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图书馆在防疫期间免费开放部分数字资源的通知

各位读者，在万众一心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时，暂停纸质图书借还，

已借图书借期顺延。为方便读者在疫情期间使用线上资源，为学校停课不停学做

好服务工作，让我校师生足不出户轻松获取海量资源，安心学习和潜心科研，图

书馆联合多家数据库公司，通过电脑端和移动端等渠道，对多种数字资源实行免

费开放。目前开放的数据库如下（原有数据库通过 VPN 正常访问）：

一、知网研学平台

知网研学平台( x.cnki.net)保障广大师生在线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开通

后，未返校师生可在“知网研学平台”免费在线阅读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

和年鉴等学术资源。

使用期间，需完成个人实名认证工作（学校邮箱认证或证件认证），账号开

通权限至 2020 年 3 月 3 日或视返校开课时间顺延。在此期间， 每天可免费阅

读 20 篇文献。

点击我校研学平台链接：

https://x.cnki.net/search/common/html/freeteam.html?orgInfo=U2i

BBh8kbVGMGTtlNEhqqtWiZl9cE%2bKFjhP28aQgV2C0XPj1%2bN2S

qqZiqCt5gF%2fbfj20zheKf%2bwM5AYADSWH030pjykZOUQm

使用手机号或邮箱注册个人账号，然后点击“加入团队”；



有中国知网账号可以直接登录使用，没有的通过手机号注册使用，也可以通

过 QQ、微信、微博、网易等扫码登录使用。账号绑定好后，保存 x.cnki.net 网

址，方便后期使用。

登录研学平台主页 https://x.cnki.net，输入你注册的个人账号和密码后便

可使用，在校外免费访问知网研学平台，在线阅读期刊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报纸和年鉴等资源。（若链接失效，请注册完绑定泰州学院机构账号：

用户名 sytzxy123，密码 sytzxy123321）

知网研学网页端（网址：x.cnki.net）、手机端（知网研学 APP 和小程序）

和桌面端（知网研学 E-study）都可以免费使用。

https://x.cnki.net


使用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可加 QQ 群：295686206 咨询，由知网工作人员

进行解答。

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此平台包含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学术会议数据

库、中外专利数据库、中外成果数据库、中外标准文献数据库、中国地方志数据

库、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等数据库。

登录地址：http://www.wanfangdata.com.cn/

登录账号：tzxy001

登录密码：tzxy001

使用“万方数据”APP 免费看论文，需要与机构账户绑定，绑定成功后个人账户可在

APP 中享有机构权限，如免费下载机构已购资源、免费使用机构已开通服务等。

万方数据 app 二维码

读者使用授权码

http://www.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index=true 


方法一：APP 首页快速扫码绑定



方法二：找到绑定机构页面



通过 APP“我的”页面—依次进行注册帐号—登录— “设置→账号与安

全→账号绑定→绑定机构”。

三、万方选题

此平台可帮助师生迅速获取高价值文献，快速定位高价值选题方向，准确衡

量选题价值。

登录地址：http://topic.wanfangdata.com.cn/index.do

登录账号：tzxy001

登录密码：tzxy001

四、万方科慧

此平台可协助科研人员总结前人经验，把握领域热点，了解资助情况等，让

项目申报更加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登录地址：http://scifund.wanfangdata.com.cn/

使用方式：个人账号注册

http://topic.wanfangdata.com.cn/index.do 
http://scifund.wanfangdata.com.cn/ 


注：用户进入科慧平台----选择页面右上角注册账号----登陆后进入个人中心----点击

开通科慧套餐----选择套餐：30 天（疫情期免费）----点击确认开通----确认支付----交易

成功。

五、万方创新助手

此平台可为科研人员获取第一手的科技情报，快速获取技术分析报告，技

术价值发现，科技人才推荐，科技人才评估，机构科研透视，研发机构推荐等功

能。

登录地址：http://stads.infosoft.cc/

使用方式：个人账号注册

注：进入创新助手平台----选择右上角注册账号----注册完成即可使用。

万方系列数字资源使用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2 月 29 日

六、超星学习通

学习通有大量的图书、期刊、音视频讲座等各类免费资源。

http://stads.infosoft.cc/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使用方法：打开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市场，搜索“超星学习通”，即可以下载

