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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概况
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
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
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也是全校师生学习研究的重要场所。
山东财经大学图书馆共有四处馆舍：舜耕馆、燕山馆、圣井馆和明
水馆，馆舍面积总计 33030 平方米，设有 13 个外借书库、3000 多个阅
览座位。
截至 2015 年底，全馆纸本藏书 299 万册，另有电子图书 310 万种。
馆藏学科覆盖面广，以经、管、文、法、理、工为主要建设领域，并积
极向其他学科延伸，尤以经、管学科文献的收藏最为完整。
近几年来，图书馆重视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加大了对网
络设施、软件平台和数字文献资源的投入，购进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
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超星数字图书馆、Web Of Science（SCI/SSCI）、Elsevier 全文
期刊数据库、EBSCO 外文期刊数据库、Econlit 美国经济学会数据库、
ProQuest 学位论文数据库等中外文期刊论文及电子图书数据库，传统纸
本文献和现代电子文献相结合的文献保障服务体系已具备相当规模。为
充分揭示馆藏信息资源，图书馆建立了内容丰富的网站，实行 24 小时不
间断开放，读者可随时从学校的宿舍、办公室等区域检索到本馆收藏的
文献资源。全馆已被校园无线网络覆盖，读者可在馆内实现无线上网。
图书馆下设办公室、资源建设部、流通一部、流通二部、阅览一部、
阅览二部、信息咨询部、特藏部、技术部、经济学科中心等部门。图书
馆注重员工队伍建设，通过引进、培训等形式使馆员的整体素质明显提
高。全馆现有工作人员 121 人，本科以上学历 94 人，其中研究生 22 人。
图书馆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实行全方位服务、全馆藏开
架的服务模式，可提供参考咨询、馆际互借、专题检索等多种类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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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服务。图书馆全体员工将以更加优质的服务为学校的教科研提供
良好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力争把本馆建成“高水平、有特色、开放型”
的现代化图书馆。

二、读者服务部门介绍
(一)舜耕馆
1.样本图书阅览室（一层东部）
包括第一、二样本图书阅览室（含特藏书架和保存本书架）
，收藏中
文样本图书，其中包括《四库全书》、《丛书集成》
、
《四部备要》、
《民国
丛书》等珍贵文献。供教工及研究生室内阅览。
2.提存书库（一层中南部）
收藏多复本图书、低流通率图书及部分剔旧图书，部分复本图书供
教工学生外借。
3.机检厅（二层大厅东部）
大厅内陈放计算机 6 台，供读者查询本馆藏书刊目录信息、读者借
阅信息、新书通报等。
4.第一外借书库（二层西部）
收藏 F 经济类中文图书，是经济类图书主要借书处。对教工学生提
供外借服务。
5.第二外借书库（二层中部）
收藏以下类目中文图书：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B 哲学、宗教；D 政治、法律；H 语言、文字；N 自然科学
总论；O 数理科学和化学；P 天文学、地球科学；Q 生物科学；R 医药、
卫生；S 农业科学；U 交通运输；V 航空、航天；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对教工学生提供外借服务。
6.第三外借书库 （二层东部）
收藏 I 文学类中文图书。对教工学生提供外借服务。
7.办证处（二层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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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借阅证件（校园卡）的挂失、补证、回收、借阅证密码查询，
办理图书丢失赔偿，图书超期占用费现金收取等工作。
8.读者服务部（二层东部）
为教工学生提供打字、复印、扫描、刻录等服务，并提供经济、计
算机、英语等方面的教学参考书，各类考试用书及文学书。
9.经科特藏书库（三层西南部）
收藏经济科学出版社所赠经济、管理类图书。
10.第四外借书库（三层西部）
收藏以下类目中文图书：C 社会科学总论；E 军事；G 文化、科学、
教育、体育；J 艺术；K 历史、地理；T 工业技术（含计算机）
；Z 综合性
图书。对教工学生提供外借服务。
11.中文图书阅览室（三层中部）
收藏中文教学参考书、中外文工具书、中文检索期刊合订本。供教
工学生室内阅览。
12.外文书刊借阅室（三层东部）
收藏外文图书、外文期刊及与外文相关的工具书复本。供教工学生
室内阅览，其中的复本提供外借。
13.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室（四层西南部）
收藏中外文现刊 1100 余种。供教工及研究生室内阅览。
14.报刊阅览室（四层西部）
收藏中文现刊 540 余种、报纸近 50 种及近几年的中文期刊合订本。
供教工学生室内阅览。
15.电子阅览室（六层西部）
该室有机位 93 个，供教工学生使用。可提供数据库检索利用、上因
特网、书目检索、语言学习和电子读物点播等服务。
(二)燕山馆
1.第一书库（一层 123 室）
收藏以下类目中外文图书：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B 哲学、宗教；C 社会科学总论；D 政治、法律；E 军事、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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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教工学生提供外借服务。
2.基本书库（一层 119 室）
收藏各类下架图书、出版时间较早的图书。对教工学生提供外借服
务。
（如需借该书库图书请查询到图书的索书号后到 210 室找毛老师借
阅。）
3.咨询台（二层大厅内）
大厅内陈放计算机 4 台，供读者查询本馆藏书刊目录信息、读者借
阅信息、新书通报等。
4.第二书库（二层 210 室）
收藏以下类目中文图书：H 语言、文字；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O 数理科学和化学；R 医药、卫生；TN 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TP 自
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TS 轻工业、手工业；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Z
综合性图书。对教工学生提供外借服务。
5.第三书库（三层 303 室）
主要收藏工具书，包括年鉴、手册、政书、辞表、辞典、名录、表
谱和百科全书等。供教工学生室内阅览。
6.第一阅览室（三层 310 室）
收藏中文现刊 500 余种，报纸 50 余种，所藏期刊侧重综合性。期刊
按汉音序排架。供教工学生室内阅览。
7.第二阅览室（三层 305 室）
收藏中文现刊 400 余种，外文现刊近 40 种；提供近三年中文过刊合
订本 1000 余种，6000 余册，所藏期刊侧重专业性。期刊先按年代后按
音序排架。供教工学生室内阅览。
8.第四书库（四层 410 室）
收藏以下类目中文图书：I 文学；J 艺术；K 历史、地理。对教工学
生提供外借服务。
9.旧报阅览室（四层 405 室）
收藏国内各种报纸百余种。其中藏有较为珍贵的《申报》全套影印
本；
《晨报》和《民国日报》等部分影印本，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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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报纸名称的汉语拼音顺序排架。供教工学生室内阅览。
10.过刊阅览室（四层 403 室）
收藏 2000 年以来的中文期刊合订本 2600 余种，共 15000 余册；英、
日俄等西文过刊百余种，近 4000 册。供教工学生室内阅览。
11.办证室（四层 403 室）
负责新生读者信息注册、毕业生读者信息注销，借阅证件（校园卡）
挂失和借阅密码查询、修改，办理图书丢失赔偿等工作。
12.第五书库（五层 510 室）
收藏馆藏样本图书。供教工学生室内阅览。另外还提供随书光盘的
拷贝服务。
13.信息咨询部（一层 109 室）
提供参考咨询、读者教育与用户培训、电子资源与多媒体资源建设
与推广、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等服务。
(三)圣井馆
1.第一外借书库（闻道楼一层南部）
收藏以下类目中文图书：B 哲学、宗教；F 经济；K 历史、地理；N
自然科学总论；O 数理科学和化学；P 天文学、地球科学；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S 农业科学；T 工业技术（含计算机）
；U 交通运输；V 航
空、航天；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Z 综合性图书。对教工学生提供外借
服务。
2.第二外借书库（闻道楼一层北部）
