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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概况

3+2

实体馆舍

4.2万㎡

建筑总面积

14个

书库及阅览室

5000+

阅览自习座位

7*14小时

每周开放时间

RFID

架位导航/自助借还

人性化设计

WIFI/存包柜/电源

228万

馆藏图书

180+

国内外高水平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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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研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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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先研院未来中心1楼B106

 馆藏12120册图书

 图书借阅、期刊阅览，以及面向企业开展信息咨询服务



高新园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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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与教学中心、会议中心有机融合：
为读者营造学习交流、沟通协作的氛围，促进创新模式的学习、合作与分享。



1. 怎样借阅纸本图书？

2. 如何在校外访问电子资源？

3. 经济管理学科有哪些常用数据库？

4. 学术搜索引擎和发现系统是什么？

5. 如何使用知网进行开题选题？

6. Web of Science怎样助力科研？

7. 怎样进行案例检索、行业/公司检索、统计数据检索？

8. 如何获取全文？

9. 其他工具和软件

用好图书馆的9个问题



1
怎样借阅纸本图书？



进入图书馆检索页面
输入关键词

纸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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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所需图书/期刊

纸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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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下馆藏地
和索书号

纸本图书

正常借期 60天

限借册数 30册

最大续借次数 1次

续借时间 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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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图书导航 自助借还

RFID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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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在校外访问电子资源？



校外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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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WebVPN访问

http://wvpn.ustc.edu.cn ，可通过统一身份认证账号访问图书馆电子资源。

如需进一步了解，请阅读图书馆主页“校外访问电子数据库资源指南” 。

http://wvpn.ustc.edu.cn/


3
经济管理学科有哪些常用数据库？



“数据库地图”可查到图
书馆购买的所有电子资源

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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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信息类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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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数据库

• 中文电子期刊

• CNKI

• 维普

• 万方

• 外文电子期刊

• EBSCO

• Emerald

文摘数据库

• 中文

• 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

•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

• 外文

• Web of Science

专题数据库

• 国泰安CSMAR数据库

• EPS数据平台

• Osiris全球上市公司分析

库

• WRDS沃顿商学院研究

数据平台（Compustat、

CRSP）

经济管理专业常用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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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包括中国知网学术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工具书数据
库、年鉴数据库、报纸数据库

• 远程主站访问，总并发数200个
• 镜像年度更新

CNKI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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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CI是人文社会科学广泛使用的权威性引文索引数据库，与SCIE一起都位于Web of 
knowledge平台。SSCI和SCIE位于同样的界面上，在检索时，可以通过更多设置里的
图标进行勾选。

• SSCI包括56个社会科学学科的3158种权威学术期刊。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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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BSCO host平台上可以使用ASC和BSC

•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综合学术参考类全文数据库，提供8900多种全文期刊；
• Business Source Complete商管财经类全文数据库，提供3700多种期刊的全文，包括
商业案例，哈佛商业评论、哈佛商学院讲座等内容

EB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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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erald主要出版管理学、工程系、图书情报学期刊。可以在线使用其管理、工程、信
息情报类期刊200多种，以及若干个文摘数据库，最早可以回溯到1898年。

• 平台辅助资源包括Emerald Reading List Assist、学习案例集、学术评论集、访谈集、
管理学书评等。

Emer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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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术搜索引擎和发现系统是什么？



22

百度学术



图书馆发现系统

超星发现

Primo发现

超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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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发现（仅限校园网IP使用）

• 截至目前超星发现系统
的数据数量为11亿条

• 超星发现系统每天新增
10万条元数据记录，每
周更新2次

• 3477万种图书
• 4.6亿篇期刊
• 2.1亿篇报纸文章
• 1931万篇学位论文
• 4245万篇会议论文
• 411万篇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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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视化学术分析功能是发现系统区别于传统的检索系统最核心、最显著的功能。

• 可视化学术分析可以为研究者宏观和直观地把握海量数据之间的规律和整体面貌，直观
揭示作者、机构、主题词、知识点之间的关联，为进一步追踪、拓展和创新该领域的研
究提供思路。

超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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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发现



超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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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重要收录文献，有效提升参考文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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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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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秀知识库



