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电子资源简介 

图书馆主页访问地址：http://lib.gzarts.edu.cn 

1.牛津格罗夫艺术在线数据库 http://www.oxfordartonline.com 

牛津格罗夫艺术在线数据库（全文）是牛津大学出版社荣获国际权威出版奖项的在线艺

术数据库,包括了 34 册纸版巨著《格罗夫艺术百科全书》的全部内容, 其中主题收录有绘画、

雕刻、建筑、摄影、平面及装置艺术等各领域,记载了从史前艺术到当代艺术的完整艺术内涵,

区域含括欧洲 、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及太平洋各岛国, 是当今唯一涵盖所有视觉艺术领域

之百科全书。 

除了著名的《格罗夫艺术百科全书》之外，该数据库还收录了另外三部由牛津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艺术著作：《牛津西方艺术大典》、《简明牛津艺术术语辞典》、《牛津美学百科全书》。

因此牛津格罗夫艺术在线数据库是目前全球艺术研究领域最全面、学术品质最高的在线资源。 

 

包括了传记、学科、图像等

栏目，其下的内容均按字母

顺序排列，可用英文检索 

http://lib.gzarts.edu.cn/
http://www.oxfordartonline.com/
http://www.oxfordartonline.com/


 

2.CAMIO 艺术博物馆在线  http://camio.oclc.org 

 CAMIO 艺术博物馆在线数据库（Catalog of Art Museum Images Online）收录了世界各地

丰富多样的艺术资料，其内容及描述由二十多家世界级知名博物馆提供(具体包括美国国会图

书馆、旧金山美术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卡内基艺术博物馆、 斯特林和弗郎辛•克拉克艺

术中心、乔治•伊士曼之家，国际摄影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

点击图片可看放大图 

点击鼠标右键，

可以直接复制

或保存图像 

http://camio.oclc.org/
http://camio.oclc.org/


馆、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 费城艺术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达拉

斯艺术博物馆、底特律艺术学院 、沃克艺术中心、蒙特利尔当代艺术品博物馆、路易斯安那

州立博物馆、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奥

尔布赖特—诺克斯艺术画廊、佛里克家族美术馆、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协会画

廊、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等)。 

 CAMIO 数据库馆藏丰富，涵盖公元前 3,000 年至今的十万多件艺术作品的精美图像，

包括照片、绘画、雕塑、装饰和实用物品、印刷品、素描和水彩画、珠宝和服饰、纺织物、

建筑等。CAMIO 展示了各种美术和装饰艺术等作品资料，为教育、研究和欣赏提供高质量

的艺术图像。 

 

 

可选页面的显示

语种，但是只支持

英文检索 

点击鼠标右键，可以直

接复制或保存图片。 



3.方正“艺术博物馆”  http://219.222.12.9/Pic/ArtHome.aspx?cult=CN 

国家重点文化项目“艺术博物馆数字库”于 1998 年 3 月启动，旨在让世界数千年历史中

灿若繁星、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走出重门紧锁、防护森严的博物馆、宫殿、庙宇、密室，进

入每一间教室，每一个家庭，每一张书桌前，全民共享华夏先祖为世界奉献的艺术盛宴。“艺

术博物馆”这项前所未有的艺术收集、整理和数字化建设工程有数百名学者、专家、工作人

员参加，精心遴选数十万件最能代表世界艺术成就的精品，建立起全球最大的艺术图片库。 

本馆购买了其中的中国美术馆库，此库收录了包括：版画馆、玻璃器馆、殿堂壁画馆、

珐琅器馆、纺织品馆、画像石砖馆、花鸟画馆、建筑馆、石窟寺壁画馆、人物画馆、青铜器

馆、玉器馆、油画馆等。  

 

 

 

如需下载图片，请点击图

片展示页左上角的“安全

退出”，注册一个用户名，

然后再用此用户名登陆，

在该图片展示页的下方就

会出现一个“下载”按钮。 

http://219.222.12.9/Pic/ArtHome.aspx?cult=CN
http://219.222.12.9/Pic/ArtHome.aspx?cult=CN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6')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15')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23')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17')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11')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22')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3')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26')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24')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1')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8')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8')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9')
javascript:SelectCategoryItem(this,'catediv','7')