收藏以下类目中文图书：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C 社会科学总论；D 政治、法律；E 军事；G 文化、科学、
教育、体育；H 语言、文字；I 文学；J 艺术。对教工学生提供外借服务。
3.报刊阅览室（闻道楼二层北部）
收藏中外文报刊。供教工学生室内阅览。
(四)明水馆
1.综合书库（一号教学楼地下一层）
收藏除经济类的图书。对教工学生提供外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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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书库（二号教学楼地下一层）
收藏经济类图书。对教工学生提供外借服务。
3.期刊阅览室（四号教学楼南侧报告厅）
收藏期刊 561 种，近 4000 册；同时收藏主要大报及专业性报纸。供
教工学生室内阅览。

三、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
(一)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主要内容
1.阅览服务
阅览服务是组织读者在阅览室内利用文献的一种服务方式。阅览室
有安静和清洁的环境，是读者读书治学的良好场所。读者在阅览室可以
阅览到许多不外借的文献，如工具书、现期期刊、特种文献等。
2.外借服务
外借服务是满足读者将馆藏文献借出馆外利用的一种服务方式。读
者根据需要所借出的文献，在图书馆规定的期限内，享有使用权，承担
保管义务，自由安排时间阅读，不受空间和图书馆开馆时间的限制。本
馆的第一书库、基本书库、外借书库、综合书库、经济书库、外文书刊
借阅室等都是提供外借服务的场所。
3.咨询服务
咨询服务也称参考咨询服务，读者在科学研究、工作及学习过程中，
往往会遇到一些与利用图书馆及文献信息有关的问题，图书馆根据读者
提出的问题给予解答，对于疑难问题，要利用各种目录、索引、词典、
百科全书、数据库及网络资源，为读者提供具体事实或有关的文献资料。
本馆信息咨询部及各阅览室、图书外借处均提供咨询服务，读者也可利
用图书馆主页的咨询平台或拨打电话 82617738、82911158（舜耕）、
88525939（燕山）进行咨询。
4.数字化信息服务
数字化信息服务是图书馆新兴的一种高科技服务手段，它通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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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主开发或购入的数字化信息向读者提供服务。本馆为方便读者检
索馆藏文献，已建成馆藏书刊目录数据库。现购入的数字化信息主要有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
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国泰安 CSMAR 系列研究数据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信息网、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中科 VIPExam 考试学习资源数据库、
超星数字图书馆系列数据库、Web Of Science（SCI/SSCI）、Elsevier
全文期刊数据库、EBSCO 外文期刊数据库、Springerlink 电子资源等。
5.馆际互借服务
馆际互借服务是指图书馆之间、图书馆与其它信息机构之间提供文
献的服务，是为读者提供所需而本馆没有的文献，是为了实现资源共享
而开展的馆际间的协作服务。本馆馆际服务主要内容：为本校读者复印、
传递本馆未收藏的图书、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为本校教
工、研究生借阅本馆未收藏的图书；为本校教工、研究生提供驻济高校
图书馆通用借阅证。本馆信息咨询部提供馆际互借服务，咨询电话：
82911158（舜耕）
、88525939（燕山）。
(二)图书馆文献提供方式
1.开架方式
开架方式是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的书刊提供方式。开架借阅，读者
可以直接从书架上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书刊，因而可以简化借阅手续，缩
短借阅时间。开架借阅使读者能够接触大量的书刊，可以开阔读者的视
野，提高读者阅读兴趣和求知欲望。开架借阅虽有许多优点，但也有不
足，主要是容易乱架、破损和丢失。本馆为了方便读者借阅，书刊提供
主要采用全方位开架方式。因此，为了保护藏书，希望广大读者在选择
借阅书刊时要自觉爱护图书，严格遵守图书馆的借阅制度。
2.闭架方式
闭架借阅，读者不能直接到书架上挑选书刊，必须先进行书目检索
找到所需书刊，然后由工作人员传递才能借到书刊。闭架方式不仅手续
繁杂，等候取书时间长，而且读者仅凭书目很难了解一种书的全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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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闭架情况下借出的书刊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闭架方式有利于藏书
的保护。
3.半开架方式
半开架方式，读者能看到书刊外貌，可浏览挑选，但不能自己取，
借阅时必须通过工作人员传递。

四、图书分类法简介
图书馆藏书是图书馆工作人员运用图书分类法，经过精心分类编排
而成的有条理、有系统、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知识网络。图书分类法是将
图书分门别类地组织成体系的方法。它主要是通过图书分类表和分类规
则体现的。目前我国使用的分类法有多种，常用的有：
《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
（简称《中图法》
）、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简称《科图法》
）
、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简称《人大法》
）
。其中《中图法》
是我国新编的一部综合性的大型图书分类法，由于它的类目较全面，能
够反映最新的科研成果，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图书情报单位都采用这部分
类法。本馆从建馆开始即采用《中图法》，因此，读者了解《中图法》的
分类体系，对检索图书非常有益。
（一）类目简介
《中图法》首先将知识分为“哲学、宗教”、
“社会科学”、
“自然科
学”三大部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指
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个基本部类列于首位。此外，考虑到图
书文献本身的特点，对于一些内容庞杂、类无专属、无法按某一学科内
容性质分类的图书，概括为“综合性图书”，也作为一个基本部类置于最
后，由此形成五大部类：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由于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这两门科学的内容很多，发展很快，为满足图书分类及广
大读者查找的需要，
《中图法》依据从总到分，从一般到具体，从低级到
高级的原则以及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社会科学部类下分出九大类，
8

在自然科学部类下分出十大类，组成为拥有二十二个大类的体系完整的
分类表。
全部大类如下：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B

哲学、宗教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在此表的基础上，每个大类按图书的内容和形式特征等，划分为若
干基本类目。还可以根据一定的标准，继续逐级划分成若干小类，这样
一层层地复分下去，便形成了一个有条理、有系统、有一定内在联系的
逐步展开的类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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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类号
分类号是图书分类法中代表类目的符号。
《中图法》的分类号由汉语
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用一个字母标志一个大类，用字母的顺序
反映大类的序列。用“字母+数字”的形式表示大类下的各级类目，个别
类目也采用双字母形式。如“F”代表“经济”类，
“F8”代表“财政、
金融”类，
“F810”代表“财政理论”类。即所有分入“经济”类的书，
无论书名是否相同，都用“F”作标记，在“F”类目下又依次排列着代
表该大类中各学科门类的阿拉伯数字，如“F81”代表“财政、国家财政”
类、
“F812”代表“中国财政”类，
“F82”代表“货币”类，
“F83”代表
“金融、银行”类等。再如“T”代表“工业技术”类，
“TP”代表“自
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 类，
“TP3”代表“计算技术、计算机技术”类。
《中图法》中的数字是按小数制由小到大排序，排检时可把它看作
省略了零和小数点的小数，如 F812 可看作 F0.812。如果按整数顺序去
理解《中图法》的排列，查找图书时可能会浪费时间。例如 F812 和 F83，
如果按整数排列 83＜812，F83 在前，F812 在后，而小数排列则相反，
