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fWorks：ProQuest
改造RefWorks，让
经典重生（参见第
8页）

科学和医学资源新增
更多循证内容（参见
第5页）

Access-to-Own采购模
式：以更少的费用获
取更多重要电子书
（参见第3页）

美国南加州大学纳粹屠
犹基金会影像历史档案
库(USC Visual History)：
为全球研究人员提供该
基金会5.3万位幸存者和
见证者证言。(详情请参
见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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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的动力

ProQuest是致力于帮助图书馆馆员及其用户提高效
率并获得成功的最佳合作伙伴。

我们所提供的富有洞察力、多样化内容超越您的期
待—从古代到现代，从小众市场到主流市场，从实
体书籍到电子书，从极度个性化的书目到普遍流行
的热门书单—从而使图书馆成为读者获取海量资源
的信息之源。

从可为学术创新提供支持的直观界面和研究工具，
到可降低新式图书管理系统复杂性的革命性平台和
商业模式，我们致力于提供多种创新性的产品和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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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大屠杀幸存者蕾妮·费尔斯   
 通（Renee Firestone）。她在大屠杀之 
  前、之中及之后的回忆视频已被收入美 
   国南加州大学纳粹屠犹基金会视觉历 
   史档案库(USC Visual History Archive)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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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访问绝佳的第一手资源

影像历史资源 （Visual History）是一种可激发全新观点的信息内容

源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纳粹屠犹基金会（USC Shoah Foundation）视觉历史和教育研究所的档案资料。

ProQuest收录了5.3万位反映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以及世界范围内其他有计划的种族灭

绝和屠杀幸存者和目击者的采访视频，每条视频时长为两个小时，可为研究人员了解事件真相提

供前所未有的途径。

“在大屠杀事件过去70年后，了解真实史实的幸存者已经越来越少。

而他们的故事理应被代代相传。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铭记那些受害

者，同时让警钟长鸣，不断提醒我们盲目的仇恨和种族主义所带来

的惨烈后果。”—大屠杀幸存者哈伊姆·罗伊特（Haim Roet）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

Visual History Archive数据库中所有影像资料都进行数字化处理，全部可

进行检索，而且这些视频加入带有超链接的访谈记录，便于学生、教授、

研究人员等精确检索到与他们研究领域相关的证词和视频片段。

ProQuest很荣幸能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屠杀基金会合作开发视觉历史档案

库（USC Visual History Archive），从而使这些资源能更广为人知，并保

存5.3万多位幸存者的证言。我们高兴这些幸存者证言，将与ProQuest的资

源一道，包含：历史报纸数据库、历史期刊数据库、电子书及学位论文

等，为研究人员研究大屠杀历史提供丰富的视角。 

诚邀您来寻找更多灵感…

我们将在下文中更细致的介绍详细的内容。我们邀请您前来探索丰富的内容和技术方案，

并将竭力为您所在学术机构及用户实现研究和学习目标提供支持。

“ProQuest以其丰富的资源、悠久的历史、高效的管理体系及海量信息传播模式在全球享

有盛名 。”美国南加州大学视觉历史研究所（USC Visual History Institute）首席技术官

Sam Gustman表示，“访问ProQuest数据库浩如烟海的文献将尽在所有读者的指尖，同时

他们还能搜索到无比精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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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您的研究领域

