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贯彻落实南京农业大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方便 

全省校生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研学”，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积极 

搜集优质电子资源，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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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海研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 

32.  中科教育系列数据库 

33. IGI  Global  数据库 

34.  台湾电子图书 

35．“易阅通”   开放资源 

36. e线图情 

37.各大出版社资源 



  

附件一、中国知网 

 

附件二、万方数据 

为满足社会组织、企业、大中小学和个人足不出户的科研、学习需求，万方数据在行 

动： 

A.新用户登录“创新助手”大数据分析平台并注册，可获取为期一个月的免费使用权 

 

 

B.新老用户登录“万方科慧”平台，进入个人中心   -点击“开通”科慧套餐 -选择购买 

 

 



  

附件三、维普资讯 

维普网在疫情防控期间免费向读者开放学术论文的下载权限。读者仅需按流程花费数 

秒注册个人账户即可哦。 

www.cqvip.com 



  

附件四、超星集团 

多终端、多渠道开放。疫情期间，超星期刊和超星发现也将免费向注册用户开放访问 

下载权限。 



  

附件五、国研网 

在此举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特殊时期，国研网以实际行动与全国人民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为了方便广大用户、读者在特殊时期足不出户方便快捷地浏览、下载国研 



  

网文献，更好地为大家的研究、决策提供信息支撑，国研网决定自即日起直至本次疫 

情得到全面控制，启动数据库应急响应机制。向全部国研网注册用户提供免费浏览、 

下载服务；向通过远程访问的正式订购用户开放全国范围的    IP  权。 

附件六、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社会各界心系一线。特殊时期，为协助全国高 

校及城市公共图书馆方便广大用户的学习需要，帮助大家在高度自我保护的同时，也 

能通过线上学习有条不紊地进行自我提升，即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将视疫情情 

况调整延长），新东方将其旗下新东方在线的多媒体学习库免费向全国高校及城市公 



  

共图书馆用户全库开放，内容涵盖国内考试、出国留学、小语种、应用外语、职业认 

证、求职指导、文献调研与信息素养等多类精品课程。新东方在线与全国用户千里同 

心，共克时艰！ 

 

 

附件七、爱迪科森 

2020  年的春节是一个不平凡的春节，国内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 

播，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国务院发布关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 

的通知，各地大专院校、中小学、幼儿园推迟开学  ,各大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也相 

应采取闭馆措施。 

为了更好地“切断传播途径”，遏制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蔓延势头，在疫 

情期间，爱迪科森特协助广大图书馆全面开放数据库资源，帮助广大在校学生以及读 

者“宅”在家安心过“文化中国年”。 

 

 

 

 

附件八、 EPS 数据平台 

疫情防控，牵动人心！ EPS  数据愿与全社会戮力同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为保证科研、教育等工作稳步推进，即日起在疫情防控期间，    EPS  数据平台面向师生 

全库免费开放，全力支持科研人员、教育工作者、全体学生以及所有求知求学人！为 

各行业用户提供高效的数据服务，全力满足疫情期间跨组织、跨地域、跨行业的科研、 

教学等多方面数据需求。 

链接： 

登录方法：进入官网，点击右上角“免费开放”，进入登录页面，输入手机号，获取 

并输入验证码后即可免费使用。 

附件九、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附件十、博学易知学习平台 

疫情期间，博学易知决定免费向大家开放，家里蹲的人儿们，考研考证学起来。 



  

博学易知考研网：权威的考研视频学习平台，国内首家实现    20000+课时考研课程，是 

国内唯一提供从考研考前辅导，名校考研专业解析，考研公共课、联考课、专业课学 

习，行业顶尖名师辅导，考研复试全过程的考研学习平台，满足各类考研需求。 

 

 

2、点击右上角登录按钮登录后，既能免费访问全站资源。 

账号：bxyz008 

密码：bxyz008 

附件十一、 NoteExpressVIP  功能全网免费 

抗击疫情，众志成城！ NoteExpressVIP  功能全网免费 3  个月！宅在家读文献、写论 

文，做出更大贡献！ 

*凡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工作人员不在本次赠送范围。公司对本次赠送活 

动保留所有解释权。 



  

常见问题及解答 



  

个人用户如何安装  NoteExpress  客户端？ 

答：进入 NoteExpress 官网（www.inoteexpress.com  ），点击【免费下载】，选择 

【个人版】进行下载。下载完成后，关闭   Word 和 WPS，双击安装包即可安装。 

如何注册 NoteExpress  个人账号？ 

（1）打开 NE  客户端后点击右上角【单击此处登录】，弹出登录框，点击【注册】 

 