F812 在前，F83 在后。

五、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
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是通过联机检索，以实现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
共享的现代化的检索系统。通过本馆书目检索系统，读者在因特网上的
任一接点都能查询到本馆的书目信息、新书通报、读者借书等信息，还
可以推荐购书。
，在“联机检
读者可登录图书馆主页（http://lib.sdufe.edu.cn/）
索”栏目，点击“馆藏书刊查询”；也可利用图书馆提供的检索机，点击
“馆藏书刊查询”进入书目检索系统（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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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一）书目检索
读者可从书目检索系统首页上方文本框中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
即可（见图 2）
。也可选择文献类型、检索类型、检索模式等。

图2
1.检索类型
点击“请选择检索类型”列表框，列出题名、责任者、主题词等类
型，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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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题名检索：输入字或词，可检索出书名中含有该字或词的图书。
也可输入书名，直接检索图书。
例如：检索本馆收藏的书名是“金融学原理”的图书
选择系统默认的“查询类型”，即“题名”，在上方文本框中输入“金
融学原理”
，点击“检索”即可（见图 3）
。

图3
（2）责任者、主题词、分类号、出版社、丛书名等检索方法同上。
（3）ISBN/ISSN 检索：ISBN 是国际标准书号英文“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的缩写。输入国际标准书号，可检索出该图书。
ISSN 是国际标准刊号的缩写。检索方法与 ISBN 相同。
（4）索书号检索：索书号是反映每种书刊按一定顺序具体存放在书
架上某一位置的排架号码，它由分类号、书次号和辅助区分号组成。本
馆中文图书的书次号采用种次号。种次号是将同类书中的不同图书按分
编的先后顺序，依次分配给每种图书的数字。辅助区分号，又称同种区
分号，主要有年代号、版本号和卷次号等。
本馆索书号的排列顺序是分类号、种次号、辅助区分号，分类号和
种次号之间用“/”相隔，种次号和辅助区分号之间用“：
”
、
“=”等相隔。
分类号中的数字是按小数制由小到大排序，种次号中的数字是按整数制
由小到大排序。
读者检索到书刊后，记下索书号，到书库、阅览室办理借阅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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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要记录完整，中间的“/”、“=”等符号不可省略，例如“F8/12”
代表“财政、金融”类的第 12 种书，
“F812”代表“中国财政”类图书。
2.查询图书详细信息
读者利用以上方法检索到图书后，如果想了解图书的详细情况及相
关信息，可进行以下操作。
例如：查看（美）斯科特·贝斯利，尤金·F 布里格姆著的《金融学
原理》
在检索结果列表中找到目标图书，点击目标图书的书名，即可得到
该图书详细情况及馆藏信息（见图 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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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询馆藏信息
馆藏信息可以为读者提供书刊的索书号、条码号、馆藏地、书刊状
态等。从图 4 可知，该书目前可供借阅的共 11 本。提供外借的书：2 本
在明水馆经济书库，2 本在燕山馆第一书库，3 本在圣井馆第一外借书库，
3 本在舜耕馆第一外借书库；提供阅览的书：舜耕馆第一样本图书阅览
室。读者可根据书刊的索取号和馆藏地到书库或阅览室查找并借阅。图
书如果全部借出，读者可以提前预约借书，提前预约过的图书，5 天内
如该书归还，图书馆工作人员会将之提出，自该书归还日 7 天内，供预
约者优先借该书。
预约方法：点击“读者预约”（见图 4），在“用户名”文本框中输
入校园卡号，在“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密码，点击“登录”
，在右下方选
“预约”，点击“执行预约”即可。
（二）读者信息查询
在图书馆主页的“联机检索”栏目，点击“登录我的图书馆”
，输入
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见图 5、图 6）。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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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读者在首次登录时需要进行身份认证（输入校园卡上的姓名）
，认证
成功后方可查询各项内容。学生读者用户名和初始密码是本人正式校园
卡号。
登录“我的图书馆”，可以了解读者证件、书刊借阅、预约借书、书
刊遗失等信息，还可续借图书、借阅证挂失等（见图 7）
。

图7
（三）新书通报
为读者提供图书馆各馆藏地最近一天至近一个月的新书上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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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图书馆电子资源简介
电子资源是指以电子数据的形式把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
形式的信息存贮在光、磁等非纸介质的载体中，并通过网络通信、计算
机等方式再现出来的资源。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数据库及因特网
信息资源等多种形式。为丰富馆藏，方便检索，满足广大教工学生学习
及教学科研需求，本馆自主开发并购买了多种电子资源。自主开发的主
要有馆藏书刊目录数据库、山东财经大学学位论文库，购买的主要有：
（一）中文电子资源
1.CNKI 中国知网系列全文数据库
（1）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AJD）
》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
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截至 2012 年 6 月，收录国内学术期
刊 7900 多种，其中创刊至 1993 年 4600 余种，1994 年至今 7700 余种，
全文文献总量 3400 多万篇。核心期刊收录率 96%；独家或唯一授权期
刊共 2300 余种，约占我国学术期刊总量的 34%。
（2）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DFD）
》是国内内容最全、质
量最高、出版周期最短、数据最规范、最实用的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覆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
各个领域。截止 2012 年 6 月，收录来自 404 家培养单位的博士学位论
文 17 万多篇。收录全国 985、211 工程等重点高校，中国科学院、社会
科学院等研究院所的博士学位论文。
（3）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MFD）
》是国内内容最全、
质量最高、出版周期最短、数据最规范、最实用的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覆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学、医学、哲学、人文、社
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截止至 2012 年 6 月，收录来自 621 家培养单位的优
秀硕士学位论文 146 万多篇。重点收录 985、211 高校、中国科学院、社
会科学院等重点院校高校的优秀硕士论文。
（4）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CND）》收录 2000 年以来中国国
内重要报纸刊载的学术性、资料性文献的连续动态更新的数据库。
至 2011
年 7 月 6 日，累积出版报纸全文文献近 879 万篇。收录了国内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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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 580 多种重要报纸。
（5）《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CPCD)》收录了国内重要会议
主办单位或论文汇编单位书面授权，投稿到“中国知网”进行数字出版
的会议论文。重点收录 1999 年以来，中国科协、社科联系统及省级以上