5
如何使用知网进行开题选题？





举个例子：我想学习“人工智能”相关方
面的知识



科研过程中需要查什么？ CNKI可以告诉你！

研究成果最新进展

学科领域内经典文献

某项先进技术的成果转化

申请专利时防止重复申请

实证研究需要大量数据

偶然遇到的生僻概念

绘制学术图片时寻找参照

大量的外文资料扩充视野

 期刊、博硕、会议

 高被引文献

 科技成果

 专利

 统计数据

 工具书概念

 学术图片

 外文资源



期刊期刊











博硕士



需要介绍各种概念怎么办？——利用百科、词典等工具书资源

百科、词典搜索：查找专业学术概念



写综述时，想知道国外进展怎么办？——外文文献

快速获取外文文献，了解国外

同行研究热点

外文合作数据库

--跨国界遴选同步信息资源

免费正版题录信息，跳转原库提供下载！



想知道事实类资源怎么办？——年鉴



想知道数据类资源怎么办？——统计数据



想找一些专业图片怎么办——图片库

学术图片库

—提供有出处来源的权威学术图片，

用以丰富学术研究素材，

作为绘图参照、形象化学术研究



想查阅标准或专利类资料怎么办——专利、标准、成果库

科技资料必查库

—查新、成果辨析必备资料支持



想了解行业最新资源，了解学科发展动态——会议库



6
Web of Science怎样助力科研？



Web of Science

• 基于Web of Science平台的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作为全球权威的引
文数据库，广泛收录了世界一流的学
术研究成果。

• 其强大的分析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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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课题的发展
趋势、选择合适的期刊进行投稿等方
面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把握相关课题，
寻求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点。为科研人
员建立了“检索—分析—管理—写作”
的创新型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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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Web of Science平台

个性化服务功能

InCites/JCR/ESI/EndNote 网络版的入口

49



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简介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科学引文索引) 
• 176个学科的8678种高质量学术期刊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56个社会科学学科的3158种权威学术期刊。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
• 收录28个人文艺术领域学科的1744种国际性、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数据内容 。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Social Science & 
Humanities(会议录引文索引– 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与人文版) 

• 超过160，000个会议录，涉及250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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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先读哪些文章？

1. 高影响力论文（被引频次降序、ESI高被引论文）

2. 高水平论文（综述（review）、ESI热点论文）

综述性文献：

• 是针对某一专题，对大量原始研究论文中的数据、

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写成

的论文。

• 阅读综述，可在较短时间内了解该领域的最新研

究动态，可以了解若干篇有关该领域的原始研究

论文。

站在世界科学研究前沿（Web of Science）：锁定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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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课题的发展趋势及判断课题的发展阶段出版年分析

•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国家与地区

• 可进一步限定，进行深入分析
国家地区分析

• 发现该领域的高产出研究人员

• 选择潜在的合作者
作者分析

• 发现该领域高产出的大学及研究机构

• 发现深造的研究机构
机构分析

• 了解有关研究在不同学科的分布情况 ,寻找跨学科研究情况研究方向

• 与课题相关的学术期刊列表，供投稿参考

• 链接到JCR查看期刊的影响因子
来源期刊

站在世界科学研究前沿（Web of Science）：分析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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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怎样进行案例检索、行业/公司检

索、统计数据检索？



• GC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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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六个数据库组成

• 提供案例全文、案例素材和案例索引三种类型的文献数据，以满足用户在案例教学和案
例开发中的全面需求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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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安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由股票市场系列、公司研究系列、基金市场系列、债
券市场系列、衍生市场系列、经济研究系列、行业研究系列和专题系列等几大部分构成，
提供了精准翔实的金融研究数据和专业的数据研究工具。

• 经过管理学院试用评估，引进CSMAR21个子库，提供给师生读者使用。

国泰安CSMA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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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简称EPS数据平台）是集丰富的数值型数据资源和强大的分析
预测系统为一体的覆盖多学科、面向多领域的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与数据分析平台。

• 开通正式购买了世界能源数据库、世界教育数据库、中国工业经济数据库、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中国工业行业、中国工业产品产量数据库等10个子库。

