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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OSA数据库共提供20种现刊，17种被SCI收录；
Ÿ 2017�年JCR�收录的光学和光⼦学领域期刊中，OSA�期

刊提供最多的引⽤量（40%）和⽂献量（35%）；
Ÿ 2017�年JCR�光学领域收录的94�种期刊中，OSA�有7�种

期刊的影响因⼦排名在前20�位。

SPIE（国际光学⼯程学会）成⽴于1955年，是致⼒于光学、
光⼦学和电⼦学领域理论、⼯程和应⽤的著名专业协会。
SPIE数字图书馆（SPIE�Digital�Library）是世界上最⼤的光
学和光⼦学科研和应⽤数据库，包含如下内容：

OSA�(Optical�Society�of�America)

OSA（美国光学学会）成⽴于1916年，发展⾄今已经拥有
超过20,000位会员，服务遍及全球177个国家，包括光学
和光⼦学领域的科学家、⼯程师、教育家、技术⼈员及企
业领导者。

OSA数据库包括了17种OSA期刊、8种合作出版期刊、
OSA主题会议录系列、三⼤⾏业会议录，Optics�Image�
Bank（光学影像图库）、电⼦书等。

出版物品质：

涉及学科：

Ÿ SPIE会议录累计被10万篇全球专利所引⽤
Ÿ 已有9种SPIE期刊被SCI收录索引
Ÿ ⽂献总数超过46万篇

APS美国物理学会成⽴于1899年，其宗旨为“增进物理学知
识的发展与传播”。⽬前在全球拥有会员54,000多⼈，是世
界上最具声望的物理学专业学会之⼀。
APS学会持续为⽤户提供物理领域的尖端研究成果，⽬前已
出版10种物理领域的核⼼期刊、�4种免费出版物，全⽂⽂献
量超过63万篇。APS学会另提供了1893-1969年间的回溯数
据，包含“Physical�Review”上刊载的所有原始数据和图
⽚。

出版物品质：

Ÿ 10种现刊被JCR收录，覆盖11个学科，物理类占8个；
Ÿ 7种期刊的引⽤量均排在前三，其中5种期刊在6个学科

的引⽤量排第⼀；
Ÿ 6种期刊在5个学科的影响因⼦位列前10。

涉及学科：

物理、光学

Ÿ 11种电⼦期刊，全部回溯到第⼀卷第⼀期，每年出版
近60期

Ÿ 1万多卷会议录论⽂及8,000多个会议录相关视频，最
早回溯到1963年

Ÿ 超过340本精选电⼦书，每年新增25本

光学⼯程、光电⼦学和通信学、电⼦成像和信
息处理、激光和光源、照明、遥感、半导体、
医学照影 光学和光⼦学、物理学、⽣物医学

APS�(The�American�Physical�Society)

SPIE�(International�Society�for�Optical�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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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客服热线：021-54198831
客服邮箱：service@igroup.com.cn
微信公众号：iGroup信息服务�

长煦信息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iGroup中国）是全⾯的科技信息服务提供商。iGroup中
国提供专业的科技知识，为科技创新、⽣产研发、科学实验的专业⼈员和企业战略决策者提供最
有价值的科技信息解决⽅案。iGroup中国专注于学术和企业的研发和创新，帮助科研⼈员获取有
价值的学术⽂献，了解最新的科学成果，助⼒学术界和企业界获取研发的关键信息。
�
iGroup在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办事处，有超过1200名员⼯，⽬前我们是亚太地区最⼤的
学术和科研资讯服务提供商之⼀。在中国，iGroup代表ACS（美国化学学会），APS（美国物理
学会），AAAS（美国科学促进会），IEEE（美国电⽓电⼦⼯程师学会）等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
构为1000多所⾼等院校，100多家⼤型企业提供本地化的专业服务和⽀持，帮助他们提供强⼤的
科技信息解决⽅案。

使命：iGroup中国助⼒中国的教育、科研和创新，为学校、政府机构、企业和专业⼈员提供最有
价值的信息资源和解决⽅案。
愿景：iGroup中国成为中国地区提供信息和技术产品，科研与教育服务的领导者。

涉及学科：

出版物品质：

微信⼆维码

关于iGroup

http://service@igroup.com.cn


IEL数据库是IEEE旗下最完整最权威的在线数据资源，提供了
当今全世界电⼦电⽓、通信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将近三分之
⼀的⽂献。其收录的期刊，杂志，会议论⽂和标准⽂档
400多万篇。

数据库内容包括：
Ÿ 190余种IEEE期刊
Ÿ 30余种IET期刊
Ÿ 贝尔实验室技术期刊
Ÿ 1700余种IEEE会议（每年）
Ÿ 20余种IET会议录（每年）
Ÿ VDE会议录
Ÿ 3900余种IEEE标准⽂档（不含草案）
以上内容完整回溯到1988年，最早到1872年

IEL�(IEEE/IET�Electronic�Library)

AIAA（美国航空航天学会）于1963年由美国⽕箭学会和美
国宇航科学学会合并⽽成。发展⾄今，AIAA是致⼒于航空
航天、国防科技领域发展的全球最⼤的⾮政府、⾮赢利的
专业学会，还是世界上最⼤的航空航天出版机构之⼀，其
出版的期刊、会议录和电⼦书被公认为是早期航空航天⽂
献的重要资源，⽂献最早可回溯⾄20世纪初。

出版物品质：

AIAA期刊：7种同⾏评审期刊和2种过刊，全部被SCI收录。
2017�年新增⼀种期刊Journal�of�Air�Transportation。
2017年期刊引⽤报告中AIAA�Journal引⽤量排名第⼀（宇航
⼯程学科）；AIAA会议录，出版每年20⾄30个会议的论⽂，
涵盖航空航天各个领域。美国⽕箭学会和美国宇航科学学会
⾼品质期刊，超过11,000篇回溯数据⽂献；AIAA电⼦图书，
超过300种航空航天、空间技术和国防领域的专业图书⽂
献，是全球最⼤的专业电⼦书库。

Aviation�Week（美国航空周刊）是为全球商⽤航空、国
防业、维护/维修/⼤修（MRO）企业、航天⼯业机构等提
供多媒体信息和服务的最⼤供应商，向来⾃185个国家超
过120万的业界专业⼈员提供最可靠的商业新闻、⾏业情
报、技术数据和专题⽂章。AWIN数据库为整个航空航
天、国防科技领域的管理⼈员、业务开发商、买家和专业
技术⼈员提供了最完整的业务⼯具。

AWIN数据库包括美国航空周刊⾼品质的系列出版物，如著
名刊物《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在国防领域以及印度、中
东和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不断扩⼤影响。AWIN专业数据，
如全球航空数据库（World�Aerospace�Database）、航空机
队数据（Fleet�Data），以及权威报告分析，如美国国防
部、FAA和NASA最新预算分析、全球最佳航企排⾏、世界航
空航天⼯业预测等。

SEG（国际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学会）是国际上最权威的勘
探地球物理学术组织。致⼒于推动应⽤地球物理学的发展
和地球物理学家教育，成⽴于1930年，全球会员达
20,000余⼈，分布于128个国家。SEG数据库包含了其独
⽴出版的期刊、会议录和电⼦书，并收录了EEGS（美国环
境与⼯程地球物理学学会）的⾼品质期刊和会议录⽂献，
为全球地球物理学家、地质学家、勘探学家等提供专业资
源。