的学会、协会，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关等举办的重要会议上发表的
文献。其中，全国性会议文献超过总量的 80%，部分连续召开的重要会
议论文回溯至 1953 年。截至 2012 年 6 月，已收录出版 1.2 万多次国内
重要会议投稿的论文，累积文献总量 170 多万篇。
（6）
《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IPFD）
》收录了国内外会议主办单
位或论文汇编单位书面授权，投稿到“中国知网”进行数字出版的国际
会议论文。重点出版 2010 年以来，IEEE、SPIE、IACSIT 等知名国际组
织或国内学术机构主办或承办的国际会议上投稿的文献，其中连续性召
开的系列会议文献最早回溯至 1981 年。截至 2012 年 6 月，已收录出版
2500 次国际学术会议投稿的论文，累积文献总量 34 万多篇。
（7）
《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连续更新的动态年
鉴资源全文数据库。内容覆盖基本国情、地理历史、政治军事外交、法
律、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医疗卫生、社会生活、人
物、统计资料、文件标准与法律法规等各个领域。
本馆订购内容：
购买了 97 年至今以下专辑：
（1）哲学与人文科学专辑
（2）经济与管理科学专辑
（3）社会科学Ⅰ、Ⅱ专辑
（4）基础科学专辑
（5）信息科技专辑
注意事项：
（1）在校园 IP 段范围内的用户系统自动识别，无需填写用户名、
密码。特殊情况下如不自动登录，请选择“IP 登录”或者填写用户名、
密码，用户名和密码均为 sdcjdxlib。
（2）初次使用 CNKI 网格资源平台，需要下载 CAJ 全文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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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是印刷版《复印报刊资料》的电
子版，精选全国各报刊上所发表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全文。网络版的内
容比印刷版更宽，收录文献也多。 囊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
分为九大类，包括政治学与社会学类、哲学类、法律类、经济学与经济
管理类、教育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学类、文化信息传播类以及其他
类。每个类别分别涵盖了相关主题的期刊文章。收录年限从 1995 年至今，
部分专题已回溯到创刊年。
3.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原名为《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
（挖掘版）
，是一个集统计数据查询、数据挖掘分析及个人数据管理于一
体的大型统计年鉴（资料）数据总库。数据库完整收录了建国以来我国
已出版发行的 708 种权威统计资料，其中，仍在连续出版的统计年鉴资
料有 150 多种，内容覆盖国民经济核算、固定资产投资、人口与人力资
源、人民生活与物价、各类企事业单位、财政金融、自然资源、能源与
环境、政法与公共管理、农民农业和农村、工业、建筑房产、交通邮电
信息产业、国内贸易与对外经济、旅游餐饮、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
药卫生等行业领域，是我国最大的官方统计资料集合总库。
本库将重要统计年鉴的统计指标“挖掘”整理成为指标数值数据库，
并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为您提供便捷的一站式的数据分析平台，以提高课
题研究的效率。
4.国泰安 CSMAR 系列研究数据库
《国泰安 CSMAR 系列研究数据库》由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GTA）
开发，通过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网站为高校及机构研究者提供数据下载
和研究信息服务的系统。主要包括数据下载服务、研究服务、学者服务、
客户服务、账户管理、学术论坛等功能模块。数据主要包括：经济类、
公司情况、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
金市场、高频交易、市场资料、香港数据、海外市场等。
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简称《国研网》
）是以国务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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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的信息资源和专家阵容为依托，汇集、整合国内外经济金融领
域的研究成果和经济信息，是集理论研究、形势分析、政策解读、数据
发布、辅助决策于一体的专业经济信息平台。 内容包括国研报告、宏观
经济、金融中国、行业报告、世经评论、财经数据、高校管理决策参考。
6.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简称《中宏网》）由国家计委所属的中国
宏观经济学会、中宏基金等机构共同发起，设计定位于“宏观经济与微
观经济的结合部”
，帮助用户从宏观战略的高度指导微观运营，从微观实
践的角度解析宏观政策。
《中宏网》由 19 类大库、74 类中库以及 500 类细分库组成，数据
量超过 100 万条，文字量超过 20 亿字，每日更新量超过 600 条，为目前
门类最全、分类最细、容量最大的专业数据库。
《中宏网》涵盖了九十年
代以来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金融保险、投资消费、世界经
济，政策法规，统计数据，研究报告等方面的详尽内容。
7.道琼斯全球财经资讯教育平台
道琼斯、新华在线联手制作的中、英文全球财经资讯平台。数据库
包含道琼斯公司旗下所有刊物（包括华尔街日报，远东经济评论，巴伦
周刊等）及道琼斯通讯社的文章。
数据库主要栏目包括：特色专栏 、专题报道、中国经济参考、亚太
财经、美洲财经、欧洲财经、政治与经济、央行观察、行业聚焦、经营
之道、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商品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职场专
版、个人理财、生活方式等。
8.EPS 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
《EPS 全球统计数据/分析平台》是将数据库和数据分析软件进行整
合，为研究、教学、投资等提供专业服务的数据平台。
EPS 数据库涵盖经济、金融、会计、贸易、能源等领域实证与投资
研究所需的绝大部分数据，参考了 SAS、SPSS 等国际著名分析软件的设
计理念和标准，在完整、全面、权威的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数据
分析和数据预测功能，突破了传统数据库数据单一、操作复杂的使用方
式，通过内嵌的数据分析预测软件在平台内只需点击相关按钮即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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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的分析和预测。
9.RESSET(锐思)金融研究数据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RESSET/DB）是一个为模型检验、投资研
究等提供专业服务的数据平台。RESSET/DB 由多位国内外著名高校和研
究机构的专家全程参与，充分参照国际著名数据库的设计标准，又结合
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实证研究为导向整体设计而成。
RESSET/DB 数据内容涵盖股票、固定收益、基金、宏观、行业、港
股、外汇、期货、黄金等系列，近百个数据库，包括中英文各数百张表，
近两万个字段的内容，囊括了经济、金融、会计实证与投资研究所需的
绝大部分数据。RESSET/DB 数据经过 100 多道校验和清洗程序，确保准
确性。此外数据库支持单次下载量超过 200 万条（近 1G 数据）
，十余种
格式下载（含 SPSS、SAS、MATLAB、R 等格式）
。
10.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是由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与国家发改委、国
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各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合作，经过长
期数据积累并依托自身技术、资源优势，通过专业化加工处理组织而成
的一个综合、有序的庞大经济统计数据库群。内容涵盖宏观经济、行业
经济、区域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等各个领域，是一个面向社会各界用户提
供全面、权威、及时、准确的经济类统计数据信息的基础资料库。
11.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Global Cases Discovery System，GCDS）是由
北京华图新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大型案例文献数据库集群。GCDS 整合