或者扫描以下二维码即可直接下载。用手机获取验证码的方式进行登录，然后绑

定学校和学号，输入邀请码“yzhebsfdx”即可享受各类资源服务。

七、 中科 VIPExam 考试库

中科 VIPExam 考试库收录外语、考研、公务员、职业资格、自考、财经、

工程、医学等 12 大类 2100 多种考试科目的 33000 节视频课程、24 万套历年

真题与模拟试卷。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登录地址：http://www.vipexam.cn。

微信版：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中科 VIPExam 考试库）,使用数据库

学习资源。APP 版：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 APP 使用数据库。

http://www.vipexam.cn/


八、中科 UMajor 专业课库

中科 UMajor 专业课库收录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医

学等学科的高等教育阶段专业课程 1000 余门，含视频课程 5500+课时、同步

练习试卷 12 万套。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登录地址：http://www.umajor.net。

微信版：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搜索：中科 UMajor 大学专业课），使用数

据库学习资源与功能。APP 版：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 APP 使用数据库。

九、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

专注于非流行音乐发展的数字音乐图书馆，拥有大量古典音乐资源和多种曲

风的音乐作品。

登录地址：http://www.kuke.com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使用方式：网站登录和移动端 APP

http://www.umajor.net/
http://www.kuke.com/


十、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由《科学文献数据库》、《人社文献数据库》及《台湾电子书数据库》组成，

是台湾收录量最大的学术数据库。收录期刊 1964 种，期刊全文文章数量超过

60 万篇；收录台湾 62 所高校 13 万余篇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其中独家收录台湾

大学和成功大学学位论文约 40000 篇，约占学位论文总篇数 1/3；收录台湾 1000

家出版的电子书约 30000 册，其中学术类书籍约 20000 册。

登录地址：http://www.airitilibrary.cn

登录账号：alcntzu

登录密码 ：alcntzu2020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使用方法：账号登录后即可享受服务，可下载全文。

十一、维普资讯中文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是我国最大的期刊全文数据库之一，累计收录期刊

14500 余种，文献总量 6000 余万篇，现免费向读者开放学术论文全文的下载权

限。



登录地址：http://qikan.cqvip.com

开放时间：2020 年 1 月 28 日至疫情防控截至为止

使用方法：注册后即可享受服务，可下载全文

十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

独家收录 148 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物，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

心出版，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登录地址：http://www.rdfybk.com

登录账号：pingan2020

登录密码：pingan2020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十三、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

http://qikan.cqvip.com/


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是国内专业学术视频资源知识库。汇聚近 20000 部高

清视频课程、5000 余部名家大师精品、百万余分钟优质学术型视频资源，覆盖

12 个学科体系、92 个学科类目、506 个专业。以国内外权威学术视频资源为核

心，全面构建“学术报告”、“学术鉴赏”两大资源体系。

登录地址：http://www.wsbgt.com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十四、爱迪科森职业全能培训库

职业全能培训库是专注培养大学生职业素养的综合性多媒体教育培训服务

平台。资源总量可以达到 21000 余篇，涉及 1400 多门课程。课程体系主要分

为语言学习、考研升学、就业创业、公务员考试、IT/互联网、职业技能考证、

馆员发展等七大类。

登录地址：http://www.bjadks.cn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十五、爱迪科森天天微学习中心

天天微学习中心根据目前在线教育产品的发展趋势，围绕使用用户群体特

点，针对海量资源内容进行深度挖掘和全新科学整合，在资源形式上以“微课”