Ebook Central的设计将客户需求放在第一位，以对图书馆馆员

和研究人员工作流程的严谨分析作为技术开发的基础。该平台

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可应对各种复杂和高难度挑战的直观

电子书平台，图书馆馆员和研究人员可通过该平台进一步提高

其工作效率。

入围2015 SIIA CODiE奖

超过81万
册图书

1350
imprints 

超过1000
家出版商

权威学术内容尽在Ebook Central平台

每年平均增加的新
书数量为10万本。 

为读者提供相关性的电子书内容

Ebook Central可帮助学生和研究人员快速、高效发现、评估及

访问各类书籍，进而协助其进行高效学术研究。

   ･   通过检索、获得关联度较高的书籍和章节，发现全新的内

        容。全书内容摘要（Book－level abstracts）和检索词高亮

        显示等特点可为读者提供了解该书的更多信息，便于快速

       浏览检索结果，并确定需要进一步展开阅读的书目。全面

       的过滤功能可帮助用户缩小检索结果的范围，读者可立即

        访问上述检索结果或将这些结果保存至书架以便稍后阅读。

   ･   利用书籍着陆页的详细内容对关联度进行评估。可将详细

       介绍、书目信息和书籍目录等相关的文本信息汇总到一

        起，有助于提高读者的工作效率。

･   读者还可利用在线阅读功能（包含优化的移动体验：可打

    开整本书粗略浏览或精读）或离线阅读功能（可将无数 

    字版权保护限制（DRM－free）的章节或完整的书籍内容

    下载至个人设备）浏览书目。

可用于记录笔记、高亮显示内容和创建引文的省时工具，可

最大化的提高工作效率。Ebook Central平台界面支持多达10

种默认语言，读者可自由选择最合适的语言。Ebook Central

还可帮助研究人员减少工作中的干扰，将更多精力集中于达

成目标的重要事务之中。

根据读者的需求调整成本预算

Ebook Central背后强大的管理和采购系统LibCentral，可为书

籍的发现、挑选、采购、后台管理、实时使用数据分析及实

时费用分析提供支持，还可简化图书馆馆员的工作流程。它

可以通过中心系统对多种采购模式和访问模式进行管理，以

便满足图书馆的多样化需求和预算标准，以更灵活、更低价

的方式构建图书馆馆藏资源建设。

LibCentral的丰富功能包含：

   ･   支持电子书工作流程

   ･   建立动态的profiles，并简化需求驱动采购（DDA）管理

        流程

   ･   便于评估和提交DDA profile更新信息

   ･   提供个性化的研究体验和强大的授权功能以控制成本支出

   ･   访问被拒时提供扩展访问权限（Extended Access）

   ･   创建自定义实时报告以评估整体使用统计报告和成本费用

   “ProQuest融合EBL和ebrary两大电 

     子书平台的优势，创建了一个绝

     佳的Ebook Central电子书平台。”

         - Jeffrey Daniels, 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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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to－Own模式：以更少的费用获取更多重点内容

Access－to－Own(ATO)是一种全新的需求驱动采购（DDA）

模式，可将电子书借阅费用转变为电子书的所有权。这一模

式可将花在电子书借阅上的经费用于永久买断书籍的所有权，

有效的解决短期借阅（STL）的价格问题并鼓励出版商通过

需求驱动采购模式提供更多重点内容，而这些是在短期借阅

中很难实现的。

ProQuest与超过30家出版商就首批试点项目签署了合作协

议，预计将会有更多出版商陆续加入这一计划。

Ebook Central升级

截至目前，全球有数百家订 户已成功升级至Ebook Central电

子书平台，未来将会有更多订户升级至该平台！如图书馆准

备升级，请访问Ebook Central支持中心（Support Center），

获取如下信息：

   ･   Ebook Central的升级清单、概要和升级前小贴士

   ･   在线培训和视频

   ･   LibGuides、顾客快速入门指南等

最近发布的电子书专辑
Reference Ebook Subscriptions

ProQuest全新电子参考书，适用于订阅模式（Reference Ebook 

Subscriptions），收录500多种优质的电子参考书、手册、百

科全书、指南和字典，可作为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查阅参

考资料的权威切入点。旨在为全球学术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

提供更多的热门参考资源内容，其中大量书目为首次可供订

阅的电子书。这些书籍源自近50家享誉全球的出版商，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algrave Macmillan、 McFarlanda、

SAGE、Britannica Educational Publishing及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等。

我们的电子参考书专辑包含大批首次上架的作品，旨在为图

书馆及其读者提供史无前例的海量参考书籍和访问这些图书

的机会。

该专辑适用于全球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用户，其所收录的

书目均由我们拥有图书馆馆员背景的职员精选，可满足图书

馆和读者的特定需求；该专辑可以与订阅模式下的 ProQuest

旗舰电子书专辑互为补充，且没有重书，包含Academic 

Completeｪ、 College Completeｪ、Schools & Educators 

Completeｪ 或 Public Library Completeｪ等。

University Press Ebook

ProQuest大学出版社电子书专辑（University Press Ebook），

适用于订阅模式。该专辑收录了193家全球知名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近2.4万册书目，所有用户皆可随时随地阅读这些书籍。