EPS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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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宏经济研究与应用平台由国家发改委所属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
员会、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等权威机构联合研制。汇集我国经济学家思想、课题研究成
果、以及各类经济信息的最大整合平台。

• 平台包括20类大库、100类中库，数据量超过100万条，文字量超过30亿字，每日更新

中宏经济研究与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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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iris 数据库是研究全球各国证券交易所内155个国家超过80,000家上市公司的大型专
业财务分析库(含中国深/沪及海外上市公司数据)

• 《Bankscope －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Oriana －亚太企业分析库》、
《Zephyr －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EIU Countrydata －国家数据》（试用）

全球上市公司分析库Osi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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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DS沃顿商学院研究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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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DS（Wharton Research Data Services）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于1993
年开发的金融领域的跨库研究工具，被学术界、政府机构、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公司的用
户广泛使用。

• 该平台整合Compustat(标准普尔)、CRSP(芝加哥大学)、TFN(THOMSON)、TAQ(纽
约交易所)等多个著名数据库产品，同时还提供包括CBOE在内的十个公开数据库。



Compustat数据库（WRDS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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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简介：
Compustat数据库可提供美加地区超过24000家上市公司的详细季度和年度财务
报表与财务指标的历史数据。该库收录北美及全球上市公司近20年的财务数据，
另外亦提供北美回溯版，包括400家公司自1950年以来的财务资料；提供约180

种模板报表、上市或下市公司财务数据等信息；并可整合最新的或历史性的主
要财务数据以制作所需的报表和图表。

研究用途：
用于支持全球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回溯性研究。应用的研究领域包括：资产分
析、计量分析、竞争者分析、公司资本结构、财务比率、合并与购并、R&D、
资本及存货投资、股市报酬、及资本市场效率等主题。

访问方式：
该数据库通过WRDS平台提供访问，用户需拥有WRDS个人账户，方可使用。



CRSP证券价格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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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简介：
CRSP，全称Center for Research of Security Prices（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由芝加哥大学商学研
究生院于1960年成立，是证券领域极具权威的数据库。该库广泛收录了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价
格和交易数据，提供自1926年以来美国上市公司单日、月度、年度的股票价格、收益率、红利、
交易信息等数据。

收录数据时间范围：
纽约证券交易指数：数据资料始于1925年12月31日
美国证券交易指数：数据资料始于1962年7月2日
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指数：月数据资料始于1972年12月29日，日数据资料始于1972年12月14日

访问方式：
该数据库通过WRDS平台提供访问，用户需拥有WRDS个人账户，方可使用。



8
如何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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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主页“文献传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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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获取论文神器-“Endnote Click”（kopernio）

• Kopernio 是一个免费的浏览器插件及在线工具，集成了超过2万个期刊网站、

平台、数据库、开放获取知识库和搜索引擎，从而帮助用户实现一键式合法获

取学术期刊全文文献。 (Google Chrome 或 Mozilla Firefox可使用)

Click "Kopernio" at the top of the 

Web of Science interface. 



9
其他工具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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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查重参考工具

笔杆网

• 收录整理了超过5亿元数
据，15亿引文数据

• 围绕毕业论文写作和职称
论文写作服务，目前分为
6大模块：选题分析，资
料搜集，提纲推荐，在线
写作，参考文献，论文查
重



文献管理：
 本地建立个人数据库，随时查找收集到的文献记录
 通过检索结果，准确调阅所需PDF全文、图片和表

格
 将数据库与他人共享，对文献进行分组，分析和查

重，自动下载全文

论文撰写：
 随时调阅、检索相关文献，将其按照期刊要求的格

式插入文后的参考文献
 迅速找到所需图片和表格，插入论文相应的位置
 在转投其他期刊时，可迅速完成论文及参考文献格

式的转换

文献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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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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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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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ustclib

• 微主页可以实现馆藏查询、图
书续借、存包柜、研修室预订
等功能

• 包括读书笔记、图书推荐、美
文欣赏、校园文化、活动通知
等内容



咨询答疑

新生专栏之

“读者指南”

BBS

“图书馆”版

联系电话

63606504、60602330

63607832

Email：

lib@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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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蜗在线咨询
（推荐使用）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