  4.公元集成教学图片数据库     

 链接地址：http://219.222.12.8:8888 

“公元集成教学图片数据库”图片经由专业图片编辑的筛选、编辑、组织整理，全部配

备了全面、准确、规范的文字数据。同时，所辑录的高精度图片完全能满足制作电子课件、

电子教案、幻灯等需要。为方便我院师生使用该数据库，图书馆现已购入《当代中国》、《中

华民族》、《中国建筑》、《中国民俗》、《中国艺术》、《世界艺术》、《世界建筑》、《园艺图库》、

《动物图库》、《世界地理》、《世界历史》、《世界军事》、《航天航空》、《世界文化遗产》、《世

界自然遗产》、《植物》等 16 个子库，共辑录专业级图片 20 余万张。 

 

 

  

5. 艺术天地图片库 

链接地址：http://lib.gzarts.edu.cn/mmmp/default.asp 

点击图片可看高清放

大图；单击鼠标右键可

复制或保存图片 

http://219.222.12.8:8888/
http://219.222.12.8:8888/
http://lib.gzarts.edu.cn/mmmp/default.asp
http://lib.gzarts.edu.cn/mmmp/default.asp


艺术天地图片库是我馆不定期收集有关美术展览的自建图片库，主要以本院师生为主。

“美术长廊”是上载学院举办的教师或艺术家的展览作品；“学术动态”是上载学院举办的

各种学术活动的文字或图片介绍；“新松园”是上载学院举办的青年教师或学生的展览作品。

本图片库不提供图片下载功能。 

 

 

 

二、期刊论文数据库 

1.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http://dlib.cnki.net/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gator.aspx?ID=1
http://dlib.cnki.net/


内 9100 多种重要期刊，以学术、技术、政策指导、高等科普及教育类为主，同时收录部分基

础教育、大众科普、大众文化和文艺作品类刊物，内容覆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

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全文文献总量 3252 多万篇。(本馆购买了信息科学、

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Ⅱ四个专辑与建筑科学与工程专题) 

 

 

2. 中国精品文艺作品期刊文献

库 http://wenyi.cnki.net/UVNonacademic/CJFV/index.aspx   

登录用户名：gdgzms    密码：gzms 

《中国精品文艺作品期刊文献库》，简称《文艺作品期刊库》，择优收录我国正式出版发

行的文艺类期刊，并以篇为单元收录其他期刊发表的同类文献，是面向社会大众和各类机构，

以集成化网络出版方式传播文艺作品的全文数据库。它采用了适合于检索各类体裁的文艺作

品的元数据框架，经过专门加工，提供适用的检索系统。 

《文艺作品期刊库》充分满足读者的各种个性化服务需求，形成大众读者的欣赏交流平

台，可支持专业人员阅读、鉴赏、学习。 

可按篇名、作者、关键词、

刊名等检索项，查找所需

资源；还可限定年份等 

http://wenyi.cnki.net/UVNonacademic/CJFV/index.aspx
http://wenyi.cnki.net/UVNonacademic/CJFV/index.aspx
http://wenyi.cnki.net/UVNonacademic/CJFV/index.aspx


 

 

 

点击阅读本期仿印

刷版，需下载阅读器 

可翻页浏览电子期

刊，左 /右页放大

后，点击鼠标右键，

可以选择文本或图

像，再点击鼠标右

键进行复制或直接

发送到 word 文档 



3.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量、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至 2009 年 11 月 1 日，累积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 11.7 万多篇。(本馆购买了信息科学、哲

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Ⅱ四个专辑与建筑科学与工程专题) 

 

4.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高质量、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至 2009年 11月 1日，累积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文献 87.5 万多篇。(本馆购买了信息科

学、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Ⅱ四个专辑与建筑科学与工程专题) 