SCI收录的期刊包括Geophysics、Interpretation�(2013新
刊）和Journal�of�Environmental�&�Engineering�
Geophysics，其中旗舰刊Geophysics的总引⽤量为21,868，
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学科类别排名第8。SEG电⼦书涉
及⼗⼤热门领域：地震数据处理、地球物理学解释、地震数
据采集、储层地球物理学、电磁法、近地表地球物理、潜在
区域⽅法研究和信号处理和探矿地球物理学，包括最畅销书
籍：《应⽤地球物理学百科辞典》第4版。

出版物品质：
出版物品质：

SEG�(Society�of�Exploration�Geophysicists)�

地质勘探、地球物理学、地质资源与地质⼯程、
矿业与⽯油与天然⽓⼯程

SAE�International�

SAE国际⾃动机⼯程师学会(曾⽤名Society�of�Automotive�
Engineers，原译：国际汽车⼯程师学会)�成⽴于1905年，是
国际上最⼤的汽车⼯程学术组织，⽬前研究⽅向扩展⾄航空
航天、机械⼯程、动⼒⼯程等领域。SAE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超过145,000名会员，会员均是汽车、航空航天和商⽤车辆⾏
业的⼯程师及技术专家，其核⼼竞争⼒是终⾝学习和⾃愿开
发⼀致性标准。

国际⾃动机⼯程师学会2017年发布全新开放式平台：SAE�
MOBILUS，收录了其出版的技术报告（包括学术期刊⽂
章）、标准、电⼦图书、杂志等，总计超过22万份⽂献。技
术报告来⾃全球汽车和航空航天领域的⼯程进展和创新，已
超过100年历史，均由专家撰写并同⾏评审；⾼品质期刊收
录于EI⼯程索引和ESCI新兴资源引⽂索引中；标准包括航空
航天标准、航天材料规范和地⾯车辆标准，具有权威性且有
相当部分被采⽤为美国国家标准。
SAE全新上线�Knowledge�Hubs知识中⼼，收录了前沿热点
和新兴领域（如新能源汽车、车联⽹与⽹络安全、先进制造
3D打印等）的出版物、会议与机构信息、实时新闻和培训课
程等。

Morgan�&�Claypool�eBooks�Library

InnovationQ�Plus�(http://ieee.ip.com)是IEEE与IP.com合作推出的
⼀个强⼤的创新发现与分析平台，整合了来⾃IEEE、IET、
SMPTE的深度⼯程技术⽂献及来⾃IP.com的全球专利与⾮专利⽂
档。依托IP.com独有的、基于语义分析的检索引擎，InnovationQ�
Plus快速审查海量数据，⾼效定位相关专利、专利申请与⾮专利⽂
献，并输出业界领先的检索结果。

产品特点:

Ÿ 检索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及专利组织的1亿多篇专利与专利申请
⽂献

Ÿ 检索分析IEEE、IET及SMPTE出版的400多万篇期刊、会议、
标准等⾮专利⽂献

Ÿ 检索分析PubMed�Central和IP.com现有技术⽂档
Ÿ 了解来⾃⾼校的可许可技术
Ÿ 独有的基于语义分析的检索引擎，同时⽀持传统布尔逻辑检

索
Ÿ 将概念可视化展⽰的图谱⼯具
Ÿ 简化⼯作流程的个性化功能

帮助研究和分析⼈员：
Ÿ 掌握现有技术
Ÿ 专利侵权检索和⾃由实施检索
Ÿ 确定专利性
Ÿ 分析知识产权在市场中的地位
Ÿ 优化研发投⼊

InnovationQ�Plus

Morgan�&�Claypool�eBooks�Library是IEEE和Morgan�&�
Claypool出版社合作推出的计算机科学和⼯程技术类⾼质量
综述⽂集类电⼦书数据库。其出版的综述⽂集是Morgan�&�
Claypool为⼯程技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发和教育⼯作者
提供的⼀种创新信息服务，它是创新的出版理念、权威的内
容和先进的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为读者不同于传统的纸
本或电⼦出版物的知识体验。

产品特点:

Ÿ 包含了800多本同⾏评审的综述⽂集
Ÿ ⽂献最早回溯到2006年
Ÿ 每⽉更新⽂集，每年约新增⽂集100本
Ÿ 整本书PDF下载模式
Ÿ ⽀持内部和外部参考⽂献链接，通过CrossRef和

OpenURL提供对授权资源的外部链接
Ÿ 通过IEEE�Xplore提供访问，与IEL数据库⼀并提供⼀站式

访问
Ÿ 可免费下载MARC�记录

涉及学科：⼈⼯智能、通信⽹络、信息安全、计算机软硬
件、电⼦电路及能源环境等。

⼯程 ⼯程

AIAA�(American�Institute�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

航空航天、国防科技、动⼒⼯程及⼯程热物理 航空航天、国防科技、空间技术

车辆⼯程、交通运输⼯程、航空航天、机械⼯
程、动⼒⼯程及⼯程热物理

IEEE（电⽓电⼦⼯程师学会），是⽬前全球最⼤的⾮营利性
专业技术学会，其会员⼈数超过40万⼈，遍布160多个国
家。IEEE在电⼦电⽓、半导体、航天系统⼯程、计算机、通
讯、⽣物医学⼯程、电⼒、电⼦消费产品等领域最具权威性
和领先优势，出版的技术期刊有190余种，每年在全球举办的
技术会议多达1700余场，制定国际和⾏业技术标准千余种。

�IEEE�(The�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s�Engin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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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了解⾏业动态�发现新机遇
Ÿ 分析竞争对⼿
Ÿ 评估合作伙伴及专利许可

机会
Ÿ ⽆缝连接IEEE�Xplore全⽂

数据库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出版物品质：

Aviation�WeekNow�Publishers�Foundations�and�Trends �Technology�eBooks�® 
Library是由IEEE与Now�Publishers合作推出的⾼质量综述⽂集，
对⼯程及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新兴热点进⾏介绍，均为由各领域顶
尖专家撰写的同⾏评审电⼦书。

Now�Publishers�Foundations�and�Trends���Technology�eBooks�
Library

电⽓电⼦、计算机、电⼒能源、空间技术、⽣物
⼯程等

产品特点:

Ÿ 包含400多本同⾏评审的综述⽂集
Ÿ 由来⾃顶尖学府的学科领头⼈提供新兴技术的最前沿信息
Ÿ 提供在Scopus�SCImago�SJR排名前⼗的⾼质量内容
Ÿ 所有内容均为2004年以后出版
Ÿ 通过IEEE�Xplore提供访问，与IEL数据库⼀并提供⼀站式访问

计算机、通信、⼈⼯智能、电⼒能源、⾃动化控制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ASCE（美国⼟⽊⼯程师学会）成⽴于1852年，⾄今已有
160多年的悠久历史。ASCE�已和全球65个⼟⽊⼯程学会建⽴
了合作协议，服务于177个国家超过15万的专业会员。它也
是全球最⼤的⼟⽊⼯程出版机构，每年出版�5�万多页的专业
期刊、杂志、会议录、专著、技术报告、实践⼿册和标准
等。

