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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ADAL数字图书馆
� 1-2 读秀
� 1-3 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
� 1-4 国家图书馆地方民国文献
� 1-5 国家图书馆民国法律库
� 1-6 大成民国图书全文数据库
� 1-7 瀚文民国书库
� 1-8 Hathitrust
� 1-9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近代图书
� 1-10 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

1 近代图书类数据库



�网址：http://www.cadal.zju.edu.cn/index

1-1 CADAL数字图书馆













� http://www.duxiu.com/

1-2 读秀













1-3 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

� http://mylib.nlc.cn/web/guest/minguotushu



共78424条记录











1-4 国家图书馆地方民国文献

� http://mylib.nlc.cn/web/guest/zhengjiminguowenxian



共63059条文献。以出版者“商务
印书馆”为例，检索到16170条记
录



1-5 国家图书馆民国法律库
http://mylib.nlc.cn/web/guest/minguofalv

共8114条记录

http://mylib.nlc.cn/web/guest/minguofalv


� http://tushu.dachengdata.com/tuijian/showTuijianList.a
ction

1-6 大成民国图书全文数据库



目前做不到全文检索





不能下载整本书，但能够“图片另存为”。



�网址：http://www.hwshu.com 
北大图书馆已购买。申请个人账号后，可全文
检索。

1-7 瀚文民国书库



需要登录









� https://www.hathitrust.org/

1-8  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





�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ls?a=page;page=advanc
ed

Hathitrust高级检索界面









� 网址：http://dl.ndl.go.jp/
�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1998 年启动“近代数字图书馆”

（Digital Library from the Meiji Era） 项目，对馆藏的
明 治 （ 1868.01.25—1912.07.30 ） 、 大 正
（1912.07.30—1926.12.24）时期图书数字化。

� 不能全文检索，能检索目次。

1-9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近代图书

http://dl.ndl.go.jp/










2 期刊类数据库
2—1  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
2—2  大成老旧期刊库
2—3 北大图书馆民国旧报刊
2—4  瀚堂报刊
2—5 cadal
2—6 国图民国期刊
2—7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附： 爱如生近代报刊库要刊编（北大未购买）



2—1  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
库（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民国期
刊全文数据库）



上海图书馆网址：
http://www.cnbksy.net/
本地镜像网址：

http://bksy.lib.pku.edu.cn/search/advance

两个网址

http://www.cnbksy.net/
http://bksy.lib.pku.edu.cn/search/advance


本地镜像网址：整合了篇名
库和全文库



注意，镜像网址的数据比上图网址少
，如果不能下载可试试上图网址，先
不必索取原文



全国报刊索引上图网址：简单检索



注意在高级检索界面，左
侧文献比本地镜像库更多



整本浏览









� 网页版地址：http://laokan.dachengdata.com/index
� 镜像版地址：http://162.105.134.184:8080（目前不能

用）

2—2 大成老旧刊数据库

http://laokan.dachengdata.com/index
http://162.105.134.184:8080/search/toRealIndex.action;jsessionid=BBDA85572A5571FF538299FF2384E311


简单检索：可按篇
名、刊物、作者





网页版的文章
可以下载pdf版



大成镜像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封面目
录，刊物前图画）整本浏览，但是不好下载



2—3 北大图书馆民国旧报刊

�网址：http://mgqk.lib.pku.edu.cn/
�不能整本浏览

http://mgqk.lib.pku.edu.cn/








不能整本阅览，能下载单篇文章以及封面
（一般还包含目录、图画等）、封底，有
的文章切割得有问题。



查文章：可按照标题，
篇名、作者



2—4 瀚堂近代报刊



文献按照音序排列，
可全选，也可单选。
可两头拖动时间域的
滑块选择时间范围。



选择搜索范围

填入关键字进
行搜索，可加
上时间

孽海花 1935



文字可复制

点击缩略图显
示原始图像



单击右键，选
择图片另存为
，可保存图像



可翻页，最多只能看6页



可以和瀚堂典藏统一检索



� 报纸资源多，能部分全文检索。能复制图片。能复制
超过五百字内容。

瀚堂的特点



2—5 Cadal数字图书馆之民国期刊
http://www.cadal.zju.edu.cn/index



� http://mylib.nlc.cn/web/guest/minguoqikan

2—6 国图民国期刊

http://mylib.nlc.gov.cn/web/guest/minguoqikan


只能检索报刊名字，不能检索目
录乃至全文



� 网址：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index.htm
� 包含图书、期刊、报纸、档案等文献，目前期刊与报