5.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http://202.116.41.232/index.asp?vipid=1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包含了 1989 年至今的 8000余种期刊刊载的 830余万篇文献，

并以每年 150万篇的速度递增。我馆是广东网络图书馆成员之一，在校园网内可以访问。

 

可通过篇名、关键词、作者、导师

学位授予单位等检索项进行检索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gator.aspx?ID=2
http://dlib.cnki.net/kns50/Navigator.aspx?ID=9
http://202.116.41.232/index.asp?vipid=1
http://202.116.41.232/index.asp?vipid=1


三、电子图书库 

1. 读秀学术搜索  http://www.duxiu.com/ 

读秀学术搜索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献搜索及获取服务平台，其以 10 亿页中文资料为基

础，为读者提供深入内容的章节和全文搜索、部分文献试读、参考咨询等多种功能。同时，

读秀的一站式搜索模式实现了馆藏纸质图书、电子图书等各种资源在同一平台的统一搜索、

获取。不论是学习、研究、写论文、做课题，读秀都能够为读者提供最全面、最准确的学术

资料。 

 

 

可选择所需的资料

类型，然后在检索

框输入关键词进行

检索 

本馆已经购买的电子图书，可以

点击“阅读全文”，没有购买的

书，可以试读一部分，还可以点

击书名，通过图书馆文献传递，

将所需的页码发送到自己邮箱 

http://www.duxiu.com/duxiu_index.jsp
http://www.duxiu.com/


 

 

 

 

 



2. 超星数字图书   http://219.222.12.8:8055/ 

使用方法：1.安装“下载安装超星阅读器”   

              2.在超星主页里面查找阅读图书 

 本馆中文电子图书资源，藏书主要为艺术类图书。该库极大地丰富您的知识获取。阅读

图书请先下载安装超星阅览器 4.0版本。 

 

 

3.书生电子图书  http://219.222.12.11:9988/ 

提示：该电子图书暂不提供借阅，请读者直接点击"全文"在线阅览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由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推出，是基于 Intranet 和 Internet

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平台,为广大读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阅读空间。该数据库提供四级目

录导航，可进行全文检索、分类检索、单项检索、组合检索，检索功能较强。知识来源：收

录入网出版社 500 多家图书、期刊 7000 多家、报纸 1000 多家。本馆已购置 10 多万册书生电

子图书现在校园网内可以全文查阅。时间范围：2000 年——2005 年。 

操作提示：须在其主页下载并安装浏览器才可阅读。  

 

点击左侧图书分类目录或在上方图

书检索中输入检索词查找所需图

书，点击书名链接即可阅读图书。 

http://219.222.12.8:8055/pubindex.jsp
http://219.222.12.8:8055/
http://219.222.12.8:8055/exe/ssreader.exe
http://219.222.12.8:8055/markbook/GetIndex.jsp
http://219.222.12.8:8055/exe/ssreader.exe
http://219.222.12.11:9988/
http://219.222.12.11:9988/


四、工具书数据库 

1.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  

链接地址：http://219.222.12.8/kns50/navigator_cyfd.aspx?ID=CYFD 

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连续更新的动态年鉴资源全文数据库。我馆收藏

了包括 1949 年以前以及 1949 至 2008 年的哲学与人文科学类的数据。(本馆购买了创刊-2008

的哲学与人文科学专辑) 

 

2.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  http://219.222.12.8/kns50/crfd/index.aspx 

《知网工具书库》集成了近 200 家知名出版社的近 4000 余部工具书，类型包括语文词典、

双语词典、专科辞典、百科全书、图录、表谱、传记、语录、手册等，约 1500 万个条目，70

万张图片，我馆收藏了哲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的数据。(本馆购买了 08 版的哲学与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Ⅱ两个专辑) 

 

http://219.222.12.8/kns50/navigator_cyfd.aspx?ID=CYFD
http://219.222.12.8/kns50/navigator_cyfd.aspx?ID=CYFD
http://219.222.12.8/kns50/navigator_cyfd.aspx?ID=CRFD
http://219.222.12.8/kns50/crfd/index.aspx