这些书籍完全达到了与这些大学出版社及相关研究人员水准

相同的严苛标准，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对特定行业领域和

整个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是渊博的学科学识及这些大学

附属机构真正价值的象征。这一意义重大的电子书专辑融入

了准确而易读的跨学科知识，可从不同程度促进各类学术课

程的教学、学习和研究活动。

作为我们不断发展的订阅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ProQuest为

各大图书馆及广大读者提供前所未有的最具相关性，便于他

们访问并发现这些资源。

Catholic Religion Perpetual Ebook Pack

天主教电子书资源包，适用于一次性买断模式（Catholic 

Religion Perpetual Ebook Pack）。该专辑收录约50册由世界

知名出版商出版的天主教及相关主题书籍，如：天主教教会

法（Catholic Cannon Law）、神学、教会发展史、礼拜仪式、

祭司制度、基督教伦理观、天主教教义、圣经研究报告、天

主教现代主义神学以及教皇的历史等。这一系列以多家出版商

出版的通行版或自主发行的其他作品，为将天主教作为研究主

题或作为比较宗教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上述出版社

主要包括：美国圣母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剑桥学者出版社（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美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方济会修士协会出版社（Franciscan Institute Publications）、

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Rowman & Littlefield）、圣

经协会出版社（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等。

Fathers of the Church Series Perpetual Ebook Pack 教父系列电

子书资源包，适用于一次性买断模式（Fathers of the Church 

Series Perpetual Ebook Pack）。为东西方悠久的基督教传统

赋予了勃勃生机，这些资源因其浩瀚的专业知识、光辉灿烂的

历史文化和深远的神学意义而广受赞誉。这一系列丛书由美

国天主教大学出版社荣誉出版，100多卷经典书目可为希望在

学生中推广教会核心理念的学术机构提供理想的知识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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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sis
自从ProQuest在2015年收购Coutts Information Services后，我

