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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大学图书馆担负着为学校教学与科研提供信息与文献保障的使命与职能。文献信息
资源建设是实现这种保障的重要一环，它体现在资源的选择、资源的使用上。而这两个方面
都离不开广大师生的参与，需要广大师生提供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并切实利用已有资源，尝
试新的能满足师生需要的资源。
为此，我们将正在试用的数据库及新开通数据库进行整理，不定期进行推送，请大家能
够积极试用，并反馈您们的感受、建议或意见，您的参与对我们很重要！
作为一种尝试，本次推送的信息收集了我馆 11 个已经试用数据库，一个新开通数据库，
和图书馆新门户即将启用的通知。因涵盖各学科，便作为一个文件向全校推送。今后我们将
根据数据库的适用学科范围有针对性地投放。
本信息部分是通过各院系的科研秘书送达各位老师的邮箱的，部分是由图书馆直接送出
的。如果本邮件打扰了您，我们在此表示歉意，并请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将不再向您发送
类似信息；如果是由其他人转发，烦请联系发件人，表明您的看法。
如果有其他老师看到这个信息，希望今后能够接收我们后续的推送，请来信告知。
感谢您对图书馆工作的支持，您的参与对我们很重要！
联系电话：021-66132072
E-Mail：reference@oa.shu.edu.cn
图书馆更多资源与服务，请浏览图书馆主页：http://www.lib.shu.edu.cn

上海大学图书馆
2011 年 11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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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UKE 数字音乐图书馆延期试用通知
一、试用网址:
edu.kuke.com
二、试用期限: 2011 年 11 月 2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三、注意事项: 试用期间只能在线试听，不能下载到本地。
四、资源简介
KUKE 数字音乐图书馆是国内唯一一家专注于非流行音乐发展的数字音乐图书馆，拥
有 Naxos、Marco Polo、Countdown、AVC 等国际著名唱片公司的鼎力支持。目前图书馆已
经收藏了世界上 98%的古典音乐，以及多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音乐，爵士音乐、电
影音乐、新世纪音乐等；并且汇聚了从中世纪到现代 5000 多位艺术家、100 多种乐器的音
乐作品，总计 30 多万首曲目。此外，图书馆还有丰富的文字资料介绍，配备了全面的唱片
介绍，提供歌剧故事大纲、作曲家及演奏家生平介绍等。

2. 中国基本古籍库试用通知
一、试用时间
2011 年 1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二、 试用方法
下载客户端程序：http://test.er07.com/down_file/gujiku.rar
下载后解压缩、安装，重启机器后，双击桌面上的客户端应用程序，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即可使用。（注：1024×768 以上显示模式，此次试用开通 5 个并发用户。）
用户名: shdx 密 码：20111028
详情可登陆：www.er07.com
三、资源简介
中国基本古籍库是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中国基本古籍库分为 4 个子库、20 个大类和
100 个细目，共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民国的历代名著和各学科基本文献 1 万种，每种均提供 1
个通行版本的数码全文和 1-2 个珍贵版本的原版影像。总计收书约 17 万余卷，版本 12500
多个，全文约 20 亿字，影像约 1 千万页。
中国基本古籍库拥有强大的检索系统、完备的功能平台和灵活的纠错机制，可通过多条
路径、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快速海量全文通检，可轻松实现古籍浏览、校勘、标注、分类、编
辑、下载、打印等的全电子化作业，并可随时进行软件升级和数据更新以确保在持续改进中
日臻完善。（注：在试用过程中可以点击“帮助”了解各功能的详细介绍）

3 剑桥期刊回溯库—CJDA
CJDA 2011 开通试用通知
一、试用时间
2011 年 10 月 17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二、试用网址
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login;jsessionid=D0DD48184197A0AF830B1B6CC4C9E30
E.journals
三、开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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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四、资源简介
剑桥期刊回溯库 2011 版包含 209 种优秀的期刊，时间跨度从 1770 年至 1996 年左右，
共包含 63 万多篇文章，430 多万页的数据。涵盖的主要学科有：物理学、材料学、农业与
生命科学、医学、生态和环境保护、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历史、亚洲及
中国研究、美国研究、古典学、哲学、社会学、法律、音乐和戏剧、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
等等，绝大多数内容都有着较高的回溯价值。其中，151 种期刊的现刊被 SCI/SSCI/AHCI
收录（JCR2010），收录比例达到了 72.2%。