了世界众多知名案例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定位于为从事案例开发和案
例教学的用户提供一站式检索和传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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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正保远程多媒体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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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保远程多媒体资源库》汇集了正保集团旗下的高端精品课程，
会计课程是正保远程教育旗下“中华会计网校”的高端精品课程。
本馆购买的学习库中包括会计从业、初级会计职称、注册会计师的
课程内容。
13.网上报告厅
《网上报告厅——高校版》是北京爱迪科森从《网上报告厅》自推
出以来进行了 12 次改版产品革新的又一成果。8 年来共有 70 万分钟，
30000 余篇的优质资源涵盖 12 大学科门类，8 个兴趣方向，几乎涵盖了
所有大学的专业的学术视频，平台整合了经济、管理、价值观、世界观、
心理能力培养、就业、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文学、历史学等 20 个
类别的资源分类。
课程资源集学术性、科普性、趣味性与一体，数千位专家经典课程，
开拓老师和学生视野，转变观念、提升其综合素质在这里总会找到你所
感兴趣的内。
14.北大法意
《北大法意网》拥有法规数据库、案例数据库、合同数据库等三大
基础数据库群组。是北京大学实证法务研究所研发的综合全面的法律信
息网上查询系统，由法院案例库、法律法规库、法学论著库、法学词典
库、法律专题库等各个子库组成。其不仅仅支持常规的引导查询方式，
更提供案例高级检索、法规高级检索、法规逐条检索、法学论著检索等
高级检索功能。
15.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网络课程数据库》是由新东方在线推出的“一站式”综合
学习平台。学习库包含网络课程和学习服务。其中网络课程包含国内考
试、出国考试、应用外语、实用技能、求职指导和资格考试等六大部分，
课程内容全部由新东方优秀教师和集团培训讲师授课；学习服务包含模
拟考试平台、练习平台、互动答疑、考试资讯、教材资料等部分。
目前本馆购买了《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的课程有：大学英语四、
六级；考研英语；托福；雅思以及英语四级、六级、考研英语题库等相
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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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科 VIPExam 考试学习资源数据库
《中科 VIPExam 考试学习资源数据库》该数据库内收录了十一大类
900 余个考试科目的模拟试卷和历年真题试卷，全面的学习资料和考试
信息，帮助广大同学复习备考各种专业考试和认证考试。
通过 VIPExam 数据库，同学们不仅下载各考试科目的历年真题试卷
和模拟试卷，还可以进行在线测试，并查看每道试题的正确答案和知识
点解析。VIPExam 数据库的主要功能如下：
模拟自测：收录外语类、公务员类、考研类、计算机类、财经类、
工程类、职业资格类等十一大类 900 余个考试科目的历年真题试卷和模
拟试卷数万套，供同学们进行考前模拟自测。测试结束之后，同学们可
以查看试题答案和解析，并将试卷保存到“我的题库”中，便于日后重
新测试或分析总结。
我的题库：同学们在答卷过程中如果遇到断网、断电、计算机宕机
等意外因素，或因为其他情况而导致必须中途退出答卷，则该套试卷及
同学们已经作答的记录都会被自动保存到“我的题库”中。日后同学们
可以随时再以个人账号登录“我的题库”，对该套试卷继续作答（同学们
原来的作答记录还都保存在试卷上）
。
离线答卷：对于不能随时上网的同学，可以批量将试卷下载到 U 盘
中。下载后的试卷在未联网的计算机上也可以使用，答题完毕后系统仍
会给出每道试题的标准答案和知识点解析。
错题库：
“错题库”是 VIPExam 数据库独有的学习功能。同学们在使
用 VIPExam 数据库答卷时，凡是答错的试题都会被自动保存到“错题库”
中，便于同学们对自己做错的试题进行分析总结或强化记忆。而且，同
学们还可以为自己的每一道错题添加解题心得。
错题重组卷：“错题重组卷”也是 VIPExam 数据库独有的学习功能。
同学们可以定期将自己答错过的试题重新组成一套试卷供自己测试，以
检验自己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注意事项：
为方便读者在校园网外使用中科考试数据库的资源，中科公司为我
校每一名读者开通了校外漫游访问账号，账号和密码统一为读者的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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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学生读者为本人的学号）
，对于部分借阅证号位数少于 3 位的教工
读者，密码统一设为 123456。
访问地址：
中科总站访问入口 http://www.vipexam.org
山财专网地址入口 http://sdufe.vipexam.org
（校外读者使用漫游账号时，请从此入口进入）
17.超星数字图书馆系列数据库
（1）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读秀学术搜索》是由海量全文数据及资料基本信息组成的超大型
数据库，为用户提供深入到图书章节和内容的全文检索，部分文献的原
文试读，以及高效查找、获取各种类型学术文献资料的一站式检索，周
到的参考咨询服务，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搜索引擎及文献资料服务
平台。其以 330 万种中文图书、10 亿页全文资料为基础，为用户提供深
入内容的章节和全文检索，以 6700 多万条期刊元数据及突破空间限制的
获取方式，为用户提供最全面的期刊文章。它与本馆电子图书数据库、
馆藏目录系统挂接，方便读者使用。
《读秀学术搜索》提供知识、图书、期刊、报纸等多个搜索选择，
提供图书部分原文的试读，还可通过电子邮件获取部分全文内容。
（2）超星百链搜索
《百链》是超星公司继“读秀”之后推出的元数据学术搜索引擎，
它对各类学术数据库资源进行了整合收录，并可实现与“读秀”图书搜
索的自由切换，
“百链云图书馆”与“读秀”结合使用，可完成图书馆学
术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及图书馆学术资源门户建设，更可以实现区域性的
多个图书馆联合服务，为图书馆间搭建共建共享技术服务平台。
在检索结果中，每条命中记录提供了题录信息，同时提供获取途径。
如本馆已购买该资源，可直接链接到原文，本馆未购买资源，可以直接
点击“邮箱接收全文”进行文献传递，免费获取全文。原文传递会在 72
小时内给予答复（一般 2-10 小时便收到回复）
。
（3）超星汇雅电子图书
《汇雅电子图书》是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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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中图法 22 大类，包括文学、历史、法律、军事、经济、科学、医药、
工程、建筑、交通、计算机、环保等。丰富的图书资源不仅能够满足用
户不同的专业需要，而且能随时为用户提供最新、最全的图书信息。超
星拥有国内最大、最先进的图书资料数字化生产线，年加工能力为 20 余
万种图书以上，为目前世界最大的中文在线数字图书馆。
注意事项：
①阅读全文需先下载并安装“超星阅览器”
，请注意选择安装阅览器
的最新版本。
②使用下载功能时，匿名用户状态下载的图书只能在本机上阅读，
注册用户登录后下载的图书可以拷贝到其他机器上阅读。注册和登录的
功能均需在超星阅览器里使用。
（4）超星学术视频
《超星学术视频》是为高校量身订做的视频数据库，是一个高品质
的知识库，蕴藏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多年的学术精华。超星学术视频
数据库的专题包括大师风采、治学方法、哲学、文学、经济学、历史学、
法律政治、工学、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管理学、军事学等系列，
目前参加拍摄的名师、专家学者已经达到 3000 余名，拍摄完成学术专辑
五万余集。
超星学术视频数据库收录的视频讲授形式包括：课堂教学系列、专
题讲座系列及大师系列。每个系列的选题和授课名师均由专业的学术委
员会精心策划并挑选，有力的保障了所有讲座的权威性、学术性和前沿
性。
（5）超星移动图书馆
让读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享受到图书馆的服务，一直都是图书
馆服务追求的目标，在手机等移动终端上使用图书馆服务，是图书馆服
务发展的新趋势。为此，我校图书馆推出移动图书馆服务。
超星移动图书馆已解决校园外无法阅读校内资源的问题，不受校园
网 IP 的限制，移动图书馆可以使读者无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实现快速查
询，轻松访问校内资源的功能，它可以具有 PC 机客户端的大部分功能，
通过设置个人空间与图书馆 OPAC 系统的对接，实现了馆藏查询、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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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传递等自助式移动服务。