 

（2）在NE用户中心，输入注册信息，成功注册后，赠送的       VIP会员有效期会自动添 

加到你的用户名下。 

已经注册的个人账号及开通过  VIP  用户怎么获取？ 

答：已经注册过的个人账号会自动免费开通   VIP 会员，有效期至  2020 年 5 月 3  日。 

原已开通 VIP 会员的自动延期 3  个月。 



  

 

 

附件十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防疫期间，为响应国家号召，方便广大用户的科研、学习、教育工作需要，保证各大 

高校师生的正常工作、生活不受疫情影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将免费向全国注 

pingan2020 ，登录后使用。 

 



  

附件十四、中新金桥 



  

附件十五、中经网 
免费开放中经数据数千万条经济统计数据资源的使用权限。 

参与方式：扫描图中二维码进行注册  /登录后，访问中经数据 (ceidata.cei.cn) ，3  月 

15  日前可免费使用站内全部数据资源，助力您在家完成科研与学习。 



  

附件十六、龙源 

灾疫面前，众志成城。海量精品纷呈的“龙源期刊网”（   www.qikan.com ）、“人民阅 

读”客户端、“数字北京”客户端免费开放。全国各地读者与手机用户都可从各大应 

用市场下载使用。 

（ 下载“人民阅读”，   “数字北京”，用户注册后均可自动获得   30 天 VIP  免费阅 

读权限） 

龙源期刊网是中国数字出版的代表性网站。汇聚了大众最喜爱的名刊大刊，包括《读 

者》《知音》《读书》《百年潮》《人民文学》《旗帜》等上千种人文大众类期刊杂 



  

志，以及包括  2000  万篇版权文章的文库服务。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享受文化的 

饕餮盛宴。 

“人民阅读”客户端是人民日报旗下所有媒体中的第一款知识付费产品，由人民日报 

数字传播有限公司和龙源数字传媒集团共同研发运营。以“贴近人民”为宗旨，为广 

大人民群众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服务。包括   4000   多种精选书刊、知识专题和精品有声 

书。当前已推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专题”《疫情面前，我们不慌！》。 

附件十七、中华数字书苑 

2020  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袭中华大地，疫情防控牵动所有国人。这段时 

间，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尽量不外出，不聚集”的口号，让家成为我们共同面对疫情 

的一道坚挺防线。为了给广大群众提供生活便利，中华数字书苑联合多家出版社，从 

即日起至疫情结束，将【免费】开放移动端阅读服务！ 



  

附件十八、全国报刊索引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全国报刊索引》丰富资源全部限免，便利您在家查阅研究。 

在《全国报刊索引》平台注册、登录后即可使用全部资源。 

目前《全国报刊索引》平台为个人用户提供的资源服务如下： 



  

（一）近代期刊 

 1.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  (1833～1911) 

 2. 遐迩贯珍 

 3. 点石斋画报 

 4. 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1911～1949) 

（二） 现代期刊现刊索引数据库  (1980～) 

(1833～1949) 

 



  

附件十九、Springer  Nature 

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已被确定为源于中国武汉的呼吸系统疾病暴发的原 

因。作为领先的科研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    ∙自然致力于支持抗击病毒。他们精选了旗 

下期刊最新发表的有关冠状病毒研究的论文，以及相关评论和图书章节，并使之免费 

 

 

附件二十、Wiley  Online  Library 

值此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Wiley  宣布开放旗下所有冠状病毒相关论文，助力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研究。如有新发表的相关论文，也会开放免费阅读。目前已有的      54  篇相 

年 4  月，如有需要将会延长。 

 



  

附件二十一、科睿唯安免费开放    BioWorld 

BioWorld   作为全球制药领域的专业媒体，为公众及专业人士了解更多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最新资讯及研究进展，特免费开放“  Coronavirus ”专题系列文章。 

该专题的文章来自于  BioWorld  对新型冠状病毒暴发的持续报道，包括关于冠状病毒 

的突破性研究、临床、监管和商业发展的新闻，这些新闻可以追溯到     1991  年。 

特色话题包含发展中的疫苗和诊断学、病毒相关的科学研究、与以往疫情如      SARS  和 

MERS-CoV  的比较、全球监管因素以及支持研究的商业新闻，包括发展合作和投资趋势 

等。 

www. Bioworld.com 

附件二十二、 ovid  资源免费开放 

值此抗疫时刻，Ovid倾全力保障中国用户对Ovid资源的便捷使用。现为 

贵单位提供远程访问的账号和密码，以便贵校师生在机构外访问贵单位所订购 

的Ovid 

http://ovidsp.ovid.com 



  