ASCE数据库（ASCE�Library）包含如下内容：

Ÿ 所有期刊和会议录⽂章均经过同⾏评审，⽂献总数超过
12.5万篇

Ÿ 2014到2018年，ASCE期刊的年发⽂量已总体上升了
60%

Ÿ 有27种ASCE期刊被SCI收录，21种期刊影响因⼦超过1

Ÿ 会议录⼤部分内容被EI收录

ASME（美国机械⼯程师学会）成⽴于1880年，现已在全球拥有超过
13万名会员，致⼒于帮助全球⼯程师群体应对挑战。作为世界上最⼤的
技术出版机构之⼀，ASME还制定了众多⼯业和制造业的⾏业标准。

ASME数据库包含如下内容：

Ÿ 30种电⼦期刊，最早回溯到1960年，每年出版200多期
Ÿ 1,600多卷珍贵会议录⽂献，最早回溯到2002年，每年新增80⾄

100卷
Ÿ 210多本精选电⼦书，每年新增10⾄20本
Ÿ 500多卷现⾏标准和规范

Ÿ 所有期刊和会议录⽂章均经过同⾏评审，⽂献总数超过21万篇。
Ÿ 有25种ASME期刊被SCI收录，19种期刊影响因⼦超过1。
Ÿ 会议录⼤部分内容被EI索引，涉及制造、交通、能源、通讯、安全

管理、计算机等多个应⽤领域。
Ÿ 锅炉和压⼒容器规范（BPVC）是ASME专为供电锅炉、供暖锅炉和

核电站组件所建⽴的安全准则，⽬前已被全球100多个国家采纳。

⼒学、热⼒学、机械⼯程、海洋⼯程、能源和燃料、⽣物医学
⼯程、材料科学和⼯程、⾃动化和控制系统、声学、数学等

�ASTM成⽴于1898年，是世界上最早、最⼤的⾮盈利性标准制
定组织之⼀，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材料、产品、系统和服务等领
域的特性和性能标准、试验⽅法和程序标准，促进有关知识的
发展和推⼴。

�ASTM数据库收录ASTM现⾏标准以及ASTM的期刊、专业技术
论⽂、专著及⼿册、电⼦书、公告、视频等。主要有两个产
品：ASTM�Standards�Collection和ASTM�Digital�Library。

Ÿ 130多个领域的13,000+现⾏标准
Ÿ 1500+种电⼦书
Ÿ 9种期刊均经同⾏评议，被知名索引收录

出版物品质：

ASTM�(American�Society�for�Testing�and�Materials)

⼯学包含的所有⼆级学科�

MSI(国际材料与科学学会)源于德国马普学会⾦属研究所，
成⽴于1984年。MSI背后是⼀个来⾃全球17个国家共
250多名材料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他们同时也是国际
合⾦相图委员会APDIC的成员。

MSI的数据库产品MSI�Eureka收录了1894年以来关于⽆机
材料的相图、相反应和热⼒学⽅⾯的数据，为数值型及⼯
具型数据库。

关于MSI�EUREKA
Ÿ 评估了4000多个材料体系的相结构信息，并附有评估

报告；
Ÿ 共有1900多张相图，提供实时读取、重叠⽐较等多种

功能，⽅便查阅⽐较；
Ÿ 收录了445,000多条参考书⽬数据，包含70,000+⽆机

材料元素体系，可回溯⾄1894年。

材料科学与⼯程

MSI�(Materials�Science�International�Services)

�出版物品质：

涉及学科：

⼯程

Ÿ 35种专业期刊，最早回溯到1983年，每年出版250多期
Ÿ 500多卷会议录⽂献，最早回溯到1996年
Ÿ 《⼟⽊⼯程》杂志2005⾄2017年的回溯内容
Ÿ 近350本电⼦图书

⼟⽊⼯程、⽔利⼯程、环境⼯程、交通运输⼯程、
地质资源与地质⼯程、管理科学与⼯程

TTP�(Trans�Tech�Publications�Inc.)

TTP出版社成⽴于1967年，从第⼀本期刊（现名
为”Diffusion�Data”）⾯世起，ttp.net在⼏⼗年间致⼒于
发展成为材料科学与⼯程学科及相关领域最⼤的⽹站。⽬
前，TTP出版社拥有多种期刊、杂志、会议录、专题讨论报
告及专著等。

Scientific.Net数据库由瑞⼠Trans�Tech�Publications�Inc.出
版，专注于材料科学与⼯程及相关学科领域各种前沿成果的
研究及评论，是材料等相关⼯程领域发展速度最快的数据
库。

涉及学科：材料、机械、电⽓、电⼦、⽣物⼯程

出版物品质：

Ÿ 最早可追溯到1967年，⽬前共有15种出版物；
Ÿ 已发⾏1,800,000页材料科学与⼯程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

果，每年新增300,000页的内容；
Ÿ 论⽂均经同⾏评议，多项刊物被EI收录。

ASME�(American�Society�of�Mechanical�Engineers)

出版物品质：

ASCE�(American�Society�of�Civil�Engineers)

出版物品质：

⼯程、材料学

IWA(国际⽔协会)是⼀个全球⽔资源专业⼈员的组织，⽬前
已拥有涵盖130个国家的10000余名会员及400多名家社团会
员，其出版物是为了解⽔资源领域发展的重要信息资源，在
世界范围内具有深远的影响⼒。

Ÿ WIO⾄今已收录300多本电⼦图书，每年增加30本左右
新书

Ÿ WIO所有收录内容未被其他平台整合
Ÿ ⽤户可免费查看电⼦图书的摘要和补充信息，并能下

载整本图书的PDF⽂档

⽔科学、环境科学、给排⽔、城市规划

IWA�(International�Water�Association)

Water�Intelligence�online(⽔资源知识在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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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Electude是全球领先的汽车技术e-learning解决⽅案的开发
商，为全球50多个国家、数千所学校、公司及政府机构提供
最先进的汽车技术教学软件解决⽅案。Electude团队投⾝于
⽤科技创新来打造交互式、⾼效、乐趣横⽣的教学⽅法，向
教师提供全新的技术、⼯具和培训⽅案，为学⽣带来最佳的
学习氛围⽽不断努⼒。

Electude软件是⼀款基于云端的游戏式汽车技术e-
learning�系统解决⽅案，包括汽车核⼼课程、电⼒驱动课
程、发动机仿真模拟系统，⽀持包括中⽂在内的35种以上
语⾔版本。通过该教学软件教师可以创建、分发并管理各
种难度级别的教学内容、测验内容及实践内容，学⽣可以
随时随地在各互联⽹终端设备上进⾏学习。Electude符合
中国常规课程标准，并提供美国NATEF、德国
Lernfelder、英国IMI和City&Guilds等欧美通⽤标准排课
⽅式。

汽车⼯程、机械⼯程

Electude

出版物品质：

ITU(�International�Telecommunication�Union)�(国际电信联
盟)简称“国际电联”，它是联合国的15个专门机构之⼀，主
管信息通信技术（ICT）事务，负责分配和管理全球⽆线电频
谱与卫星轨道资源，制定全球电信标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电信援助，促进全球电信发展。

ITU是电信技术、规则和标准信息的主要出版者。ITU�
iLibrary是以ITU提供的信息资源为基础⽽建⽴的在线图书
馆，可在线提供ITU的期刊、图书统计汇编的数据库资
源。⽬前涵盖400+电⼦图书及世界电信/�ICT指标数据库。

信息、通信技术

ITU(�International�Telecommunication�Union)