4 CNKI 系列全文数据库试用通知
一、试用时间
2011 年 10 月 15 日——2011 年 12 月 10 日
二、试用网址
http://epub.edu.cnki.net/grid2008/index.htm 教育网
http://epub.cnki.net/grid2008/index.htm 电信
三、开通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四、资源简介
此次试用的数据库包括：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
、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中
国统计年鉴数据库》、
《哈佛商业评论数据库》
、
《麻省理工科技商评》
、
《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
据库》、《国外专利数据库》
《中国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国家科技成果数据库》、《国学宝
典数据库》、
《中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总库》、
《中国党建期刊文献总库》、
《中国政报公报期刊
文献总库》、
《中国经济信息期刊文献总库》、
《中国精品文化期刊文献库》
、
《中国精品文艺作
品期刊文献库》、
《中国精品科普期刊文献库》，开通范围从创刊到 2011 年，将对上大师生经
行全库开放，欢迎广大读者使用！

5 SAGE 现刊全库开通试用通知
一、试用时间
2011 年 10 月 12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二、试用网址
http://online.sagepub.com/
三、开通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四、资源简介
SAGE 与全球超过 245 家专业学术协会合作出版 570 余种高品质学术期刊，涉及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理工科技和医学等广泛领域。具体研究范围包括传播媒体、教育、心理与咨
询、社会学、犯罪学、城市研究与规划、政治和国际关系、商业管理和组织学、观光旅游学、
青少年及老年研究、方法学、考古人类学、语言文学、食品科学、信息科学、数学与统计学、
化学和材料科学、工程、环境科学、生命科学、护理学、健康科学与临床医学等 40 多个学
科。SAGE 旗下的期刊是 100%全文，100％同行评审，每本期刊可提供其创刊起第一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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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到目前最新的全文。51％的期刊被 2009 年的 Thomson Scientific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SSCI 以及 SCI) 收录，有 35%的期刊在其所在学科类别排名在前十位。
具体使用方法参见 SAGE 期刊在线平台使用指南 PPT。

(IMechE)
6 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IMechE)
(IMechE)期刊试用开通通知
一、试用时间
2011 年 10 月 12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二、试用网址
www.sagepub.com/imeche
三、开通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四、资源简介
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IMechE)与 SAGE 出版公司于 2010 年达成长期合作协议，由 SAGE
出版该协会的全部 18 份学术期刊，包括 16 份倍受推崇的 IMechE 学报。自此 SAGE 将共计
出版 50 种工程及材料科学期刊，成为 2009 年的期刊引用报告 (Journals Citation Report 2009)
中机械工程类别第三大出版商。
IMechE 学会旗下拥有的 18 本同行评审学术期刊，每年推出 136 期，其中 16 本已被 ISI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评估报告）收录为核心刊（另外两本也即将加入 SCI 收录行列）。
登陆 IMechE 数据库可访问到 18 种期刊自 1999 年以来的论文全文。

7 NoteExpress 延长试用通知
一、延长试用时间
2011 年 10 月 08 日---2012 年 03 月 07 日
二、延长试用软件以及教程下载地址（请选择：上海大学图书馆版）
公网：http://www.reflib.org/download_chs.htm
教育网: http://www.scinote.com/download_chs.htm
三、使用说明
如果已经下载使用过,请到官方网站,重新下载(若使用迅雷等下载工具,请选择从源地址
进行下载),覆盖安装即可!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
登录访问。
在线教程：http://www.reflib.org/wiki/index.php
技术支持论坛：http://www.reflib.org/supportcn/cgi-bin/forum_show.cgi
四、资源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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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并管理得到的文献摘要、全文；在撰写学术论文、学位论文、
专著或报告时，可在正文中的指定位置方便地添加文中注释，然后按照不同的期刊，学位论
文格式要求自动生成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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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STL 新开通 IOP14 种网络版期刊通告
一、开通期限
2011 年 8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二、开通网址
http://iopscience.iop.org/journals
三、开通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四、注意事项
请广大用户自觉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尊重知识产权，合理使用 NSTL 为全国用户
开通的全文数据库资源。
五、资源简介
开通的 14 种期刊具体有：
1、Europhysics Letters 欧洲物理快报
2、Izvestiya: Mathematics 数学通报
3、Physics–Uspekhi 物理学进展
4、Quantum Electronics 量子电子学
5、Russian Chemical Reviews 俄罗斯化学评论
6、Russian Mathematical Surveys 俄罗斯数学述评
7、Sbornik: Mathematics 数学汇编
8、Journal of Cosmology and Astroparticle Physics 宇宙论与天体粒子物理学学报
9、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Theory and Experimen 统计力学学报：理论和实验
10、Journal of Instrumentation 仪表学报
11、Physica Scripta 物理学手稿
12、Fluid Dynamics Research 流体动力学研究
13、Journal of Breath Research 呼吸研究学报
14、Biofabrication 生物制造