超星移动图书馆可以帮助读者在移动终端上实现以下功能：
①馆藏信息的查阅，包括馆藏查阅、个人借阅查询、预约、续借等。
②移动终端直接获取图书馆文献数据库全文资源。
通过超星移动图书馆并依托云服务架构，读者可以查找和获取的内
容包括电子图书、期刊论文、报纸，以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标准、
专利等中外文文献。超星将读秀、百链这样的元数据检索引擎运用到移
动图书馆，使移动查找资源、移动获取资源，更快为用户接受。
③通过文献传递，获取本馆没有的资源。
通过整合百链的文献传递功能，用户将能够通过超星移动图书馆检
索到全国 600 多家图书馆的全文资源，这些资源中本馆没有的就可以通
过文献传递的方式获取。读者只需要通过手机发送一条文献传递的请求，
填写自己的电子邮箱，申请的全文资源就会被发送到用户的电子邮箱当
中。
④电子书免费下载，报纸、有声读物、学术视频、新闻等免费阅读
浏览。
登录方法：
1.下载超星移动图书馆客户端，安装后，选择校区“山东财经大学”,
输入“借阅证账号”和“借阅证密码”后即可以登录山东财经大学移动
图书馆，使用移动图书馆各项服务。
2.移动图书馆的账号和密码与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的账号和初始密
码一致，都是读者的校园一卡通卡号。
18.山东财经大学学位论文库
《山东财经大学学位论文库》是由图书馆建设的特色数据库，收录
山东财经大学毕业的全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二）外文电子资源
1.Web Of Science（SCI/SSCI）
《科学引文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 SCI）
，是由美
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1961 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被公认为世界
范围最权威的科学技术文献的索引工具，能够提供科学技术领域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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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提供 6650 种以上涵盖 150 多个学科的世界一流学术科技
期刊的书目信息、作者摘要和被引参考文献。SCI 索引对科技工作者查
阅最新文献、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科研立项以及在具体的课题研究时及
时了解国际动态都有很大帮助。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
SSCI）
，收录 1950 种以上涵盖人类学、法律、经济、历史、地理、心理
学等 50 多个学科的世界一流学术性社会科学期刊的书目信息、作者摘
要和被引参考文献。与 SCI 一样同为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创建，现收录
了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期刊和论文，进行一定的统计分析，
并划分为不同的因子区间，是当今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期刊检索与论文
参考渠道。
本馆订购内容：
本馆订购 Web of Science 里的两个数据库 SCIE（2012 年至今的数
据）、SSCI（2011 年至今的数据）。
2.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ProQuest 公司是世界上最早及最大的博硕士论文收藏和供应商，该
公司的《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 &
Theses，简称 PQDT）收集自 1861 年至今的 160 多万篇国外高校博硕士
论文的题录与文摘，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从 2001 年开始，
在文摘库的基础上，ProQuest 公司开发了电子版的学位论文全文服务方
式。由国内高校、科研机构、公共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组成的 ProQuest 博
士论文全文中国集团自 2002 年起开始订购 PQDT 中的部分博硕论文全文，
凡参加联合订购的集团成员馆均可共享整个集团订购的全部学位论文全
文资源。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一个覆盖学科范围十分全面的
数据库，主要收录了来自欧美国家 2000 余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士论
文，包含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在内的 11 个大的学科，下辖
31 个一级学科和 268 个二级学科。包括：Biological Sciences、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Health Sciences、Pure Sciences、Applied
Sciences、Psychology、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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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Social Sciences、Philosophy,
Religion, and Theology 等。
《ProQuest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授权用户可以方便地从互联网
上检索 1926 年至今的 40 万多篇博硕士论文全文文献，每年至少更新收
录的论文数量 5 万多篇。
本馆订购内容：
PQDT 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全库
3.IEEE Computer Society
IEEE Computer Society－IEEE 计算机学会，成立于 1946 年，是 IEEE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下 39 个专业学会中最大的一家，也是计算
机科学领域影响最大的两个群众性学术团体之一。IEEE CS 数据库收录
其出版的杂志、会报、快报等出版物的全文。
IEEE 计算机学会数字图书馆中包含 IEEE 计算机学会所出版的期刊
和会议录，包括部分与 ACM 合作出版的会议录。具体内容包括：32 种计
算机核心刊物，800 多个会议、超过 4800 卷会议录，超过 30 万篇专业
文章和论文，提供全部文本、图形图像、完整方程式及其它更多资料，
大部分期刊被 SCI、EI 收录，大部分会议录被 ISTP 检索。
本馆订购内容：
IEEE 计算机学会期刊全文数据库
4.JSTOR 数据库
《JSTOR 数据库》全名为 Journal Storage，JSTOR 初始是一个对期
刊进行数字化的项目，目前是一个发现、保存学术研究成果的平台，是
以收录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为主的全文数据库，
《JSTOR 数据库》专门收录
过期学术期刊，期刊来自于大学、商业、专业学会、大学系所、博物馆
及出版社，内容绝大部分从第 1 卷 1 期开始，最早可回溯至 1665 年。每
种期刊收录年限不同，包括从创刊号到最近三五年前的过刊，目前部分
期刊亦有收录现刊内容。因为 JSTOR 的任务是存档，所以，在最新出版
的期刊和 JSTOR 提供的内容之间通常存在着一到五年的时间间隔，过刊
库中的“最新期刊”多为三至五年前的期刊。
本馆订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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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I 、II 、III /商业主题一、二、三
Mathematics & Statistics / 数学与统计学主题
5.Elsevier 全文期刊数据库
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科技与医学文献
出版发行商之一，已有 180 多年的历史，其出版的期刊质量较高，其中
许多为核心期刊。Elsevier 公司的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是全球最大
的科学文献全文数据库，是 Elsevier 公司的核心产品，自 1999 年开始
向用户提供电子出版物全文的在线服务，包括 Elsevier 出版集团所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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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已超过 1200 万篇。Elsevier Science
公司提供 2200 多种同行评议的高品质学术期刊。
本馆订购内容：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工商、管理、会计）和
Economics, Econometrics and Finance（经济、计量经济学、金融）两
大专辑。
6.EBSCO 外文期刊数据库