们就开始利用OASIS平台来改善用户体验并提升导航的便利

性。我们增加了更丰富的内容并通过合作伙伴和全新的功能

来改进工作流程，并采用了多种途径令用户受益。

新增强功能

2016年第一季度，我们对Oasis界面进行了改进，以便用户能

更便捷的选择、比较和购买书籍。

   ･   在每一本图书详情（title details）标签下，均有基于国际

       标准图书编号（ISBN）的链接，可链接至WorldCat中该

      书籍记录。

   ･   改进了图书详情tab功能，可在一处选择多种版式本的信

       息（纸质书和电子书），以便用户进行比较。

   ･   采购选项（包含许可及采购）中的标准术语，可简化在

        OASIS平台上进行不同电子书平台书目比较。

   ･   用户能更便捷地访问/获取发票。

   ･   2016年，我们对技术基础设施进行了改进，可大幅缩短处

       理订单的时间。

全新的OASIS集成功能简化工作流

ProQuest Ebook Central电子书在OASIS平台上架

即将推出：OASIS可通过API集成了Alma服务，此举简化了图

书馆图书购买流程。OASIS平台上的电子书和纸质书订购流

程可通过Alma API实时自动更新 —日常文件传输的过程也

将比以往更流畅、更便捷。往日忙于从一个系统将信息手动

复制到另一个系统的员工可将精力转移到价值更高的任务之

中，这样也有助于图书馆更好的完成使命。

即将推出：OASIS提供出版商电子书平台。为了实现我们致力

于通过OASIS平台提供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多电子书平台的目

标，我们将在今年将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约翰·威

利出版社及其他出版商的电子书整合到OASIS系统。

全新的功能

即将推出：我们与康奈尔大学合作开发出一项全新的功能，

这种全新的书籍选择服务可集成源自多个数据源的元数据

信息到一个简化的选择界面，该界面将包含基于网络生成的

profile，并显示出来。

未来新功能：“e”和“p”集成工作流程

我们不断面向未来推动可简化电子书（“e”）和纸质书（“p”）

相关管理流程的技术创新。

对于OASIS来说，这意味着在动态profiling、使用数据分析、

进一步对纸质书和电子书进行整合、去重功能、更快捷的获

取纸质书和电子书的效率、协作工具和个性化工作流等领域

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战略性功能为电子书和纸质书管理工作

流的真正集成奠定了基础。 

将图书馆馆藏目录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您眼前！

Syndetic SolutionsTM的新功能

Syndetic SolutionsTM和LibraryThing for Librariesｪ一道，通过

提供覆盖全球的丰富书籍和媒体资源、适用于所有设备的嵌

入式推荐及交互式功能，来提升用户体验。

Syndetics Advisor：探索海量的重要图书

Syndetics Advisor是一款全新的读者咨询工具，有助于所有用

户更便捷的搜索、浏览并畅读重要的书籍作品。凭借Books 

In Print®中的数据，以及LibraryThing for Librariesｪ中的用户

评论，Syndetics Advisor帮助图书馆馆员为读者推荐并发现图

书， 带动图书馆馆员与读者共同参与进来。

丰富的整合内容
ProQuest致力于帮助客户利用最高效的时间获得最佳

的研究成果。这往往意味着：必须解决用户有限时间

与浩瀚资讯内容之间的矛盾。

学术期刊永远是最优先的选择，ProQuest与顶级出版

商之间的长期伙伴关系确保了其能为读者提供品质最

佳的信息内容。我们深知：追求卓越，永无止境。只

有ProQuest的数据库可以为读者既提供学术期刊文献，

同时又提供培训视频、专著、工作手稿、会议录、报

告、数据和博硕士论文等其他类型的资源，这些丰富

的内容可同时满足教师和学生不同的资源需求。

ProQuest资源拥有专业的文摘与索引信息、知识分类

体系（taxonomies）和算法技术，上述技术可同时扩

大搜索范围并提高搜索精度，并从所有学术领域的每

一个角落获取关联度最高的结果。ProQuest在线平台

的多种工具可帮助用户发现、挖掘并妥善管理到更多

精彩内容。我们的目标：助力研究人员以更快的速度

实现更远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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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平台新界面荣获2015 

Charleston Advisor年度读者票选最佳界面奖

ProQuest的多学科研究数据库和科学、技术及医学数据库融合了来自各类优秀信息提供商的优质资源，包括：

科学和医学资源
ProQuest正进一步积极扩展其载誉无数的STM数据库的丰富

内容，并力图以最多样化的、最具权威性的重要内容为研究

人员提供支持。

更多被广为引用的全文期刊…

您可以在ProQuest科学与医学数据库浏览新增的300多种全文

现刊，包括：

   ･   著名的BMJ期刊专辑，包括BMJ期刊以由全球最著名的医

       疗机构和医学协会出版的专业期刊

   ･   RCNi期刊，包括护理标准以及九种涵盖护理学各个专业

       领域的增刊

   ･   Nature Publishing Group刊物：超过50种新增期刊，其中

       包括7种《自然评论》(Nature Reviews）期刊，涵盖各学

       科领域权威性概论及评论内容

   ･   还有Springer Science、Walter de Gruy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以及Blackwell Publishing出版的书籍，可

       从全方位视角提供几乎覆盖所有STM领域的学术文献

更多的循证医学内容…

我们的数据库新增超过2.4万册系统化回顾（systemic reviews）

和荟萃分析（meta- analyses）全文内容，而Health Research 

Premium Collection数据库新增8,000篇最近发表的硕博论文。

新增更多全面的文献综述

Health Research Premium Collection数据库和Health & 

Medical Collection数据库新增源自政府机构和顶级出版商发

布的超过3.9万份报告全文内容，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政府重

要机构，例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美国

司法部（DOJ）、还包括国际商业信息公司（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针对多个国家发布的医药报告。

跨学科资源
ProQuest Central

绝佳的跨学科研究工具

ProQuest Central汇集了使用最广泛的数据库信息，打造了最

大规模的单一学术资源库，且致力于提供更多新的内容，不

断拓展这一知识宝库。ProQuest Central收录了超过1.6万种重

要的期刊，涵盖学术研究至关重要的丰富内容，包括新闻、

市场信息、学位论文和待印工作手稿等。

全新的区域研究数据库

本地化内容正日趋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而本地的学术期刊

也成为了图书馆内最常用的出版物之一。这些全新的数据库

可持续提供由本地学术出版机构和教育机构出版的学术期刊

文章。涉及的主要学科领域包括：商业、科学、技术、医

学、社会学、政治学及人文学科。九大数据库分别是：

   ･   Australia & New Zealand Database（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研究数据库）

   ･   Continental Europe Database（欧洲大陆研究数据库）

   ･   East & Central Europe Database（欧洲东部和欧洲中部

       研究数据库）

   ･   East & South Asia Database（东南亚地区研究数据库）

   ･   India Database（印度研究数据库）

   ･   Latin America & Iberia Database（拉丁美洲与伊比利亚

       研究数据库）

   ･   Middle East & Africa Database（中东地区和非洲研究数据库)

   ･   Turkey Database（土耳其研究数据库）

   ･   U.K. & Ireland Database（英国和爱尔兰研究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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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和历史资源
Visual History Archive 