五、光盘视频库 

1. 库客音乐视频图书馆    

 

目前我校图书馆购买了四部分资源： 

1）KUKE 音乐图书馆： 

拥有世界上 98%以上的古典音乐资源，包括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芭蕾、

协奏曲、乐器独奏等古典音乐种类，还有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的

众多国家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音乐。共汇聚了中世纪时期到近现代的 9000多位

艺术家、100 多种乐器的音乐作品，曲目数量 50 万首。 

2）有声读物： 

有声读物资源，都是由英国 BBC 广播电台、美国 ABC 广播电台当红主播亲自

朗读，结合丰富的古典音乐配乐，内容涵盖了儿童文学、诗歌名著、小说、历

史传记等 1000 余部作品，目前已被众多院校作为英语口语视听课件使用。 

我校图书馆尚未

购买“库克剧院” 

http://219.222.12.8:8080/poweb
http://www.kuke.com/
http://www.kuke.com/


3）KUKE 视频图书馆： 

库客视频图书馆汇集了歌剧、芭蕾、音乐会现场、音乐纪录片、爵士、音乐

之旅、特色电影等从中世纪到现当代 400 部近 800小时的优秀音乐视频作品。 

4）《ARIA-阿丽雅》电子杂志： 

由 KUKE 资深音乐团队制作的古典音乐电子杂志《ARIA-阿丽雅》，每月 28

日推出，以普及古典音乐为目标，通过精心撰写的文章、优美动听的音乐，让

读者在不经意间走入到了古典音乐的世界。该杂志对图书馆客户永久免费下载，

目前已被多所高校作为音乐欣赏课课件使用。 

提示：大学城校区馆的电子阅览室与昌岗校区馆的专业书库提供音乐下载服

务，请有需要的读者先填写“KUKE 音乐下载登记表”，并把填好的电子表格拷

贝到阅览室由工作人员统一下载。 

2. 超星名师讲坛 

邀请国内外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学术权威，将他们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制

作成视频，以期与广大师生朋友共享。目前我校图书馆开通了美术学、设计艺

术学、影视艺术等学科共八百多集“超星名师讲坛”视频数据资源，欢迎全校

师生登录图书馆主页使用。 

1）链接网址：http://219.222.12.8:8059/（仅限校园网内使用） 

2）学科领域：目前我校图书馆开通了美术学、设计艺术学、影视艺术等学

科共七十多个专题八百多集视频。 

3）部分名师简介（排名不分先后） 

http://lib.gzarts.edu.cn/vvv/20130401.xls
http://219.222.12.8:8059/


郑曙旸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讲授专题：《环境艺术设计》 

 

张夫也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装饰》杂志主编。 

 讲授专题：《外国工艺美术史》、《设计史专题》、《折射世界文明的工艺美

术》 

 

李廷旼  韩国国立艺术大学影视与多媒体学院动画系教授、主任。韩国漫

画动画学会政策委员长，国际 Nextonn 传媒执行经理。  

 讲授专题：《高新技术与动画游戏的新方向》 

 

刘巨德  擅长水墨人物，受业于庞薰琹、吴冠中两位艺术大师。现任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绘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讲授专题：《中国画线描人物造型研究》 



 

奚静之  1960 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艺术学系。1960 年起在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 年起

为俄国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名誉教授。1999 年获俄罗斯政府文化部普希金奖

章。 

讲授专题：《俄罗斯现实主义绘画巡礼》 

 

 

3. 电子光盘库 

阅读工具下载地址：博文阅读器 

电子光盘库是我馆电子光盘系统加载的五百多张光盘镜像(包括随书光盘、

学习光盘等)，提供校园网内下载观看。还有部分随书光盘与报刊阅览室的随刊

光盘存放在图书馆技术部，请有需要的读者到技术部拷贝。 

http://219.222.12.8:8080/poweb/download/Setup_WebClient.exe


 
 

可点击下载或直接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