账号：nja999 

密码：njacau 

（账号和密码在3月13日之前有效） 

 

http://tools.ovid.com/coronavirus/index.php?lang=zh-s 

附件二十三、 jove  资源远程开放 

为全力支持国内用户访问和利用JoVE学术资源，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在线访 

问服务，JoVE实验视频期刊数据库支持以下两种远程访问方式： 

1）通过Shibboleth对接实现远程访问，需要机构用户申请配置； 

2）个人用户使用机构邮箱注册账户，实现远程访问。 

以上远程访问方式适用于JoVE平台所有数据库资源，包括Video   Journal 

视频期刊和Science Education科教视频。 

个人用户设置账户步骤如下： 

第一步：打开 JoVE数据库主页（http://www.jove.com），点击页面右上 

角“Log In”，在对话框中选择“Sign Up” 

第二步：创建个人账号，填写姓名、机构邮箱、所属机构名称等信息并设 

置密码，然后点击“Create Account”。 

请注意：个人用户须使用机构邮箱进行注册，邮箱后缀 

“@****.edu.cn”，不可使用公众邮箱如：163，126，QQ  等邮箱进行注册。 

第三步：经 JoVE后台验证后，您的注册邮箱将收到一封确认邮件，请根据 

邮件中的提示完成激活。 

第四步：完成账户激活后，返回 JoVE主页，点击页面右上角“Log In”，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Sign In”进行登录，可方便地远程访问所属机构订 

阅的JoVE资源。 

第五步：注册 JoVE个人账户还可进一步使用以下个性化功能： 

关于JoVE实验视频期刊： 



  

JoVE实验视频期刊是全球首例实验视频期刊，于2006  年10   月正式创 

刊，是第一本致力于以视频方式展现生物学、医学、化学、物理等学科领域研 

究过程与成果的期刊；同时也是世界首个100%经同行评审，并被 

PubMed/MEDLINE, Scopus, ChemAbstracts, SciFinder收录索引的视频数据 

库。 

JoVE实验视频期刊目前已发表来自全球1.6万名作者发表的11,000多个 

实验视频，实验视频来源于哈佛大学（Harvard）、麻省理工学院（MIT）、斯 

坦福大学（Stanford）、耶鲁大学（Yale）、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等世界著名高校及学术研究机构的实 

验室。JoVE帮助全球的科研工作者节省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足不出户便可抵达 

全球顶尖实验室。 

附件二十四、  ScienceDirect 数据库 

为了更好服务用户、全力支持高校师生校外访问学术资源的需求，爱思唯尔 
ScienceDirect数据库提供远程访问（Remote  Access）功能，让广大用户不受 

疫情影响，随时随地浏览和下载文献。 

ScienceDirect远程访问设置步骤如下： 

第一步 

要设置远程访问，您需要先注册。如果您已经注册，请跳至第二步。 
如果您尚未注册，请打开ScienceDirect主页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点击页面右上角“Register”，用机 
构邮箱（如：xxxx@pku.edu.cn） 注册ScienceDirect个人账号。 



 



 



  

第二步 

点击页面最下方“Remote access”远程访问。 

注意：如下情况，页面最下方将不显示“Remote access”： 

1.  当前个人账号已经完成远程访问设置 

2.  您的机构并未完成远程访问方式的设置，建议您联系所在机构图书馆负责 
人。 

第三步 

输入您的邮箱地址，点击“Continue”。 

第四步 

您的邮箱将收到一封确认邮件，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邮件中的链接，激活远程访 

问。 

第五步 
点击“获取访问权限“后，远程访问设置成功。点击主页“Sign In”输入邮箱 

和密码即可访问ScienceDirect。 



  

您的个人账户将有180天的远程访问权限，每次登陆后会自动延续180天。如 
果长时间未登陆ScienceDirect，您需要重复上述操作。 

如果您在远程访问设置中遇到问题，可点击ScienceDirect页面右上角的“问 
号”在线提问，或者拨打电话：+86 1085208765。 

爱思唯尔是全球领先的信息分析公司，帮助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发现新的答案、 
重塑人类知识并应对最急迫的人类危机。140年来，我们携手全球科研界，管 