ITU�iLibrary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Ÿ 数据来源广泛（1,300份期刊），包含各种知名出版社及

高质量期刊

Ÿ 134,565（83%）条晶体结构数据经试验所得

Ÿ 数据库每年更新两次，每年新增7,000多个晶体结构数据

数据库品质：

SoS（合成科学）是德国Thieme出版社推出的有机化学合成

方法全文数据库。其全部内容由全球1800多名化学合成领域

特邀专家遴选、审核和更新，几乎涵盖了有机化学和有机金

属化学整个领域从1800s早期发展至今的所有合成方法，是

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合成方法、专家评论全文、实验过程

以及精准化学反应路线的全文电子资源。

Ÿ 经1800多位特邀专家删选、评论和更新

Ÿ 内容按照官能团系统逻辑排列，便于系统教学参考

Ÿ 定期添加合成领域热门专题

Ÿ 可靠性高，实验步骤可在实验室即刻应用

Ÿ 提供结构式、文本等多种检索方式

PS (药物物质)是德国Thieme出版社推出的关于FDA授权药物的工

业合成路线和商业应用的一站式信息资源。提供2600多种FDA授

权活性药物成分（API）的工业合成、专利、商业应用信息。

药学、药物化学、有机化学、合成工艺

DRG（决策资源集团）致⼒于为全球医疗健康产业提供专业
数据和解决⽅案。主要提供⽣物医药、数字医疗、市场准
⼊、医疗科技领域的商业报告、商业数据库、定制化分析和
咨询服务。

DRG产品：

Ÿ DRG Insights Platform，疾病、药物、公司相关的深度

商业洞察平台

Ÿ Medtech Solutions，医疗器械市场报告

Ÿ Global Market Access，医药市场准入报告

Ÿ DRG Biosimilar Consulting，生物类似药咨询服务

Ÿ Real World Data，真实世界数据

ICSD（无机晶体结构数据库）是由德国FIZ Karlsruhe提供的

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无机晶体结构数据库，收录了1913年

以来出版的199,466条无机晶体结构方面的详细信息，为材料

科学及纳米技术领域提供基础信息服务。

材料科学与工程、物理、化学、晶体学、材料、

矿物学、地质学

有机化学、合成化学、有机金属化学、药物化学、

生物化学

RightAnswer成⽴于1996年，致⼒于为化学药品安全和监督
提供可靠、全⾯的信息。其数据由全球各公司、政府和⾼校
的毒理学家、危险品管理者、科研⼈员和其他管理有害物质
的专家提供。

产品包括：ChemKnowledge® 和RegsKnowledge®

ChemKnowledge®系统包括RightAnswer独家授权的，涉
及环境、灾害和医药等科学范围的数据，为安全管理和化学
品处理提供安全、灾害、医疗信息的快速访问。

RegsKnowledge®系统帮助确保管制品合规、准备MSDS⽂
件。可从⼤量咨询、监管和库存清单中快速检索到美国和国
际数据。

�出版物品质：
Ø 由于化学品危险信息所需的⾼度优先和紧迫性，

RightAnswer数据不断更新并具有以下特点：
Ÿ 可靠的数据来源

Ÿ 全面的循证数据

Ÿ 专有许可的数据库

Ø 世界各地的企业依靠ChemKnowledge®和

Regsknowledge®系统提供即时、全面、准确的合规

性信息。

ACS（美国化学会）成⽴于1876年，现已成为世界上最⼤的
科技学协会。多年以来，ACS⼀直致⼒于为全球⾼校、化学研
究机构和企业提供⾼品质⽂献资讯及服务。

2018年，ACS数据库收录了53种订阅期刊、2种⾼品质OA期
刊、1500多本电⼦图书、化学化⼯新闻周刊、ACS化学试剂
⼿册，⽂献总数超过100万篇，涵盖了⽆机化学、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分析化学、化学⼯程、⾼分⼦化学、⽣物化学、
药物化学、材料科学，纳⽶技术、环境科学、⾷品化学、地
球化学等20多个与化学相关的研究领域。
2015年起，ACS出版社加强了OA资源的投⼊⼒度，完善了
AuthorChoice、Editor's�Choice开放获取⽂献资源板块和ACS�
Central�Science、ACS�Omega两种开源期刊的出版政策。

Ÿ 所有期刊都回溯到第⼀卷第⼀期，最早回溯到1879年；
Ÿ 每年出版1000多期期刊，发表4万多篇⽂章；
Ÿ 期刊论⽂和电⼦图书章节均经过严格的同⾏评审流程；
Ÿ 最近8年创刊的ACS期刊的影响因⼦中位数达到�5.382；
Ÿ 已有48种期刊被SCI收录索引；
Ÿ 被2017年度JCR期刊引证报告评为“化学领域中被引⽤次

数最多的期刊”。

化学、化⼯、⽣物、医药、材料、能源、环境、
农林等

DRG产品品质：

Ÿ 客户包括全球前50的生物医药公司

Ÿ 拥有数量最多最专业的流行病学专家团队

Ÿ 专有的方法学和市场分析团队

Ÿ 行业内知名的思想领袖

涉及领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药商业咨询

SoS�(Science�of�Synthesis)

出版物品质：

Thieme�PS�(Thieme�Pharmaceutical�Substances)

�出版物品质：

DRG�(Decision�Resources�Group)ICSD�(Inorganic�Crystal�Structure�Database)

Ÿ 药物化学权威参考工具

Ÿ 提供FDA获批药物的工业规模生产专利合成路线

Ÿ 提供药物INN、IUPAC名称、俗名、化学名、ATC代码、

CAS号、EINECS号、分子式、主要用途、医疗应用、治疗分

类、专利号、专利申请日期、专利权人等事实数据

Ÿ 所有API及中间体可以使用CAS号、分子式、化学名称、结构

式检索

Ÿ 覆盖供应商、商品名、制剂、市场等信息数据

ACS�(American�Chemical�Society)

出版物品质：

化学 化学、材料学

-7--6-

医学、职业卫⽣、环境卫⽣、应急处理、危险化
学品等

涉及领域：

AWS�(American�Welding�Society)

�American�Welding�Society（美国焊接学会）成⽴于
1919年，⾄今拥有�70,000+名会员。AWS是国际知名的
焊接科学技术及其应�⽤的领导者，提供先进的焊接和切割
⼯艺，涵盖钎焊、焊料和热喷涂技术和应⽤。

AWS提供了⼀系列的检验和认证⽅法，⾃1976年推出注
册焊接检验师（CWI）以来，共有97,000+名焊接检验员
通�过审核。

AWS学会产品包含期刊、⾏业标准、在线视频、电⼦�
书、会议录等，专注于出版焊接、焊料和切割⽅⾯的专业
信息。

CINDAS（情报与数值数据分析和综合中⼼）起源于美国
普渡⼤学的⼀个部门，由美国国防部资助，专门从事材料
性能及处理领域的研究项⽬，并收集发布材料性能数据。

CINDAS数据库中收录的材料涉及多种钢铁及有⾊⾦属合
⾦、半导体、陶瓷材料及⾼分⼦材料等，性能涵盖机械性
能、热物理热辐射性能、介电及光学性能，为全球多个研
究中⼼、企业及⾼校提供全⾯、⾼效的服务。