Ebscohost 数据库是美国 Ebsco 公司三大数据系统之一（另外还有
Ebscoonline 和 Ebsconet），也是目前世界上比较成熟的全文检索数据库
之一，共包括 60 多个专项数据库，其中全文库 10 余个。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Academic Search Premier，简称 ASP）
，
内容包括覆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教育、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语
言学、艺术与文化、医学、种族研究等方面的学术期刊 7695 种,其中全
文期刊 3834 种，被 SCI 和 SSCI 收录 1453 种。
《商业资源集成全文数据库》
（Business Source Premier，
简称 BSP）
,
涉及经济、商业、贸易、金融、企业管理、市场及财会等相关领域的学
术期刊 3747 种，其中全文期刊 2966 种，被 SCI 和 SSCI 收录 427 种。包
括 Business Week、Forbes、Fortune、American Bank 等常用期刊，还
有数百种如 Harvard Business Review、Journal of Manage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等 peer review 的著名期刊。本数据库同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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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种如 EIU-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Country Report 及
WEFA-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Associates Country Monitor
的统计年鉴。
ASP 和 BSP 这两个数据库的索引、文摘覆盖 3700 余个出版社，回溯
数据至 1965 年或更早，数据库中的全文期刊自 1990 年开始收录。到目
前为止所提供的索引、文摘以及全文期刊还在不断的增加。
本馆订购内容：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ASP、《商业资源集成全文数据库》BSP。
7. Econlit 美国经济学会全文数据库
《Econlit 美国经济学会全文数据库》（Econlit with Full Text）
由 EBSCO Publishing 与 美 国 经 济 学 会 (AEA ―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所共同制作。该库涉及研究主题广泛，既包括理论经济学，
也包括应用经济学。涵盖主题包括公共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经济预测、
环境经济学、政府规划、劳工经济学、货币理论、货币市场、区域性经
济及都市经济等相关领域及其他相关主题，收录自 1969 年至今国际性经
济学领域的期刊文章、书籍、研究报告、会议论文及博硕士论文等相关
文献。
EconLit 的学术水准极高，缺乏经济学内容以及无作者的文章均不
予收录。数据库中的资料包括基本书目数据、主题及地区说明，自 1987
年开始，数据库中的资料加上摘要说明。
Econlit with Full Text 不但包含了 EconLit 的所有内容，还收录
695 种经济类全文期刊，包括了美国经济学会（AEA）出版的所有期刊。
许 多期刊 均没有 时滞，如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等；2497
种全文的 Working Papers，16 种全文书籍，包括：The Handbook of World
Trade 等。
本馆订购内容：
EconLit with Full Text 美国经济学会经济学全文库
8.Springerlink 电子资源
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 是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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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pringerLink 系统提供其学术期刊及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施普林
格出版社于 1842 年在德国柏林创立，是全球第一大科技图书出版公司和
顶尖的学术期刊出版商。每年出版 5500 余种科技图书和约 1700 余种科
技期刊，其中超过 1500 种经同行评阅的期刊。
电子期刊：Springer 出版 2000 多种经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大部
分拥有自 1997 年以来已出版的期刊内容。Springer 的在线回溯期刊数
据库提供 1997 年之前出版的英文学术期刊，并回溯至第一卷第一期。
电子图书：Springer 的电子图书数据库包括各种的 Springer 图书
产品，如专著、教科书、手册、地图集、参考工具书、丛书等。SpringerLink
在 2009 年已经出版 5000 余种在线电子图书，每年将增加 7000 种新书，
提供 12 个分学科子库。
本馆订购内容：
Springer E-journal(SLCC)2013 年度数据库
Springer E-BOOK 2012 年版权数据库
9.Emerald 全文期刊库
Emerald 于 1967 年由来自世界著名百强商学院之一的布拉德福商学
院（Bradford University Management Center）的学者建立，是一家以
人文社科为主同时出版部分工程学刊物的英国出版社，目前出版 290 多
种管理学专家评审期刊，2000 多种经济管理学图书，20 多种 SCI 收录工
程学期刊，是世界上出版管理学刊物最多的出版社之一。
Emerald 出版的管理学专家评审期刊已经超过 290 种，提供最新的
管理学研究和学术思想，Emerald 出版的管理学期刊不仅覆盖了中国所
有管理学的二级学科（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农林经济、管理科学与工
程以及图书馆情报学），同时也包括很多交叉学科和泛管理领域的期刊，
如：会计金融与经济学、建筑环境、健康护理管理等。涉及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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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与组织研究、图书馆研究、旅游管
理、运营物流与质量管理。
本馆订购内容：
目前图书馆购买了 Emerald 管理学全文期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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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einOnline 法学全文期刊数据库
《HeinOnline 法学全文期刊数据库》是美国著名的以法律为核心，
涉及政治、国际关系、外交等领域的全文期刊数据库，是全球最大的、
收录最全的基于 PDF 浏览格式的全文法学文献数据库。涵盖全球最具权
威性的 2200 多种法学期刊，同时包含 2876 卷国际法领域权威巨著，收
录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案例，4500 多部法学经典学术专著和美国联邦政府
报告全文等。HeinOnline 法律全文期刊数据库是一个可回溯、全文法律
期刊数据库，92%的法学期刊可以回溯到创刊号。该数据库具有以 PDF 为
基本格式、综合而全面、检索方便快捷。该数据库曾获得国际法律图书
馆协会（IALL）
、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ALL）等颁发的多项奖项。

七、读者须知
（一）读者入馆须知
1.读者须凭本人校园卡入馆，外来人员凭介绍信及本人有效证件入
馆；
2.入馆请衣着整洁；
3.请勿在馆内大声喧哗、接打手机；
4.禁止在馆内吃东西、随地吐痰、乱丢纸屑果皮等杂物；
5.爱护馆内公共设施和馆藏书刊；
6.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馆内严禁吸烟；
7.遵守图书馆各项制度。
（二）图书馆借书须知
1.图书外借程序
（1）出示本人校园卡，在书库工作台取一个代书板方可入库。
（2）如带书籍、书包等物品，须将其锁入存物柜。
（3）选书时，每次限取 1 册，取书时要将代书板放在取下书的位置
上，图书阅毕放回原处，如需借出，直接取出代书板即可。
（4）把代书板放回原处，然后将所借图书放在借书台上并将本人校
园卡放置读卡器上，本人在监测门外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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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出所存物品，锁好柜门，拿好所借图书及校园卡离库。
2.书库实行开架选书。读者选书时，必须使用代书板，不使用且不
服从管理教育者，暂停借阅二周。
3.图书严禁私自带出室外，违者以偷窃论处，按图书馆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
4.校园卡只限本人使用。新入校教职工应持本人校园卡到所在校区