理和验证科学知识。并将这种严谨标准延续到了我们今日新一代的信息平台。 

爱思唯尔在战略研究管理、研发表现、临床决策支持和专业教育领域提供数字 

化解决方案和工具，包括ScienceDirect、Scopus、SciVal、ClinicalKey和 

Sherpath。爱思唯尔出版超过2500部数字化期刊，如The   Lancet《柳叶刀》 

和Cell《细胞》， 39000多种电子书籍以及诸多经典参考书，如Gray’s 

Anatomy《格氏解剖学》。爱思唯尔是励讯集团（RELX）的成员之一，励讯集团 

为全球专业人士和商业客户提供科学、医疗、法律和商业领域信息分析服务及 

解决方案。更多信息，欢迎访问爱思唯尔中文官方网站：www.elsevier.com 

微信：ElsevierChina 

微博：Elsevier爱思唯尔 

长按扫码关注我们 



 



  

附件二十五、环球英语全库资源免费开放 

针对当前疫情严峻形势，确保用户能够快捷、便利、有效的使用数据库资源，环球英 

语多媒体资源库将以移动端、微信公众账号形式为全校师生、馆内外读者用户提供资 

源服务。疫情期间，环球英语多媒体资源库将免费向大家开放访问权限，不受地域      IP 

限制。 



  

附件二十六、外语在线学习平台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在线学习平台自   2 月 1  日起，面向全国免费开放外语在线学习平 

台，向全国大、中、小学师生和社会公众，首批免费提供    300  门优质线上外语课程以 

及在线外语教学综合解决方案，帮助相关院校制定线上教学管理应急方案。 

 

 

附件二十七、  Artlib世界艺术鉴赏库 



 



  

附件二十八、 51CTO   学院”防疫期间免费开放课程资源 

为保证防疫期间全国高校师生在家亦能正常学习“51CTO            学院”的优质在线课程， 

“51CTO 学院”决 定为大家 免费开放 课程资源，您可以通过“51CTO   学院教育 版移动 端” 

微信小程序 ，学习办公效率  、测试、产品/运营、大数据  、服务器 、后端开发、技术管 

理、金融 /财会、考 试认证、前 端开发、区块  链、人工智能、 设计、数据库、  网络 /安 

全、物联网、系 统/运维、项管  /ERP、研发 /架构、移 动开发、游 戏开发、云 计算、职 

场/管理等丰 富的线上 课程。 

直接点击下方 的小程序 码—进 入学习首 页面: 

附件二十九、“可知”知识服务平台简介 

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 会、数字阅 读工作委员  会、多家权 威出版社 以及可知 平台共 同 

发起“免费阅读  ，共克时艰，取得战’疫 ’胜利”电子书  免费阅读 公益活动 。让我们一起 用 

阅读传递爱心 ，用知识 做好防护 ，共同书 写战“疫”的  胜利新篇 章。 



  

 

附九三十、皮书数据库、中国乡村研究数据库 



 



  

附九三十一、海研全球科研项目数据库 

扫描二维码,按免费访问指南访问海研平台 

附件三十二、中科教育系列数据库 

中科VIPExam考试库“” 

1.电脑Web版：访问数据库远程站点www.vipexa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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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PP版：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APP使用数据库。 

中科UMajor专业课库： 

1.电脑Web版：访问数据库远程站点www.umajor.net。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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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PP版：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APP使用数据库。 



  

中科IT微课图书馆： 

访问数据库远程站点www.itlib.net。 

中科JobLib就业创业总库： 

1.电脑Web版：访问数据库远程站点www.joblib.cn。 

2.苹果APP版：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APP使用数据库。 

附件三十三、 IGI Global数据库 

您可通过中图易阅通平台（www.cnpereading.com）或InfoSci-平台访问。开 
放时间暂定截止于2020年2月底。 

访问链接： 

https://www.cnpereading.com/libraryDetail/5e3a8be059e6061b434dae30 

附件三十四、台湾电子图书 



  

附件三十五、“易阅通”    开放资源 

《临床流行病学》期刊是一个国际化在线开放获取期刊，本刊侧重于流行 

病学的预防、诊断、预后和治疗方面应用与临床护理有关的问题，也涉及国际 

电子病历记录和其他常规医疗保健数据，尤其是医疗干预的安全性、临床流行 

病学和生物统计学方法、诊断程序的临床应用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本刊专注于发表环境卫生科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原创文章、评论和研究笔 

记，内容涵盖儿童健康、生态与环境卫生、全球健康、公共健康统计和风险评 

估等。 

Infec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本刊是关于感染和抗药性专题的国际化在线开放获取期刊，着重于研究细 

菌、真菌和病毒感染的最佳治疗方案以及预防策略的制定，以尽量减少抗药性 

的发展和蔓延。 

Pathogens 

本刊收录有关病原体的研究、评论文章、笔记和案例，内容涵盖：病原菌 

的鉴定、病原入侵与宿主防御、病原体传播、病原生命周期、宿主适应、病原 

体灭活、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宿主-病原相互作用的分子机制、疫苗与治 

疗进展、免疫防御机制等。 



  