ProQuest非常荣幸能与美国南加

州大学纳粹屠犹基金会（Shoah 

Foundation）合作提供影像历史

档案库（VHA），这一完整的影

像档案库专辑收录了该基金会采

集涉及纳粹大屠杀、南京大屠杀、

柬埔寨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和

亚美尼亚大屠杀和其他大屠杀5.3万多位幸存者与见证者的证言。

Visual History Archive是业内规模最大的影像历史档案库，其

保留了采集自各类大屠杀见证人的证言，这些证言将为各类

大屠杀历史增添新的视角与知识，这些全面完整的证言构建

起大屠杀幸存者完整的个人生活史，包括他们在大屠杀之前

和之后的社会文化生活。

Visual History Archive使学者们能够跨越时间、地点、文化及

社会政治背景来研究目击者的经历，这些档案已经数字化，所有

的影像资料全部可以检索，并可与各机构采购的ProQuest其

他资源互为补充。学生、教授、研究人员及其他用户可检索

该库中的全部证言及证言片断，证言的检索可以精确到一分

钟以内。如今，该库收录了超过6.2万个关键词、179万个名字

和超过68.29万张图片。

History Vault

History Vault数据库收录了18世纪至20世纪涉及美国史热门研

究主题领域重要的历史档案。这个原始档案数据库，可为研

究者提供覆盖自美国独立战争至20世纪最后几年的所有涉及

美国史的史料。新增模块包括：

   ･   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美国国 

       务院中央机密文件，1960年－1969年）：涵盖源自美国驻

       各国外交官的敏感性材料：与政治、军事及社会经济事务

      有关的报告；与外国政府官员的访谈和会议记录；美国

      外交官员寄出和接收的重要信函；以及外国期刊和报纸

      发表的相关报道。

        －  非洲与中东地区（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包括

              1964年针对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瑞佛

              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的重要文件及其他非洲国民

              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领导人的相关资料。

        －  亚洲：包含中越关系与佛教主题相关的文件。

   ･   二战时期的美国女工：铆工露丝和美国妇女陆军军团

       （Women at Work during World War II: Rosie the Riveter 

        and the Women's Army Corps）：有关美国劳工部女性

       事务处记录（Records of the Women's Bureau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和美国妇女陆军军团首长的信函，

       这些原始档案是在急剧变化的二战时期形成的有关美国

       妇女方方面面的历史记录。

   ･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机密文件和美国激进政治文件

      （1945年－1972年）（FBI Confidential Files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U.S., 1945－1972）：