CINDAS的材料性能数据库系列：
宇航结构⾦属数据库ASMD
⾼性能合⾦数据库HPAD
微电⼦封装材料数据库MPMD
材料热物理性能数据库TPMD
损伤容限设计⼿册DTDH
结构合⾦⼿册SAH

材料科学与⼯程，航空航天⼯程，机械⼯程，动
⼒⼯程及⼯程热物理等多种⼯学学科

出版物品质：

CINDAS�(Center�for�Information�and�Numerical�Data�
Analysis�and�Synthesis)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材料加⼯⼯程，机械⼯程等⼯学类学科涉及学科：

RightAnswer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SIAM�(Society�for�Industry�and�Applied�Mathematics)

⼯业和应⽤数学学会�(SIAM)�于⼆⼗世纪五⼗年代前期在美国
成⽴，是⼀个以促进应⽤和计算数学的研究、发展、应⽤为
⽬的的学会。

出版物品质：

涉及学科：数学、应⽤数学

Computing�Reviews�是ACM（美国计算机协会）于1960年出版的
⼀份著名刊物，2004年开始推出⽹络版。Computing�Reviews�评
价范围包括书籍、⽂章、会议⽂献、论⽂、技术报告以及⽹络出
版物。其资深内容编辑都是来⾃相关领域的重量级学者，并联合
1000多位专业评论家给您提供专业透彻的分析和观点独到的建
议。

Computing�Reviews�特⾊：

涉及学科：计算机

Computing�Reviews

Ÿ 原⽂和评论之间的出版时间缩短到仅仅1个⽉，评论内容每天
更新

Ÿ Computing�Reviews收录的评论超过19000篇，回溯到
1985年

Ÿ 可以通过DOI系统链接到全⽂

IEEE�CS�（IEEE�计算机学会）是世界上最早和最⼤的计算机
专业⼈⼠的学会，成⽴于1946年，是IEEE旗下39个专业学会
中最⼤的⼀家。IEEE计算机学会也是计算机领域领先的技术
资料版商。没有其他任何⼀个专业或商业团体出版社能在质
量、数量和多样性⽅⾯与IEEE�CS相媲美。

IEEE�CS数字图书馆：

涉及学科：计算机

IEEE�CS�(IEEE�Computer�Society)

Ÿ 40种计算机核⼼刊物和1种快报;其中65%的刊物均被
JCR收录。

Ÿ 950+会议、9000+卷会议录
Ÿ 超过60万篇专业⽂章和论⽂
Ÿ 2015年起，提供国际站访问服务

ACM�(美国计算机协会)创⽴于1947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和最⼤
的计算机教育、科研机构。ACM期刊、会议录、SIG实时通讯和合
作出版物等均可通过ACM�Digital�Library�获取。ACM全球机构⽤
户数超过3000家，每年新增全⽂量超过2万篇，平均每2秒钟就有
⼀篇ACM的⽂章被下载。

ACM�Digital�Library�主要涵盖：

涉及学科：计算机

ACM�(Association�for�Computing�Machinery)

Ÿ 期刊、杂志、汇报超过50本
Ÿ 4000多卷会议录，提供最前沿、最丰富的信息
Ÿ 超过48万+篇全⽂，及“在线计算机⽂献指南”数据库中

270多万条⽂摘题录信息
Ÿ 37个SIG（专题兴趣⼩组）发布的实时通讯，提供计算机具体

主题领域的最新资讯

ACM�BOOKS�是2014年ACM�与Morgan�&�Claypool�出版社合
作推出的计算机科学类图书。每本图书详细阐述某⼀研究领
域的技术发展和成果。ACM�BOOKS编委会由计算机科学领
域内的专家组成。

ACM�BOOKS�Collection�I计划出版25本，囊括计算机领域
19个学科。

ACM�BOOKS�Collection�I�⽬前涉及领域：

涉及学科：计算机

ACM�BOOKS

Ÿ 云计算

Ÿ 复杂算法

Ÿ 生物信息学

Ÿ 电脑制图

Ÿ 数据管理

Ÿ 计算机历史

Ÿ 人机交互

Ÿ 信息检索和电子图书馆

Ÿ 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

Ÿ 移动计算机处理技术

Ÿ 多媒体系统

Ÿ 网络通信

Ÿ 平行计算技术

Ÿ 编程语言

Ÿ 安全与隐私

Ÿ 社交计算

Ÿ 软件工程

Ÿ SIAM�⼏乎所有的期刊均被JCR收录，其影响因⼦都接近
或超过1

Ÿ 《SIAM�Review》在应⽤数学领域250多本核⼼期刊中影
响因⼦排名数⼀数⼆

Ÿ SIAM电⼦书图书馆包含460多本书，分为14个系列，
37个学科范围；其作者在数学领域⾮常著名,获奖⽆数

Project�Euclid

Duke�University�Press�&�Cornell�University�Library

Project�Euclid是美国康奈尔⼤学图书馆于2000年发起创
建、由康奈尔⼤学图书馆和杜克⼤学出版社共同管理的⾮营
利性在线出版物平台，⽬的是促进数学以及统计学领域的学
术交流，扶持数学和统计学的独⽴期刊的⽹上出版。

产品特⾊：

涉及学科：�数学、统计学

�41种期刊均为严格的同⾏评议期刊，其中有26种被2017年
JCR收录��

计算机 计算机、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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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o�(CredoReference�Ltd.)

Credo(全球⼯具书⼤全)由英国Credo�Reference�Limited�出
版社（原名Xrefer）提供。

Credo�Reference�Ltd.是⼀家领先的图书馆与信息中⼼参考资
源提供商，⾃1999年以来即开始向图书馆提供完全定制的参
考信息。Credo�Reference服务汇集了全球最好的参考⼯具书
出版社的最主要的专题内容，通过独有的跨资源技术向全球
⽤户提供最权威的答案。

Credo�特⾊：

综合

Ÿ 汇集了80多家知名出版社的3900多种参考⼯具书，并且
每年计划新增数⼗种

Ÿ 350多万全⽂⽂章，1亿个链接，20万个有声⽂件与30万
个⾼清图像

IG�Publishing

iG Publishing于2005年成立于新加坡，与世界各国著名的

特色出版机构合作，为其图书出版物提供电子访问平台，经

营和代理着它们的100,000余册电子图书。这些出版机构包

括知名的商业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以及专业的学协会出版

社。为满足用户的各种新需求，iG Publishing不断地更新提

升其在线资源质量，并采用创新型技术，使信息传递更加方

便快捷。帮助用户有效获取全球知识是iG Publishing的使

命。

出版物品质：

涉及学科：综合

Ÿ Choice、Library�Journal、Booklist�Online、查尔斯顾问
等电⼦资源权威评论⼯具⾸推的出版社产品

Ÿ 哈佛商学院指定教材参考，与ASME等知名机构合作出版

BEP（Business�Expert�Press）

�Business�Expert�Press（美国商务专家出版社，简称BEP）
2008年成⽴于美国，专业出版MBA教学所需的⼯商管理类参
考资源。BEP系列电⼦图书出⾃世界各地商务及经济管理领
域专家之⼿，将商务实战经验转换成按课程⽽设计、物超所
值的教学⼯具，其内容简明实⽤、精炼易懂。BEP与哈佛商
业出版社（Harvard�Business�Publishing）合作出版了⼯商
管理教学每⽇所需的案例研究。