Viruses 

本刊是由MDPI出版社出版的病毒学月刊杂志，MDPI（多学科数字出版机 

构）拥有多种OA期刊，涵盖科学、医学几乎所有领域，其出版的多个英文科技 

学术期刊都具有较高的国际影响力。Viruses联合美国病毒学协会（ASV）、西 

班牙病毒学协会（SEV）、加拿大病毒学协会（CSV）、意大利病毒学协会 

（SIV-ISV）、澳大利亚病毒学协会（AVS）等多家权威机构发表学术成果，包 

括论文、评论、会议报告等。 

更多资源详见“易阅通”平台 

www.cnpereading.com 

附件三十六、 e  线图情 

即日起免费开放本公司所有数据库，包括e线图情、方略学科导航、哲摄线、碧虚网。您 

只需打开数据库网站，在首页顶部点击“登录”按钮，输入相应账号密码即可在家使用。 

各数据库访问网址和登录账号及密码如下： 

e线图情http://www.chinalibs.net（主站）；http://www.chinalibs.cn（镜像）账号/ 

密码：exiantuqing2020  

方略学科导航http://www.firstlight.cn（主站）；http://www.firstlight.cc（镜像） 

账号/密码：fanglve2020  

哲摄线http://www.toplights.cn（主站）；http://www.toplights.net（镜像）账号/密 

码：zheshexian2020  



  

碧虚网http://www.bixu.me（主站）；http://www.bixu.cc（镜像）账号/密码： 

bixu2020  

注：账号同密码；登录账号类型为“流量会员”（默认项，无需再选择）；如有疑问可咨 

询各大区经理。 

各大出版单位： 

01 

国家知识服务平台 

       发布“抗疫之战，知识护航 让出版单位知识服务为战胜疫情构筑坚实堡垒—— 

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致各出版单位的倡议书”，整理、发布知识服务单位参与抗击疫情 

相关活动的内容资源，并且公众可通过国家知识资源服务中心门户网站检索防疫相关知识 

内容。 

       网址： 

       微信公众号：国家知识服务平台 

02 

人民出版社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首页开设“免费阅读，共克时艰，取得战 

‘疫’胜利”专栏，精选该社出版的人文社科、卫生防疫、历史文学等方面优质图书的电 

子书供读者免费阅读，专栏首批收录图书199本，后期还将持续更新疫情防控方面的相关 

图书。网址： 

       将该社有声书资源全部上传至喜马拉雅开设的“人民出版社”主播专栏，供听众 

免费收听。听众可在喜马拉雅搜索“人民出版社”，点击“主播”专栏，找到 

“人民出版社”收听全部有声资源。 

03 

中信出版集团 

       中信书院1月28日上线“全场好书4000+，免费畅听畅读”活动，免费阅读服 

务持续一个月。 



  

       中信出版集团为全国医务工作者提供特别礼物：凭工作证件照片可领取一年的 

“好书快听”权益。 

       安排薄世宁医生专访和直播活动，解答新冠病毒相关知识。 

       联系广东科技出版社得到授权，上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手册》电子版。 

04 

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 

       将“人教点读”APP内所有数字教学资源全部免费开放给所有中小学生，在疫情 

持续期间，满足学生学习需求。“人教点读”APP内涵盖了语文、数学、英语三门主科的 

统编版、人教版数字教材，以及上千个与教材同步的视频、音频微课程。 

05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海峡文艺出版社的《快乐语文》第四期以漫画风格，图文并茂地为小读者讲解新 

型冠状病毒知识及防御措施，让孩子们开学后就可以通过杂志掌握更多的防范常识，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就业与保障杂志社的抖音号围绕“岁月静好的背后是负重前行！武汉加油！中国 

加油！”歌曲、“战‘疫’打响，华人全球采购口罩驰援祖国”等微视频，弘扬主旋律， 

释放正能量，为防控疫情加油。同时后期将增加因疫情延迟复工的工资计算解读、办公场 

所如何做好疫情防御等主题开展制作。 

       相关网址： 

 

 

 

06 

中国税务出版社 

       从2月3日起将“税务数字图书馆”中所有内容免费向全社会开放。无需登录， 

直接访问（建议使用PC端）。访问网址： 

 

07 

中国工人出版社 

       该社主办的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3.0版各端增设“抗疫”阅读专区，打开注册 

后即可免费阅读15000本书籍。访问方式如下： 

       网址： 

       APP：应用商店搜索安装“职工书屋” 

