可以在

馆藏书目系统中进行网上图书的续借、预约、查询个人借

阅情况等操作。如果没有找到馆藏纸质图书，可以通过

“读秀学术搜索”（ 或者学校http://www.duxiu.com/）

文献服务 群（ 获取电子版图书。QQ 594584726），

         三、除了图书馆订购的数据库，还有那些数据库资源可

         用，从哪里可以了解？

除了图书馆订购的数据库，图书馆还积极联系一些未

订购的数据库资源来试用，作为图书馆资源的补充，详情

可以关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或者通过图书馆主页的“试

用资源”栏目来了解。

二、如何查阅学校馆藏纸质资源？

十二、图书馆可以提供论文相似性检测服务（论文查重）吗？ 

四、数据库资源可以在校外访问吗？ 九、下载电子资源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十三、图书馆可以提供文献收录及被引用情况检索服务

（查收查引）吗？ 

      十七、如何查询自己的借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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