图书馆办证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
5.可借图书册数与借阅期限：
（1）普通图书：本专科生可借 5 册，借阅期限 45 天，到期可续借
15 天；研究生可借 8 册，借阅期限 90 天，到期可续借 30 天；博士生可
借 15 册，借阅期限 90 天，到期可续借 30 天；教师可借 15 册，借阅期
限 90 天，可续借 30 天；行政人员、其它可借 8 册，借阅期限 90 天，到
期可续借 30 天。
（2）文学类图书：一律限借 2 册（文学类专业教师、学生除外）
，
借期同普通图书。
（3）外文书刊阅览室图书：教职工、博士生可借 5 册，研究生和本、
专科生限借 2 册，借期同普通图书。
（4）特殊版本及艺术画册：依本馆有关规定执行。
（5）随书光盘：按所依附图书的借阅规定执行，每一张光盘视同一
册图书。
6.借书时要自行检查是否有缺页、撕页、污点等，如有上述情况，
应向工作人员提出，加盖污损章，否则由借书者自行负责。
7.借书逾期不还，每册按每天 0.10 元收取超期占用费。
8.因目前暂不具备四校区图书通还条件，读者须到各校区原借书地
归还所借图书。
9.爱护图书，所借图书出现圈点、污损及丢失等情形，按图书馆有
关规定处理。
10.对乱丢乱放图书、在书库内喧哗、吐痰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警
告，暂停借阅，直至取消入馆或借阅资格等处分。
11.校外人员、来校短期培训人员、交换学生等借书管理办法另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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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三）阅览室阅览须知
1.阅览程序
（1）凭本人校园卡在阅览室工作台领取代书板，登记后可入室阅览。
（2）阅览室仅限带笔及笔记本入内。
（3）非阅览室馆藏的图书及报刊、读者的书包等物品，请放入存物
柜或领取存物柜钥匙将其锁好。存物柜内切勿存放贵重物品，物品丢失
后果自负。
（4）选择书刊时，每次限取一册。取书刊时，请将代书板放在取下
书刊位置上。阅毕将书刊放回原处，取出代书板。
（5）离开阅览室时请取出存包柜内所存物品，锁好柜门，交回代书
板及存物柜钥匙。
2.各阅览室馆藏书刊仅供室内阅览，未经允许不得擅自携出室外，
违者按偷窃书刊处理。
3.如需复印，请先在工作台办理登记手续，复印时间两小时，逾期
每小时交资源占用费一元。
4.爱护书刊，不得污损（如撕页、批注、勾画等）
，违者按本馆有关
规定赔偿。
5.请自觉保持阅览室安静和卫生，不得大声喧哗、打手机、进食、
吸烟、用火、随地吐痰、乱丢纸屑果皮杂物等。
（四）图书续借须知
读者应在借期内归还图书。如果所借图书将要到期，还需继续使用，
可对该书进行续借。续借方法：
1.利用任何一台能够登录校园网的计算机，在该书到期前 5 天内进
行续借。登录“我的图书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
，点击
“书刊借阅”
，点击需续借图书的“续借”
。
2.直接到书库工作台办理续借手续。
（五）借阅证件挂失须知
读者凭本人借阅证件（校园卡）借书，校园卡丢失，应尽快到学校
一卡通服务部门挂失。丢卡读者为防止他人用自己的校园卡借书，还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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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中挂失。
挂失方法：登录“我的图书馆”，点击“读者挂失”，输入密码，点
击“确定”
。挂失后的校园卡则无法借书。挂失解除：燕山校区在燕山馆
办证室；舜耕校区在舜耕馆书库工作台；明水校区在明水馆办公室；圣
井校区在圣井馆书库工作台。
（六）电子阅览室使用须知
1.开户：读者凭本人正式校园卡在电子阅览室工作台办理账户开户
手续。
2.上机：在登录窗口输入账号（校园卡号）和密码（新建账户初始
密码与账号相同）
，点击“登录”上机。
3.修改账户密码：读者开户后请先修改初始密码，同时建议定期修
改密码以防密码泄漏。在登录窗口输入账号，点击“密码”进行修改，
密码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4.所有机器皆可访问图书馆电子文献信息、查询馆藏书刊目录，在
校网络中心办理透明网关账户后，可通过透明网关登录因特网。学生透
明网关“登录用户”为 sn 加校园卡号，“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
5.下机：在结束上机离开前，一定要结账，结账时如已登录透明网
关，下机前要先退出透明网关账户，然后双击任务栏右方活动的小手图
标，注销下机。
6.读者上机时要爱护机器，不要随便移动和触摸显示器，严禁随意
插拔机箱上各种连接线。
7.本室所有机器都已装保护卡，机器重新启动后，系统会恢复最初
的设置，读者在下载或打印资料时,要随时将资料保存在本室机器以外的
自备存储设备上（如 U 盘），以免造成损失。
（七）图书馆关于丢失、损坏、盗窃书、刊、光盘及电子阅览设备、
电子资源等的处理办法
本馆所藏书、刊、光盘及其它所有电子设备、电子资源等属于学校
财产，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重要手段，读者应自觉爱护，遵守借阅管
理规定，不得丢失、污损、撕毁和盗窃。违反规定者，除进行必要的批
评教育外，按下列办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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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丢失书刊
丢失书刊应以相同或更新、更好版本的书刊偿还，另需交技术加工
费 1 元。如不能赔相同或更新、更好版本书刊，则须视馆藏情况按下列
规定以现金赔偿：
（1）一般图书视图书出版年限和价值按原书价 2～20 倍赔款。其中
出版年限小于 10 年（含 10 年）的，以该书定价 2 倍赔偿；出版年限介
于 10～20 年（含 20 年）之间的，以该书定价 3～5 倍赔偿；出版年限
20 年以上的，以该书定价 5～20 倍赔偿。
（2）对出版少、价值高的图书，以原价 50 倍为上限赔偿。
（3）成套图书丢失其中一册至数册，除收回所剩卷册外，按成套图
书总价的 2～20 倍赔款。
（4）无法查得定价或赠阅的图书，中文书以每页（精装）0.5 元、
（平装）0.3 元；外文书以每页（精装）1.5 元、
（平装）1 元之标准，
折合现金赔偿，若未载明页数之书，则以 100 页计算。
（5）图书的附件资料应以原版资料抵赔，若确实无法自行零购且该
附件无法单独计价时，则以书含附件一套之定价 2 倍现金赔偿。
（6）特殊版本及艺术画册，因印刷特殊，参照本馆《艺术类图书资
料赔偿办法》处理。
（7）集体借书丢失，经办人须负责查清，由丢失人赔偿，若查不清
时，由经办人或集体按规定赔偿。
（8）已赔偿的图书，找到原书或买到同样或更新、更好版本的图书
时，可于当年 12 月 30 日前到馆办理退赔款手续。在此期间内，按逾期
收取占用费规定处理。
（9）丢失期刊按该期刊当年全年定价的 2～20 倍赔款。
2.污损书刊（包括圈点、批注、勾画、污渍等）
污损一处罚款 0.20 元；如大面积污损或影响内容识读，视同毁坏书
刊，按下列第三条规定处理。读者借阅书刊时，应当面检查，如发现污
损、缺页、撕毁等情况，立即向工作人员说明，在相应部位加盖印记，
否则责任自负。
3.毁坏书刊（包括撕页、剪裁、大面积污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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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除应按原书价 1 倍赔偿外，还应视情节轻重予以书价 2～20 倍
罚款；期刊除应按原刊全年定价 1 倍赔偿外，还应视情节轻重予以全年
定价 2～20 倍罚款。同时应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且不服从教育者，
予以通报批评，直至提请学校及所在院系研究，给予行政处分。
4.盗窃书刊
在书库、阅览室盗窃书刊，除索回原书刊外，视情节轻重，图书按
书价 4～40 倍罚款；期刊按该刊全年订价的 4～40 倍罚款，责令其写出
书面检查，通报批评并提请学校及所在院系研究，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
处分。
5.丢失、损坏、盗窃光盘
丢失、损坏、盗窃单行及随书（刊）光盘者，视同丢失、损坏、盗
窃书刊。按光盘所系书（刊）及光盘总价处理，具体依丢失、污损、毁
坏或盗窃书刊处理办法执行。丢失、损坏、盗窃其它光盘，随书光盘和
单行光盘按普通图书处理，成套光盘按成套图书处理办法执行。
6.损坏及盗窃电子阅览设备
损坏电子阅览设备者，视情节轻重予以设备定价 2～5 倍罚款。盗窃
电子阅览设备者，视情节轻重予以设备定价 5～10 倍罚款，给予批评教
育，情节严重者通报批评，并提请学校及所在院系研究，给予行政处分。
7.非法使用有偿电子资源
非法使用有偿电子服务设备、登录有偿电子服务网页、网站、网络
及数据库，违规下载图书馆电子资源数据，依据登录时间及造成的损失，
给予 10～50 倍罚款，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通报批评，直至提请学校
及所在院系给予行政处分。
8.恶意攻击图书馆网站及数据库
视造成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并处 2～10 倍，但最低不少于 500 元
罚款，通报批评并提请学校及所在院系研究，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
者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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