       微信：关注“全总职工书屋”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我与书屋”-“电子 

书屋微信端” 

08 

中国社会科学文库 

       提供哲学社会科学优质学术电子书资源服务，现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使用，开放时 

间从2020年2月1日起至2月29日。平台网址： 

09 



  

国家行政学院音像出版社 

       提供应急管理相关精品课程，登录中国公务员培训网，在“公开课”栏目，可免 

费学习相关课程。网址： 

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免费开放4个数据库产品并推出多个主题阅读，开放时间从2020年2月1日起 

至2月29日。 

       皮书数据库全库资源免费开放，同时推出“‘非典’经验”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管理”主题阅读。访问网址： 

 

       中国乡村研究数据库的村落调查研究数据库和县市调查研究数据库免费开放，同 

时推出“农村医疗卫生调查”主题阅读。 

       村落调查研究数据库访问网址： 

 

       县市调查研究数据库访问网址： 

 

       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平台全库资源免费开放。访问网址： 

 

       集刊数据库（免费阅读2019年12月之前的所有集刊，包括过刊）及投约稿系统 

免费开放，同时推出“疫情防治及传播研究”专题。访问网址： 

 

11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建筑云课APP”提供大量免费精品课程，包括：火神山医院建设视频、建筑 

结构、建筑材料、BIM技能等级考试、1+X、识图构造、建筑施工技术等基础课、核心课、 

技能（方向）课。 

       资源获取方式：在应用商店搜索“建筑云课”，使用方法：安装APP-手机注册- 

选择课程-开始学习。 

       相关网址： 

 

 

12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自2月4日起将“水知识助手”知识服务平台中所有内容免费开放一个月，读者 

通过以下方式均可免费阅读相关内容： 

       PC访问：在“水知识助手”网站（www.shuizhishi.cn）使用手机号码进行注册 

登录或使用微信进行授权登录。 

       手机访问：微信关注“水知识助手”公众号。 



  

13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提供初中级审计师资格考试网络培训课程免费学习；开放“审计财经法规掌中 

宝”小程序，提供防疫、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专栏。后期还将持续更新疫情防控方面的相 

关课件和法规。 

       服务方式：关注“中国审计数字在线网”微信公众号，并访问历史消息。相关网 

址： 

https://mp.weixin.qq.com/s/7QZdmtcrrV1mJ1wx2kOtwA 

       财经审计法规掌中宝小程序访问方式：关注中国审计数字在线网，后台提交“掌 

中宝”关键字，点击链接。 

14 

中国海关出版社 

       即日起至2月29日，注册登录即可免费学习“通关大神修炼记”在线交互课 

程，详解了解进出口货物通关流程。 

       网站版：登录网站“海关学库”，点击课程名称即可在线学习。网址： 

www.learning.customskb.com/AllClassType/MoreClass?courseTypeId=1 

       移动版：关注“海关学库”公众号，选择“通关大神”，点击课程名称即可在线 

学习。 

15 

接力出版社 

       免费提供适合孩子看、听、玩的百余种电子书、有声书和互动电子书，开放时间 

从2020年2月4日至2020年3月4日。获取方式，        网址： 

 

       微信公众号：搜索“天鹅阅读网”。 

16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防疫期间，免费开放“煤炭加工利用知识服务平台”，向煤炭行业提供知识服 

务。读者可以从下面的网址直接进入平台。（账号1：cumtp0516，密码：00000000；账号 

2：cumtpvip，密码：11111111） 

       网址： 

17 

教育科学出版社 

       将教育领域知识服务平台“教育科学文库”全平台免注册、登录开放使用。开放 

时间从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访问网址： 

1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疫情期间，免费开放北师数字教材、基础教育教材网、京师教育资源网、天元慧 

数学、京师伴你学平台、京师备考平台、幼儿园课程综合服务平台。 

       北师数字教材——北师大版电子课本及学习资源APP。访问方式：手机应用商店 

搜索安装“北师数字教材”APP。 

       基础教育教材网——北师大版电子课本、教师用书及同步资源。访问网址： 

 

       京师教育资源网——北师大版小初高全学科教学和学习资源，期刊《高中数理 

化》《中国教师》在线阅读。访问网址： 

       天元慧数学——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教学平台。访问方式：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安装 