9. 图书馆将启用新版门户网站通知
从 2011 年 11 月 14 日开始，图书馆将启用新版门户网站，目前新版门户网站地址为：
http://www.lib.shu.edu.cn/third4.php，启用之后地址将变更为： http://www.lib.shu.edu.cn。图
书馆新版门户网站的最大特点是整合了学术资源门户 Metalib/SFX 系统，通过该系统，基本
可以做到一站式资源检索、方便的文献传递服务等，认证登录（一卡通认证）之后还可以根
据自身需求做个性化定制。为了便于大家使用学术资源门户 Metalib/SFX，图书馆还撰写了
系统使用说明，该说明为 PPT 格式，主要是演示了大量的操作过程以加深大家对系统使用
方法的理解。
欢迎广大师生使用图书馆新版门户网站！在使用过程中有什么好的建议和疑问，您可
以通过多种渠道（图书馆主页的“主页反馈”、乐乎论坛“图书馆板块”、图书馆“总咨询台”
等等）与图书馆联系和沟通，图书馆将会根据您的建议对系统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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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书同文典籍数据库开通试用
一、试用网址
http://guji.unihan.com.cn/permit/
二、试用时间
2011 年 11 月 7 日—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三、试用方式
用户名：shdx
密码：abc123
注意：此次试用开通 5 个客户账户，如果读者在登录 10 分钟后仍未使用该数据库，系
统将自动登出。
四、资源简介
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前身是成立于 1997 年的文源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工
程中心，目前书同文典籍数字化资源内容已逾十亿汉字，该数据库拥有强大的检索系统、完
整的功能平台和灵活的纠错机制，可通过多条路径、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快速海量检索，可轻
松实现古籍浏览、校勘、标注、分类、编辑、下载、打印的全电子化作业。此次开通试用的
资源包括：
《四部丛刊》全文检索软件、
《四部丛刊 09 增补版》全文检索软件、
《十通》全文
检索软件、
《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全文检索软件、
《大明实录》
、
《大明会典》
、
《大清光绪新法
令》。

Westlaw China
11. 万律（Westlaw
China）中国法律法规双语数据库开通试用
一、试用网址
www.westlawchina.com
二、试用时间
2011 年 11 月 9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
三、试用方式
校内用户可直接登录访问，校外用户请通过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登录访问
为避免校外用户使用 VPN 方式或代理方式无法登陆的情况，特提供 20 个用户名和密
码。在校外无法登陆的情况下，请 E-mail 至：westlaw_shu@126.com
四、资源简介
万律(Westlaw China)的法律编辑特别依据目前中国大陆境内法律专业人士需要涉及的
法律领域，对数据库内的法律法规和裁判文书进行专业分析和高度整合，形成了 35 个法律
专题，27,000 个法律要点及 7,000 多个裁判要点。
万律基本内容：
� 涵盖了自由中央政府机关、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 1949 年以来所颁
布的超过 790,000 条法律法规。
� 全面覆盖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全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方法院以及海事法
院在内的法院官方公布的 470,000 多个裁判文书。
� 收录了一些精选的法学期刊，且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 英文法律信息数据库涵盖 11,600 篇法律法规、11 个法律专题、4,000 个裁判要点、
期刊摘要、以及法律资讯，且相关内容仍在迅速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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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评论文章库，将于年底前收录来自 10 多家知名律所的近 2000 篇文章，
涉及法律事务的主要领域。且该库还在不断完善中。
最新发布中英对照的法律词汇库，将于今年底前收录超过 6000 个法律词汇，并在
2012 年内达到近万个。法律词库将按实务分类，并与万律中的英文内容智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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