出版物品质：

涉及内容：
Ÿ 战略管理
Ÿ 公共关系
Ÿ 项⽬管理
Ÿ 市场策略
Ÿ 国际经济
Ÿ 信息系统

�BEP被国外180余所顶级⾼等院校商学院选购作为教学参考
资源，⽬前也已通过我国国家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审核确认
作为各外国教材中⼼商科教学参考资源使⽤。

MP（Momentum�Press）

Momentum�Press出版社成⽴于2007年，该出版社所出版的具有
代表性知识原理的读物涉及科学、⼯程及应⽤技术等领域。
Momentum�Press⽴⾜⼯程、科学、产业领域，⾯向实习⽣、研
究员、教育家、学⽣等，所出版的各类刊物满⾜了各层次读者的
需要，也正是此项特⾊服务，⼴⼤读者才得以在琳琅满⽬的众多
出版物中做到有针对性地轻松选择。�

涉及内容：

Ÿ 机械工程

Ÿ 材料科学和工程

Ÿ 制造工程

Ÿ 民用及建筑工程

Ÿ 应用物理和化学

Ÿ 可再生技术

Ÿ 纳米技术

Ÿ 能源工程

WEL（World�eBook�Library）�

World�Library�Foundation
�World�eBook�Library正式成⽴于1996年，总部位于美国夏
威夷州“檀⾹⼭”（Honolulu），拥有⼀个来⾃全球70多个
国家的专家研究团队。World�eBook�Library秉承保存和传播
古典⽂学作品、期刊、书籍、字典、百科全书等类型的参考
资料的使命，早在1987年，就开始投⾝于图书馆信息提供与
促进公共⽂化传播。

产品特⾊：

涉及学科：综合

Ÿ 巨量资源，资源数量近400 万，覆盖几乎所有学科和研

究领域

Ÿ 更新快，资源实时更新，每月更新资源上万

Ÿ 多语种，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

语、俄语等占绝大部分世界人口的语言及其它小语种的

电子资源 

WJ（World�Journal）

�World�Journal�数据库是World�Library�Foundation旗下收录
期刊与杂志的数据库产品，旨在收录所有国际范围内⽔平较
⾼的学术期刊与杂志。⽬前World�Journal数据库中共收录了
6,600万+篇学术⽂章，包含300多个语种的⽂献，分布在历
史、医学、法学、⽂学等多个研究领域。
World�Journal中最早收录的⽂章可以追溯到16世纪，数据库
收录⽂章的主要使⽤语⾔为英语，⾳频及视频等多媒体形式
的⽂章也有涉及。World�Journal数据库中包含的“期刊杂志
合集”项⽬中收录了数千种当代期刊杂志中超过22万期的原
本，横跨从医疗到科技、军事的多个学术领域，具有极⾼的
参考价值。�

产品特⾊：

涉及学科：综合

Ÿ 220,000+期刊原本
Ÿ ⽂章超过6,600万篇�
Ÿ 多媒体形式⽂献
Ÿ 代表了世界200+个国家的科研进展�
Ÿ 最早可回溯⾄16世纪
Ÿ 包含300+语种⽂献

Ÿ 账务管理
Ÿ 财务会计与审核
Ÿ 企业管理与沟通
Ÿ 供应链服务和操作管理
Ÿ 巴布森学院企业家研究会议

综合 综合

-10- -11-

1Science是全球声名卓著的⾏业研究评估公司Science-
Metrix的⼦公司，其创⽴的初衷是协助图书馆帮助读者或科
研⼯作者更容易地获取发现同⾏评议的Open�Access期刊。
为了实现这⼀⽬标，1findr应运⽽⽣。此外，1Science为了
⽀持⾼校图书馆战略，降低⾼校图书馆成本，提⾼⾼校图书
馆声誉，开发了1figr和1foldr。

1findr，同⾏评议的Open�Access学术期刊⽂献的发现系统，
提供最全⾯的OA期刊中学术⽂章的获取途径。
1foldr，⽂献管理系统，能快速检索研究机构的作者所著的
OA学术⽂章，并提供⽂章的⼤数据及链接来快速填充和更新
研究机构的⽂献库。
1figr，图书馆决策分析⽀持系统,�帮助⽤户检验所在科研单
位的科学学术产量�，�通过提供⽂献计量学参数从⽽帮助研究
机构进⾏订阅管理及订购策略的制定�。

�1Science

�综合

产品覆盖：

涉及学科：

OECD（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

OECD（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即经
济合作发展组织，是由34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包括
国际能源组织（IEA）、国际原⼦能组织(NEA)、欧洲交通部长会议、发展中
⼼、教育研究和创新和西⾮发展中国家组织等6个半⾃治的代理机构组成。其
宗旨为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的挑战，并把握
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OECD�iLibrary

涉及学科：农业与⾷品、发展、经济、教育、就业、环境、⾦融和投资、
税收、贸易、核能等

OECD的出版物以展望类（outlooks）、国家调查（country�survey）、经济
发展指标（OECD�Main�Economic�Indicators）及统计资料（statistics）最为
闻名。OECD�iLibrary是以OECD提供的信息资源为基础⽽建⽴的在线图书
馆，可在线提供OECD的期刊、图书和报告、统计汇编的数据库资源。

涉及学科：



American�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成⽴于1848年，旨在发展科学，服务
社会，致⼒于推动学术交流、科学教育以及科技⼈⼒资源和
基础设施发展，并向美国政府积极提供科技政策咨询意见。

AAAS出版物包括：
《科学》周刊（Science）
《科学转化医学》(Science�Translational�Medicine)�
《科学信号》(Science�Signaling)
《科学免疫学》(Science�Immunology)
《科学机器⼈》(Science�Robotics)
《科学进展》(Science�Advances)

出版物品质：

Ÿ 编辑团队由25位具有博⼠学位的编辑，及超过120名来⾃
各学科领域的顶尖专家组成。

Ÿ 来稿要经过严格的同⾏评审，稿件接收率不到7％。
Ÿ 2017年影响因⼦41.058。

涉及学科：⽣命科学、⾃然科学、其他学科

Annual�Reviews

Annual�Reviews出版社成⽴于1932年，是⼀家致⼒于向全球
科学家提供⾼度概括、实⽤信息的⾮营利性组织。

Annual�Reviews数据库专注于出版综述期刊，回顾本学科最
前沿的进展，为科学研究提供⽅向性指导。

出版物品质：

Ÿ Annual�Reviews系列期刊是引证率最⾼的出版物，⼏乎所
有期刊在其相应学科中均排名前⼗。

Ÿ 根据Thomson�Reuters发布的2018年JCR报告，有18种
Annual�Reviews期刊在其相应学科中排名第⼀。

涉及学科：⽣物学、医学、⾃然科学、农学和社会科学

British�Standard�Institution�(BSI，英国标准协会)

BSOL英国标准在线(British�Standards�Online)�是BSI（英国标
准协会）的产品，该协会于1901年成⽴，是世界历史上最悠
久的国际标准机构之⼀。BSOL包含了全部英国国家标准
（British�Standard）、全部欧洲标准（Europe�Standard）、
全部IEC(International�Electro�technical�Commission)标准、
全部的ASTM（American�Society�for�Testing�and�Materials）
标准及全部的ISO标准及全⽂。BSOL按ICS（国际标准分类
法）分类，同时提供按主题、专业模块两种分类浏览⽅式。