“慧数学”APP。 

       京师伴你学——小学语文数学在线课程、助学资料。访问方式：关注公众号“京 

师伴你学”。 

       京师备考——高中同步试题、专题复习资源。访问方式：关注公众号“京师备 

考”。 

       京师爱幼——幼儿园课程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幼儿园活动方案、课件、主题资 

源、专业文章、沟通工具。访问方式：加入QQ群（365295510）获取账号。 

       京师智慧园——幼儿园教师备课上课与主题资源平台。访问方式：发送园所及联 

系人信息至chenzhimin@bnupg.com或获取账号。 

19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提供一批免费的优质数字资源，读者可以通过“华狮小助手”APP、华东师大出 

版社官网获得这些资源。 

       推出《抗疫期间中小学生及家长心理防护手册》一书，目前免费网络版已上线， 

该书的纸质版即将于2020年2月10日左右正式推出并向全国发行。该书网络版可在“华 

狮小助手”APP中免费阅读。 

       另外，还将策划推出《面对疫情，教育何为？》等重点图书。20 

中国发展出版社 

       在人天书店的畅想之星阅读平台、中新金桥的可知平台和知网阅读平台，该社所 

有数字发行的图书免费开放一个月。 

21 

得到 APP（北京思维造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得到电子书与国内多家出版社携手联动，建立阅读专区，免费提供疫情防护知识 

内容。专区网址： 

 

       得到APP同时上线免费专区，用户可在专区内听到总时长共677小时的知识节 

目。专区网址： 

https://pic1cdn.luojilab.com/html/p/x48MO0q/ll0KQ3A4vDcjgJqN23Xv.html 

       得到“每天听本书”为期两个月向公众免费开放，共计2060本书。领取网址： 



  

https://pic1cdn.luojilab.com/html/p/x48MO0q/9ojx2R8NopTXx7VYQV0v.html 

       2月3日开始到2月12日每天下午3点至6点，邀请清华大学田轩教授等顶级 

专家免费为用户提供“得到十日谈”开放讲座直播。收看网址： 

https://m.igetget.com/share/live?id=yJAzMa4v102k9gmK6lOdVReWpLgghk2be9vqKDdwE75 

n3NG8jJxByDYLqoXZbrBr 

（请从网址链接打开得到APP享受对应免费知识服务） 

22 

北京天下书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自2020年1月28日起，天下书盟旗下天下书盟小说网开设主题为“在家闲着你 

莫慌，万本好书供你读”的免费阅读专区。网址： 

23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开放《中医百科全书》在线使用，免费提供精准医学健康知识，访问方式：微信 

小程序搜索“中医百科全书”。 

24 

人民卫生出版社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指导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人民卫 

生出版社于2020年1月30日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融媒体图 

书、电子书、网络版读物。《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全文网址： 

 

25 

知识产权出版社 

       即日起，DI Inspiro中国知识产权大数据与智慧服务系统面向全国公众免费提 

供高级账号，使用期限两个月。 

       同时，该社正开发建设“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利情报专题数据库”，数据库 

建成后，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此外，2月3日起每天以专题形式发布一批经过遴选的与抗击新冠病毒相关专利 

信息，这些专利信息可以提供疫情的科研、临床和日常防护参考借鉴。26 

人民法院出版社 

       法信平台推出免费防控疫情法律手册（电子书）。相关网址： 

 

       同时正在开发防控疫情法律数据库，供社会免费使用，近期上线。27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自有APP“慕知悦读”平台免费开放全场300多种电子书资源，开放时间从2020 

年1月29日起至2月9日。平台网址： 

 

28 

中国纺织出版社 



  

       向广大读者免费开放心理类、美食健康类、休闲游戏类、儿童益智类、语言学习 

类等电子图书阅读服务，向广大读者提供科学防护知识，丰富人们居家生活。具体包括： 

       参与京东、可知等平台的“为公益活动，开放数百本精选电子书资源的免费阅 

读，开放时间为2020年2月1日至2月29日。 

       该社自有平台“华服志”发起“病毒无情，华服有爱”免费阅读活动，并通过微 

信公众号、网站banner图形式进行宣传，免费开放时间为2020年2月2日至2月29日。 

29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开放包括《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华预防医学杂 

志》、《中华传染病杂志》等在内的34种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相关学科的医学期刊， 

供各界人士免费阅读。 

       相关网址： 

30 

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制作《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知识手册》读本，2000本免费提供给北京国家电网公 

司相关单位，电子版免费发布。 

       优化“中国电力百科网”，计划2月至疫情结束对所有公众免费开放，无需注册 

即可阅读全文。 

       相关网址：31 

中国农业出版社 

       将“智汇三农”农业专业知识服务平台中所有内容免费开放，开放时间从2020 

年2月1日起至2月29号。用户进入“智汇三农”平台，注册、登录之后即可免费阅读学 

习。平台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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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业出版社 