为载体，形成主题突出、短小精悍、资源占用容量小的资源池。汇集了 17000+

微视频、1500+微课，按照微分类和微主题两个维度进行体系划分，供大学生自

主学习，用于提升个人职业技能、专业素养、人格素养、综合素养。

http://www.wsbgt.com
http://www.bjadks.cn


登录地址：http://wxxzx.bjadks.com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十六、畅想之星随书资源数据库

畅想之星随书资源数据库收录自 1990 年以来出版的 11 万余种、上亿条、

中图分类全学科覆盖，内容包含实例、课件、习题、教程等丰富的随书附带多媒

体资源，让读者告别传统以随书光盘等物理载体或者以扫二维码等繁琐在线的获

取方式，提供方便快捷获取随书资源的在线资源库。

登录地址：htttp：//www.bj.cxstar.cn

登录账号：tzxy

登录密码：111111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十七、世界艺术鉴赏库

世界艺术鉴赏库 Artlib 是一个满足互联网+时代全方位艺术鉴赏需求的产

品，定位于为艺术教育提供资源、素材及方法的深度学习数据库。目前收录十四



万余幅高清图片并处于实时更新状态，涵盖油画、素描、版画、水彩、国画、书

法、壁画、雕塑、篆刻、建筑艺术及其他类型，包含艺术普及、艺术故事、艺术

品、艺术家、艺术机构、资讯六大内容模块。

登录地址：http://www.artlib.cn

登录账号：we2020

登录密码：we2020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使用方式：网站登陆和微信登陆

十八、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

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是一款真正实现全文检索的大型古籍典藏数据库。为

使读者一览具有中国特色的古籍全貌，故在本平台建设过程中，我们一直以“精”

和“全”为宗旨，争取涵盖更为广泛的古籍文献，目前我们为专家学者奉献一套

能够检索近贰万种,肆拾万卷的专业古籍数据库。您只需轻点鼠标，即可进入一

个丰富的古籍文献宝库。

登录地址：http://www.ding-xiu.com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http://www.artlib.cn
http://www.ding-xiu.com


十九、橙艺·艺术美育数字图书馆

橙艺·艺术美育数字图书馆包含艺术美育类图书、中西方鉴赏图库、设计案

例教程。是国内第一个综合艺术、美育、设计资源的知识服务数据库，内容全面，

形式多元、资源专业。价值在于提升艺术修养和人文素养；促进美育教育和通识

教育；弘扬传统文化，提振文化自信；丰富馆藏……。

登录地址：http://www.chengyiart.cn/Resource/Index

登录帐号：win2020 登录密码：win2020

移动端：http://www.chengyiart.cn/weixin/main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二十、清华“文泉学堂”知识库

清华“文泉学堂”知识库以清华大学出版社近 10 年电子图书为基础（学术

专著+专业图书），含当年新书，聚合多媒体附件和课程资源，突出理学、工学、

http://www.chengyiart.cn/Resource/Index
http://www.chengyiart.cn/weixin/main


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知识。是高等院校最具权威性的专业资源，方便师生

快速、精准查找专业知识，高效率阅读、学习和辅助教学。

登录地址：https://lib-nuanxin.wqxuetang.com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二十一、海研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

海研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是遵循武汉大学大数据研究院与江苏中杨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的科技合作协议而建设而开发的大型科研项目数据库。数据最早可追

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涵盖了全学科领域，具有多个主流语种，收录了世界上

二十多个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万个受资助科研项目数据及 3000 多万

条科研成果（产出）链接指向。

登录地址：http://www.hiresearch.cn/

开放时间：疫情防控期间

使用说明：用户通过二维码内容指南进入登陆界面

https://lib-nuanxin.wqxuetang.com
http://www.hiresearch.cn/


二十二、文献传递请扫二维码加泰州学院图书馆文献服务群

另可加 worldlib 泰州学院文献服务群，但由于此群人数超过 200 人，可通

过同事邀请进入群聊，或加微信 yyang-9614，备注泰州学院-部门-姓名，申请

进入群聊。

有新资源将随时更新 敬请关注图书馆网站。

泰州学院图书馆

2020 年 2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