产品特⾊
Ÿ 使⽤简单：简单检索即可获取所需资源，并下载成PDF全

⽂
Ÿ ⾃动推送：⾃动推送最新的更新信息及更新内容
Ÿ 订阅灵活、成本低：可灵活选择订购内容
Ÿ 专业⽀持：随时在线解决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
Ÿ 降低成本与风险：省去追踪与维护文本的成本，使用最新

的标准避免使用过时标准带来的风险与损失 

涉及学科： 综合

综合

Skillsoft

Skillsoft是⼀家世界顶尖的e-learning服务商，也是全球最⼤
的e-learning⾏业上市公司，⽬前向3000多家跨国公司、政
府、教育机构、中⼩型企业提供数字学习服务及⽀持运作的
解决⽅案。

涉及学科：综合

Skillsoft产品包括：

1）�Skillsoft�Books�24*7电⼦书
Skillsoft与全球300多家学术、商业出版社合作，提供商业、
IT、⾦融、⼯程、计算机应⽤、⽣活健康等领域最新的最畅
销的书籍，更新频率⾮常⾼。

2）�Skillsoft�Courseware在线视频课程
Courseware是skillsoft的核⼼产品，该课程包含2000门、近
6000个学时的英语及本地化语⾔课程，可以满⾜⼤部分⾼
校、企业⽤户需求。课程利⽤各种讲解⼿段，如⽂本、视
频、练习、测验等互动实践，给⽤户带来⾝临其境的学习体
验。

ImaChek，检测科学图像可靠性

图⽚是科学研究结果的主要表达形式，其质量和真伪直接关
系到论⽂的结果是否正确、实验是否得出了预期的结果。⼀
项研究表明，约3.8%的已出版⽂献中的图⽚存在重复使⽤情
况。现有的不端⽂献检测系统，都是对⽂字重复性的检测，
并没有解决图像检测的问题。

ImaChek针对科学研究中的图像问题⽽研发，可以检测出图
像是否存在复制、粘贴等⼈⼯修改痕迹，从⽽识别是否存在
作者未有说明的图像篡改⾏为；以及检测论⽂中是否有重复
的图⽚。其研发和技术团队来⾃于⽇本东京⼤学，专注于⼈
⼯智能（AI），在科学图像采集和处理领域拥有丰富经验。

该系统的应⽤可以弥补图像检测的空⽩；因其能快速识别问
题图⽚，将⼤量节省⼈⼯审核的时间。

涉及学科：科研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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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技术

IGI�Global

IGI出版社（全称IGI�Global，简称IGI）成⽴于1988年，总部
位于美国宾⼣法尼亚州的赫尔希,�是⼀家领先的国际性的学
术出版商。

IGI长于出版信息技术（IT）应⽤和管理领域各个⽅⾯的⾼质
量、创新型出版物（图书、期刊、教案和学报、教学视频课
件），是⼀家国际认可的出版公司。IGI�Global的出版物包括
参考⼯具书、期刊、百科全书、教学案例、会议录等电⼦资
源。IGI⽬前出版了3900余种⾼品质的电⼦图书（505种为
2018年新出版图书），170余种期刊。其电⼦图书与期刊以
“⾼被引”⽽全球著名，被众多全球知名的索引收录。

涉及学科：商务与管理、信息科技、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
术、教育科技、环境科学与技术、政务管理、图
书馆信息科技、传媒与通信科技、医疗与健康卫
⽣、⽣命科学技术、安全与法医学、社会科学与
⽹络⾏为

EEWOWW整合论⽂写作平台

EEWOWW是云服务的⽂献管理⼯具。除了⽂献检索、⽂献
管理、论⽂写作和参考⽂献编辑的功能，其社交功能不仅能
实现信息分享、协作，还可以进⾏团队科研管理。界⾯友
好、简单易⽤。

Ÿ ⽀持移动设备使⽤，⽀持远程访问
Ÿ 定制服务：与图书馆订购资源整合，提升资源使⽤效率
Ÿ 可以整合论⽂原创性检测⼯具iThenticate

涉及学科：⽂献管理

Kudos�学术成果推⼴服务

⽆论是机构/学科的影响⼒，还是某个期刊的影响⼒，都离不
开所发表学术成果的影响⼒的累积。Kudos专注于帮助研究
⼈员和机构提⾼已发表⽂章的学术影响⼒。通过对已发表⽂
章的重新阐释、分享和对分享效果的跟踪及衡量，帮助研究
者个⼈和机构推⼴学术成果。

Kudos与多家机构合作，将来⾃不同出版社的⽂章下载量、
引⽤量、Altmetric分值等数据，与Kudos的各种统计数据汇
聚于同⼀计分板，结合⾏为地图，揭⽰不同推⼴⽅式、途径
的实际效果，并基于数据分析找出最优的推⼴⽅式。
Kudos也正逐步整合进投稿系统。

对于机构⽤户，Kudos的各种统计分析报告，为科研管理⼈
员站在宏观⾓度，了解如何能更好的推⼴本机构的学术成
果，继⽽提升机构影响⼒的决策⾏为，提供了数据⽀持。

⾃2014年正式推出，Kudo获得了多项业内⼤奖，包括The�
Charlston�Advisior�2014年度“最佳终端⽤户产品”，美国
学术和专业协会出版商联合会（ALPSP）2015年度:“出版创
新奖�”，连续2014、2015两年⼊选知名信息业咨询服务公
司OUTSELL的“10�to�Watch”�榜单，也是英国技术战略委
员会“创新英国”项⽬。

出版物品质：

涉及学科：⼯具/服务

出版物品质：
Ÿ 同⾏评审机制
Ÿ Choice、Library�Journal等电⼦资源权威评论⼯具⾸推

的出版社产品
Ÿ 被知名索引收录，同时提供CrossRef交叉链接⽅便链接

到全⽂
Ÿ 以“⾼被引”著称



Al�Manhal（曼哈尔出版社）成⽴于2010年，宗旨是促进知
识和创新想法的交流，创建基⾦⽀持阿拉伯世界学术研究和
出版的进步。Al�Manhal与阿拉伯世界各国的知名⾼校科研
院所、医疗机构，企业及政府机构合作，收录了⾼品质的电
⼦图书、期刊、新闻分析报道和学位论⽂以及伊斯兰⾦融专
题内容。

Ÿ 高品质的阿拉伯地区出版物

Ÿ 同行评议及知识产权保护

Ÿ 语言种类以阿拉伯语、英语为主，同时包括法语、希伯

来语、马来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等出版物

出版物品质：

阿拉伯地区语⾔和⽂化、伊斯兰教研究、法
律、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理学与哲学、社
会科学

⼈⽂社科 技术、软件

关于出版社
Turnitin成⽴于1996年，总部位于加州奥克兰。该公司的监
测系统每⽉检查数百万份⽂件，并在100多个国家得到使
⽤，是为剽窃防范提供Web解决⽅案的全球领先供应商。