       疫情期间，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旗下“悦”系列知识服务产品全网免费使 

用。全网免费开放“悦读”、“悦学”、“悦知”、“悦智”知识库，助力学校师生正常 

开展教学，共抗疫情。全网免费时间为2020年1月30日至2月29日。 

       “悦读”——电子书在线阅读系统，包含2万余种电子书，建议PC端使用。访 

问网址： 

         “悦学”——多媒体教学资源库系统，包含100余门课程资源, 建议PC端使 

用。访问网址：https://yx.51zhy.cn 

         “悦知”（E知元）——电子技术类知识库系统，包含电子技术领域4000余 

项标准，3万余篇论文，600多个典型电路设计包，支持手机使用。访问网址： 

https://yz.51zhy.cn 

          “悦智”——智能制造知识服务系统，包含智能制造领域特色资源，支持手机 

使用。访问网址：https://znzz.51zh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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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公益科普电子绘本——《科学开开门：给小朋友们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绘 

本》、新型肺炎防控知识挂图《科学防护，疫问医答》、折页《科学防护，战疫必胜》10 

万份印刷完成，供给北京市各区及各省科协下发基层使用。 

    微信公众号“科学辟谣平台”持续推送关于疫情的科学辟谣内容；其“科普中 

国”APP提供全平台内容免费；同时，该社联合“百度”APP进行疫情实时大数据汇总，网 

址为： 

       此外，该社联合人民日报客户端、成都无糖信息、360大数据推出肺炎确诊患者 

同行程查询工具V1.3版本。相关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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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 

       中国生物志库是中国首个权威发布且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中国生物物种全信息数 

据库。收录了中国近10万种现生生物物种，提供科学权威的生物学信息，包括物种名称、 

分类地位、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功用价值、理论知识及鉴定准确的图片。即日起至  2020 

年2月29日向全社会免费开放使用。网址： 

 

       《SARS病人护理与管理》一书电子版向全社会免费开放。网址： 

，提取码为wpty35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该社从疫情的心理防治角度切入，紧急组织了一批长期从事心理学研究和心理健 

康教育的教师，由陕西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游旭群教授担任编委会主任， 

编写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心理健康指导手册》一书，是全国目前正式出 

版的第一本疫情防控心理健康指导读物。该书以电子书、有声读物及纸质图书三种形式推 

出。电子书、有声读物将在掌阅、喜马拉雅、微信读书、京东阅读、当当云阅读、知乎、 

豆瓣、新华书店网上商城等网络平台公益传播，供大家免费阅读。在该社微信公众号上可 

以阅览该书全部内容。相关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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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长江传媒数字有限公司 

       该社组织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出版物、主流媒体报道、相关政策意见等知识 

内容，在长江中文网、“长江云阅读”数字化全民阅读平台、“长江云阅读”数字农家书 

屋、“日新课堂”知识店铺等开放优质电子书、有声读物专区，供公众免费阅读或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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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针对目前广大干部群众复工阶段如何避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继续传播 

与扩散，计划推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系列科普挂图》社区（村）版、企业版和 

校园版，将以纸质挂图与网络电子书形式向社会发布。纸质挂图1.5万份由中共福建省委 

宣传部统筹，向福建省内各地市县免费派送；网络电子书将通过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微信 

公众号与“国家知识服务平台中医药分平台——中国中药知识港”发布，供社会各界免费 



  

 

阅读。同时，“中国中药知识港”平台还将在首页置顶推送中医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相关热门中药饮片的科普知识，以方便读者查阅。“中国中药知识港”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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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图书出版社 

       非通在线学习平台自2020年2月4日至2020年5月1日，面向全国非通用语师 

生及社会公众，免费提供《基础泰语》、《基础越南语》、《基础缅甸语》等部分优质线 

上外语课程。平台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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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金桥数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可知”知识服务平台“战疫”专区已发布。53家国内出版社通过“可知”平 

台共同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截至目前，平台共有4万余册电子书提供免费阅读，其中包含 

11本最新出版的新冠病毒科普图书和李兰娟院士的访谈音频。相关网址： 

        40 

北京方正阿帕比技术有限公司 

       该企业将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手册》、《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手 

册》第一时间免费对外发布。同时，免费开放中华数字书苑、释文阅读平台，考拉快考在 

线学习平台，为全国人民在家隔离期间提供免费阅读、学习服务。同时，配合中国音像与 

数字出版协会，挑选了新冠病毒防治相关的免费书单，供免费阅读。 

微信搜索“数字书苑”，点击菜单“图书馆”，即可享受电子图书、数字报免费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