        在 J･埃德加･胡佛领导下的美国联

       邦调查局和颠覆活动管控理事会 

       （Subversive Activities Control Board）,

       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着手大力调

       查和跟踪共产主义组织和具有共

       产主义倾向的组织及其他在美国

       活动的激进组织的活动的相关文件记录。

   ･   20世纪劳工、工会和美国联邦政府内的左翼政党联邦记

      录（Workers, Labor Unions, and the American  Left in the 

       20th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Federal Records）：

        该模块覆盖涉及美国劳工与工会有关的原始档案，重点

        是美国工人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互动的重要文件记录。

   ･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邦联军事手稿与北方联邦军将领

       及联邦陆军军事记录（Confederate Military Manuscripts 

       and Records of the Union Generals and the Union Army）：

       ProQuest历史资源库首次提供描覆盖美国南方邦联军和

      北方联邦军活动的独特的数字资源。

                            早期欧洲图书数据库

                                      早期欧洲图书数据库（Early European 

                                      Books），涵盖欧洲1450年至1700年间所

                                      有印刷著作的数字版，为研究人员提供

                                      与原版著作同等优质的阅读体验。研究

                                      人员可通过电子屏幕阅览清晰的图像。

                                      2015年的新增单模块包括：

第九辑：该专辑涵盖源自位于海牙的荷兰国家图书馆和位于

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最后一批数字化书籍以及英国伦

敦维尔康姆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收藏的1501年以前

出版的善本。这一专辑收录超过600卷书籍，其中绝大部分均

为亨利·威尔康姆（1853年－1936年）生前的私人收藏，其

是世界著名的收录医学善本的专辑之一。

第十辑：该专辑为收录源自法国国家图书馆（BnF）馆藏的

涉及哲学、历史和人文科学领域的首个专辑，涵盖一系列百

科全书类资源，覆盖的主题包括：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

和古玩、教育、地理、心理学及宗教等。



Historical Periodicals

ProQuest在处理珍稀及易碎档案领域拥有长达70多年的独特

经验，这一点促成了我们与全球各大图书馆之间的广泛合作，

帮助他们将收藏于博物馆及档案馆纸箱中的文献，通过数字

化加工技术，使读者能在线检索并获取这些珍贵的资源。

ProQuest平台专业的文摘索引信息可以帮助学生和教师获取

准确、相关且精确的检索具有洞察力的内容，同时，屡获殊

荣的ProQuest平台还可优化用户工作流、为他们获取卓越的

研究成果提供支持。

新增资源包括：

新闻、政策和政治杂志回溯数据库（News, Policy & Politics 

Magazine Archive）：涵盖十五个主要回溯资源系列：包括

《新闻周刊》过刊收藏回溯（Newsweek archive），其主题领

域涵盖时事评论、国际关系及公共政策等。这些出版物以当

代国际环境为背景，针对整个20世纪的主要事件、社会趋势

和利益提供多样化的视角。该资源将为历史、政治、法律和

经济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宝贵的原始资源。

意大利版《Vogue 》（Vogue Italia）：作为一本被公认为最

不具商业性、但极具艺术性的杂志，《Vogue Italia》创新举

措常常引起非议，例如，2008年7月的“全黑特辑（all－black 

issue）”中封面女郎和所有报道都采用了有色人种模特，该库

收录了《Vogue Italia》每一期出版的内容（1964年至今）。

                                         《时尚芭莎》回溯数据库（Harper's 

                                           Bazaar Archive）：《Harper's》是美

                                          国第一本时尚杂志，于1857年首度面

                                          世，为读者提供关于时装潮流及文化

                                          艺术家的丰富记录，该杂志拥有世界

                                          著名的插画家、作家和传奇主编如

                                          卡梅尔 ･ 斯诺（Carmel Snow）和黛

                                     安娜 ･ 弗里兰（Diana Vreeland）。

ProQuest首次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进行数字化处理，为文化、

艺术、时尚、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历史、性别等领域的研究

人员提供了全面的数字化原始资料。

女性杂志回溯数据库 — 第一辑

（Women's Magazine Archive 1）：这一

丰富的资源宝库涵盖20世纪全球顶级

的女性消费类杂志出版的所有过刊内

容，翔实记录了数十年来的社会、历

史和文化趋势。这些资源被性别研究、

社会历史、商业和市场营销、时尚、

媒体及其他多个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

视为至关重要的原始资料。

女性杂志回溯数据库—第二辑（Women's Magazine Archive 2）：

这一全新模块在Women's Magazine Archive1基础上，收录了

19世纪至20世纪更多重量级女性消费类出版物的过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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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时尚》（Cosmopolitan》、《城里城外》(Town & 
Country)、《妇女之日》(Woman's Day)等。

Historical Newspapers

ProQuest历史报纸数据库（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是绝佳的回溯报纸数据库，为研究人员提供广受欢迎的报纸

内容，它是几乎所有研究活动最理想的信息之源。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 涵盖40多种世界著名的报纸，包含某些

特定内容的专辑，可为研究人员提供第一手史料，使其仿佛

亲历这些历史事件。

即将推出：四种新增的历史报纸，包括所有回溯内容和完整

的图片资料：

《底特律自由报》(Detroit Free Press)（1923－2007年）

曾针对美国汽车业、美国劳工运动和民权运动发表过多篇备

受推崇的报道。

《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Minneapolis Star－Tribune)（1829

年－2007年）

从美国中西部的视角发布美国国家和地方的重要新闻。明尼苏

达州是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发源地以及知名作家辛克

莱･ 刘易斯（Sinclair Lewis）和弗 ･ 斯科特 ･ 菲茨杰拉德

（F. Scott Fitzgerald）的故乡。这一座幽幽古城拥有悠久的

历史，忠实见证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中西部的发展史。

《费城询问报》(Philadelphia Inquirer)（1829年－2009年）

美国目前仍在发行的历史第三悠久的报纸，以其有关美国内战

的优质报道、与这一重要的国际都市和工业城市有关的历史性

专题以及广泛的主题和一流的文章水准而闻名遐迩。

《匹兹堡邮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1786年－2008年）

与向俄亥俄州及西北部城市拓展的美国西进运动、导致美国

内战的政治动荡以及钢铁行业崛起有关的第一手报道无异于

令人惊艳的文坛宝石。

上述资源可通过年度订阅或一次性买断方式订购。 

Historic Literary Criticism

历史文学评论（Historic Literary Criticism）涵盖18世纪至19世纪

的大量文学评论、文献和散文（essay），可据此了解评论家对

于同时代的作家及其著作的观点。Historic Literary Criticism数

据库收录了英国Routledge出版社备受推崇《Critical Heritage》

系列丛书（仅ProQuest提供在线版），有助于研究人员深入

了解热门研究作家及其著作有关的各类不同的评论观点。

政府档案和社会科学档案

ProQuest平台提供具有洞察力的政府文件及社会科学档案，这

些资源为ProQuest独有资源，他们可帮助研究人员在较短的时

间内获取更优异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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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Products ：将数字化后的政府档案全文内容深度汇编