Ÿ Turnitin包含原创性检测、同⾏评审和线上评分三个模
块，为教师提供了⼀套全⾯的评估写作的解决⽅案

Ÿ writeCheck帮助学⽣检测原创性的同时，提⾼他们的写
作技能

产品主要包括：

反剽窃

Turnitin

涉及领域：

Ÿ 通过将递交的⽂章与世界最⼤的对⽐数据库进⾏⽐对，
iThenticate为学术研究，出版以及博硕⼠论⽂发表的原
创性检测提供强⼤⽀持

Ÿ 拥有最⼤最全的数据库对⽐库，近500亿的数据资源包
含：Springer,Elsevier,Wiley-Blackwell,IEEE

Ÿ 提⾼发⽂质量，保护您的知识产权和著作权

反剽窃

iThenticate

涉及领域：

KISS（韩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是韩国研究信息服务系统，它
是韩国国内最受欢迎的期刊论⽂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韩
国各学科领域的1360种学术期刊，共计超过130多万篇全⽂
（年平均更新10万篇）。

KISS数据库与1,200多家韩国学术团体签订独家收购合约。
其⽤户包括韩国国内超过300家的⾼校、公共图书馆及政府
机构。在美国、⽇本、欧洲也有众多学术和科研机构在使⽤
该数据库。

⽂化科学、语⾔⽂学、教育学、社会学、商业
经济、法律、政治、⾃然科学、科技、医学、
护理、农业科学、艺术及体育⽂化等

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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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

Duke�University�Press（杜克⼤学出版社)

eDuke�Books�Scholarly�Collection（杜克⼤学出版社电⼦图
书数据库）完整收录了杜克⼤学⾃1964年⾄今出版的超过
2400+种电⼦图书，每年出版的电⼦图书约100种左右，主
要出版⼈⽂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学术电⼦图书。

eDuke�Journals�Scholarly�Collections（杜克⼤学出版社电
⼦期刊数据库）完整收录了50+种⼈⽂社会科学领域的⾼品
质电⼦期刊。

Ÿ 无DRM：用户可以打印，在线阅读，按章节下载PDF全

文 

Ÿ 快速检索、高级检索 

Ÿ 图书推荐供深入阅读 

Ÿ 杜克大学电子期刊数据库及Highwire平台其他出版物无

缝链接 

Ÿ COUNTER 标准的使用统计 

Ÿ 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MARC数据 

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是美国图书馆界的专业组织，
也是世界上最⼤的图书馆协会之⼀。它成⽴于1876年，主要
创始⼈为J.温泽、W.F.普尔和M.杜威，总部设在芝加哥，是图
书馆员常⽤的欧美书评、书讯杂志Choice与Booklist的出版
者。ALA⾃创办以来对全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最关键的
作⽤，重点参与培训图书馆员、制订图书馆法和图书馆标
准、编辑出版物、保护求知⾃由、合作编⽬和分类、编制书
⽬⼯具、促进馆藏建设和情报检索、推动⾃动化和⽹络化
等。�

书评：Choice�Reviews�Online，Booklist�Online
电⼦图书：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eBook
编⽬标准：RDA�Toolkit

ALA产品覆盖：

涉及学科：

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美国图书馆学协会）

图书馆学，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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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特⾊：

RemoteX

睿猫（RemoteX，简称RMX）是iGroup公司根据多年来图书
馆的对电⼦资源访问（尤其是远程访问、移动访问等）、电
⼦资源的流量统计及统计分析等需求⽽合作开发的⼀款图书
馆⼯具。睿猫是⽤以解放图书馆的技术⼈员、实现电⼦资源
校内外访问、移动访问、⽤户流量统计与分析、资源滥⽤甄
别及预防的实⽤⼯具。

Ÿ 所有电子资源一个入口

Ÿ 支持多重认证服务

Ÿ 高效的用户服务和支持

Ÿ 小工具和整合第三方APP

Ÿ 易上手的管理面板

Ÿ 综合表单模块

Ÿ 云托管基础设施

Ÿ 设备兼容

Ÿ 基于主题的UI设计风格

Ÿ 基于用户类别的登录页面

Ÿ 内容分类

Ÿ 重要链接

Ÿ 外部小工具扩展

Ÿ A-Z 电子资源导航系统

Ÿ 在线教程

出版物特⾊：

Sisense数据分析平台

Sisense是⼀种简化复杂数据的商业智能数据分析平台，涵盖
整个数据使⽤流程——从数据收集到存储，具有⾼速计算，
可视化数据探索，仪表板和嵌⼊式⾼级分析的功能。企业可
以从繁杂的数据中获得有价值的洞察——⽆需专业IT⽀持、
⼤量不同⼯具的安装或专家团队。
主要功能
Ÿ 可⽤于管理复杂数据模型的环境
Ÿ 数⼗种精致美观的数据可视化形式
Ÿ 可从任何设备访问的互联⽹仪表板
Ÿ 简洁⾼效的⽤户界⾯，以作为引导⽤户使⽤数据分析的

最佳⽅式
Ÿ 针对⾼阶⽤户的统计计算功能

Ÿ 能快速地将不同数据源进行对接

Ÿ 易于操作的用户界面

Ÿ 开放的平台——通过RestAPI可对接第三方软件

Ÿ 最低的硬件和IT要求

Ÿ 针对复杂的数据源，可提供最高效的解决方案

涉及学科：

涉及学科：

Al�Manhal

涉及学科： 人类学、艺术与视觉文化、经济、地理学、历

史、法学、语言学、文学与文学研究、数学、

医药卫生、音乐、教育学与高等教育、政治、

宗教研究、社会学、戏剧与表演、理论与哲学 

涉及学科： �⼯具/软件�

涉及学科： �⼯具/软件�



学术猫微信公众平台是iGroup�China打造的⼀个关于学术
信息检索、以及论⽂写作与投稿的集中答疑平台，⽬前⽤
户⼈数10000+。学术猫专注于学术情报与论⽂，为学术研
究者提供科研信息检索与咨询、论⽂投稿、学者就业、讲
座培训、学术出版及学术会议交流⽅⾯的知识与经验。

1.答疑--提问关于学术⽂献检索和论⽂写作投稿的问题
2.⽂章--了解关于学术⽣活的⼲货与⼋卦
3.活动--参与和资深编辑互动或信息检索活动
4.讲座--邀请学术领域专家授课为学术科研提供帮助

1.�学术研究者，包括教授、博⼠、硕⼠，偏向理⼯科
2.�有论⽂写作需求的⼤四学⽣

iGroup信息服务微信公众号，国内最受欢迎的学术图书馆
员职业培训和互动交流平台之⼀；在这⾥，学习掌握图书
情报基本知识；了解国内外学术图书馆和出版界动态和发
展⽅向；获取学术图书馆员职业发展最新动向；⼀键报
障，最贴⼼的iGroup客户服务。

1.资讯—图情观点、成功案例、信息检索、图情招聘等
2.商城—学术知识和产品超市
3.报障—⾼效、顺畅、便捷的iGroup客户服务
4.课堂—国内外图书馆界的专家学者分享知识、经验和实
践

iGroup信息服务（ID：iGroup_China）微信公众号

iGroup信息服务主要板块：

学术猫（ID：ACACAT）微信公众号

学术猫主要板块：

学术猫的⽤户：

扫码即可关注
iGroup信息服务微信公众号

扫码即可关注
学术猫微信公众号

产品资讯：info@igroup.com.cn 客户服务：service@igroup.com.cn���2018年8⽉制
-16-

John James Audubon著的《美国鸟类》被誉为是出版史上

最重要的和最美丽的彩色纸板书，同时也是史上最珍贵和最具

收藏价值的书籍。

《美国鸟类》21世纪珍藏版由iGroup出版公司以及日本雄松

堂共同出版。此套珍藏版为限量版，全球限量发行1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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