至一个平台，提高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

   ･   Regulatory Insight：该库汇编覆盖1936年至2016年间涉

       及行政法史研究资源。研究人员可通过该平台检索行政法

        内容，了解行政法的历史并据此开展原创性的研究。如图书

        馆订阅ProQuest Legislative Insight、Executive Orders和/或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s等数据库，Regulatory Insight

        及这些数据库可以直接链接，可为研究活动提供便利。

   ･   Indian Claims Insight涵盖1789年迄今有关美国原住民权

       利主张史方面的资源。该平台简单易用，拥有强大的工具，

       便于研究人员从多个视角来检索相关的原始档案内容，

        以满足法律、美国历史及美国原住民研究研究等多个领

        域各种研究活动的多样化需求。

                                                 ･   Supreme Court Insight： 

                                                     Legislative Insight、Regulatory 

                                                     Insight和Supreme Court Insight

                                                     系列数据库新增资源，汇集了

                                                     每个案件的有关材料，含“法庭

                                                     之友陈述”（amicus briefs），

                                                     其内容经由专业法律编辑精选

                                                 的内容及其他功能，可促进教

                                                                      学、学习和研究活动。

该库可直接连接至ProQuest Congressional、Legislative Insight

和Regulatory Insight等数据库。 

英国议会文件（UK Parliamentary Papers）：这些资源可通

过一个全新的平台获取，该平台可提供更快、更直观的检索功

能、检索结果分面功能，可快速识别最相关的文学，PDF全

文以及针对这一独特内容专门设计的各类研究工具。

   ･   英国下议院议会文（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涵盖所有社会、政

      治 、经济和外交政策领域的

      英国政府工作报告。该库包含

       法案、英国皇家委员会报告

       (Reports of Royal Commissions)、

       英国下议院专责委员会报告

        (Reports of Select Committees)、

        帐户信息和文件及其他材料。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Papers数据库资源被超

        过两千篇学位论文引用，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   英国上议院议会文件（House of Lords Parliamentary Papers）

        可提供自英国上议院从拥有一定权力至今涉及英国社会、

        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等领域的内容，研究人员和学者鲜

        少接触到这些资源。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DNSA）

ProQuest与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合作保存并为研究者提供大

量解密后的重要美国政府档案，为研究人员提供重要的第一

手材料，以促进当代历史、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水

平。解密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DNSA）收录超过65万页的文献，截至

目前，可提供40多个主题的子库，便于各学科学者能获取该

学科领域最相关的内容。

新增模块：

   ･   基辛格谈话记录增补内容（二）（Kissinger Conversations: 

        Supplement II ）：涵盖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就结束越南战争、美苏关系、中东和平进程及1976年美

        国总统大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的谈话记录。

   ･   美国中央情报局《总统每日简报》(CIA Presidential Daily 

        Briefings）：包括约翰 ･ F ･ 肯尼迪（John F. Kennedy）

       和林登 ･ 约翰逊（Lyndon Johnson）政府时期2500多

       份涉及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和美苏关系等主题的

      《总统每日简报》内容。

 Historical 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the U.S. 
美国历史统计数据文摘数据库（Historical 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the U.S.）：该库为研究人员最有价值的参考工

具，第三批新增内容涵盖自1878年至1928年的所有相关资

料。所有表格现均可提供相应的Excel版本。

Executive Branch Documents － Collections 3 and 4
美国行政部门文件（Executive Branch Documents）—第三、四

辑，美国联邦政府自建国起至20世纪早期产生了大量文件。

该库得内容覆盖的主题主包括：商业和工业、国际贸易、航

运、移民与人口、健康、死亡原因、宗教信仰、军事行动、

气候状况等。所有PDF全文内容可检索，包含注释、摘要和

索引名称。第三辑和第四辑分别涵盖1940年至1942年以及

1943年至1945年美国行政部门文件。

研究工具

RefWorks

全新的RefWorks可提供一流的参考文献管理服务，可帮助学

生、教师和图书馆馆员集中精力应对高价值的学术任务，并

早日达成其目标。这一参考文献管理解决方案可提供不断改

善的用户体验、全文管理功能、协作功能及其他多种功能，

帮助学生和教职员工以更有效、更可靠的方式撰写出优秀的

学术论文并获得更多研究资金。全新的RefWorks可为图书馆

提供强大的服务以及全面的管理员控制和分析功能，提供一

致性的读者与内容统计数据资源。



campusM

这一单一的SaaS平台可帮助各高校通过任何设备和每一个数

字资源接触点（digital touch point），例如学校门户网站、

应用程序以及可穿戴设施等，为读者提供绝佳、统一的数字体

验，含个性化及品牌服务

campusM是业内唯一一个可提供全面的内容管理系统的平台，

包括深入的个性化分析软件和可帮助内部开发人员针对不同

移动设备轻松编程的软件开发工具包。

ProQuest SIPX

ProQuest SIPX的可扩展技术

有助于更好的管理高等教育

的课程材料，迄今为止已帮

助各大高校及莘莘学子节省

了高达500万美元的成本。其

是一个集开放资源、图书馆

订阅资源及出版社内容于一

体的平台。该平台共享阅读

程序十分便捷，且具有兼容

性，拥有提醒功能可为教师

和图书馆馆员提供深刻的实

时分析意见，实现与工作流

的无缝连接。

SIPX 可根据各类学术机构的独特需求轻松的配置课程工作流

程，帮助学生节省费用，同时助力各大高校和图书馆为首屈

一指的创新式学府的更多教职员工提供支持，具体包括：斯

坦福大学、美国圣母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普渡大学、马萨

诸塞大学阿莫斯特分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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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Libris
Alma

 

 
适用于图书馆和学校的软件

                                                                下一代图书馆管理解决方案

                                                     无论采用何种格式或储存于

                                                           何处，Alma均可为图书馆

                                                           所有馆藏资料提供一整套

                                                          的运营工具（书籍的选择

                                                      和采购、元数据管理、数字

化系统以及任务执行）。下列功能将对图书馆馆员的工作大

有裨益：

  ･   整合：整合当代图书馆不同系统之间的功能，对电子资源

       以及纸质书资源进行综合管理

  ･   优化：通过共享数据和协同服务以及云技术基础设施简化

       工作流

  ･   扩展：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侧重拓展图书馆内部和外部

       的服务，为教学和研究活动提供提供直接的支持

可在涵盖广泛的图书资源中实现快速的个性化查找功能

快速发现海量资源  个性化知识服务

单一的检索界面可为读者提供获取海量学术资源（包括电

子书、数字出版物以及纸质书系列）的途径。这一工具先进

的检索功能和相关性排序算法，基于检索词的背景信息及用

户的Profile，使用户能获得最相关的检索结果。图书馆馆员可

通过下列方式帮助用户获得最佳的检索结果：

  ･   基于自动推荐、引文追踪以及虚拟浏览技术的偶然发现和

       探索功能

  ･   利用直观的移动设备用户界面，通过任何便携式设备搜索

       感兴趣的内容

  ･   个性化的排名系统可帮助用户设置其学科和搜索偏好，以

       获得关联度最高的结果

  ･   灵活的交付选项（包括订阅、需求驱动购买和“随收随付”

        （pay-as-you-go）功能）

  ･   对检索内容持中立态度



为研究人员提供动力

 

ProQuest致力于帮助研究人员实现卓越的目标。我们将大量独特的内容、直观的工作流工具以及强大的平台系统融为

一体，为助您获取精确而具有洞察力的相关资讯。

我们不断超越用户的期待，为研究人员收集、揭示涵盖六个世纪的丰富内容，并以独特的方式帮助其提高工作效率和

效能。我们针对研究人员的工作流程和常规工作模式展开研究，同时将相关研究结果应用于我们的平台系统所独有的

界面和工具之中。我们将研究结果融入便捷的解决方案，为我们用户提供更简洁的研究体验，帮助其将更多精力投入

学习之中并取得成功。

我们的学者和各学科主题专家为全球最大的学术内容库编写索引，汇集古典名著和现代文学、小众课题和主流书目、

实体书籍和虚拟作品，为研究人员提供全新的视角和灵感之源。

如需与我们取得联系，请访问：www.proquest.com/go/contactus_whatsnew 

如需注册并获取免费试用体验，请访问：www.proquest.com/go/alltrials

Proquest官方网站 Proquest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