纸文献最多。
� 可免费阅览，注册后可下载。

2—7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index.htm






� 3—1 爱如生晚清民国大报库
� 3—2 瀚堂数据库
� 3—3 国图民国报纸
� 3—4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 3—5 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旧报刊
� 3—6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数位资料库
� 3—7 台湾得泓近代报刊据库（包括《大公报》数据库）
� 3-8   中国历史文献总库·近代报纸数据库

3、报纸类数据库



� 网址：http://db.ersjk.com/

3—1 爱如生晚清民国大报库
（内含申报数据库）





目前不能全文检索







3-2 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



3—3 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报纸：
http://mylib.nlc.cn/web/guest/minguoba
ozhi



目前仅四种：华北日报 大
刚报 新华日报 益世报





3—4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 目前有51种报纸，包含《申报》《大公报》《新华日
报》等。可浏览报纸图像。

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index.htm



3—5 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旧报刊：

https://sc.lcsd.gov.hk/TuniS/mmis.hkpl.gov.hk/c
/portal/layout?p_l_id=82966&p_v_l_s_g_id=0



繁体检索



� 香港旧报纸主题馆藏是一个收集了由香港开埠至现时的主要旧报纸
的主题馆藏，享有资源数为123984笔，涵盖《香港工商日报》、
《遐迩贯珍》、China Mail等中西文报刊。

� • 香港工商日报 (Chinese) (1926/04/01 – 1984/11/30)
� • 香港工商晚报 (Chinese) (1930/11/16 – 1984/11/29)
� • 华侨日报 (Chinese) (1947/05/01 – 1991/12/31)
� • 香港华字日报 (Chinese) (1895/01/31 – 1940/12/31)
� • 香港华字晚报 (Chinese) (1937/01/28 – 1938/01/27)
� • 大公报 (Chinese) (1938/08/13 –1991/12/31)
� • 天光报 (Chinese) (1933/02/07 — 1940/11/30)
� • 遐迩贯珍 (Chinese) (1853/08 – 1856/05)
� • 循环日报 (Chinese) (1874/05/16 — 1886/01/30)
� • China Mail (1866/01/04 – 1961/12/29)
� •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64/01/04 – 1941/09/30)
� • Hong Kong Sunday Herald (1929/01/06 –1950/10/29)
� • Hong Kong Telegraph (1881/06/16 – 1951/03/30) and
Hong Kong Weekly Press (1895/01/03 – 1909/12/24)



可点
击浏
览



点击“连线使用”只能看图像，点击图像缩略图和报纸信息可进
入详细信息界面，并可进行再次检索





点击可
全屏显
示图像



http://mhdb.mh.sinica.edu.tw/index.php
妇女杂志资料库（可看图像）
近代妇女期刊资料库 （只能搜索目录）
近代城市小报资料库（只能搜索目录）

3—6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数位资料库

http://mhdb.mh.sinica.edu.tw/index.php


可跨资料库检索，也可以打开单
个小库检索



妇女杂志数据库
http://mhdb.mh.sinica.edu.tw/fnzz/



关键字检索，可检索目录。不
能检索全文。



点击“起始页”，可打开图像。打开图像后，
鼠标放在图像上，右键点击“另存为”，可保
存图像。



近代妇女期刊库
包含《女子世界》等几十种杂志
，能检索目录，没有图像



这里的全文查询，基本指的是检索目
录中的标题。



《近代妇女期刊》采取与近代史所MHDB数据库群组的整合查
询方式：1.作者字段链接至《人物信息整合系统》，以了解
作者的相关数据；2.期刊出版日期链接至《近代春秋TIS系统
》与《郭廷以图书馆报刊检索系统》，以《TIS系统》提纲式
的历史纪载建立当时历史时空背景资料。



近代都市小报资料库
http://mhdb.mh.sinica.edu.tw/newsp/



3—7 台湾得泓中国近代报刊库

‧申報（1872—1949）
‧大公報（1902—1949）
‧中央日報（1928—1949）
‧‧台湾民报系列（1920—1932）包含《台湾民报》《台湾新
民报》《台湾》《台湾青年》
‧台湾日日新报（日文1890—1949）（汉文1905—1911）
‧台湾时报（1890—1949）

包含《台湾协会会报》与《台湾时报Taiwan JIHO》



得泓《大公报》
网址：

http://tk.cepiec.com.cn/tknewsc/tknewskm（教图服务器）
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台湾服务器）

http://tk.cepiec.com.cn/tknewsc/tknewskm
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






中国近代报刊数据库(台湾得泓
公司)

教图公司网址：http://tk.cepiec.com.cn/SP/
台湾网址：http://www.dhcdb.com.tw/SP/

http://tk.cepiec.com.cn/SP/
http://tk.cepiec.com.cn/SP/


� 东南亚华人文献数据库：
http://libportal.nus.edu.sg/frontend/ms/sea-chinese-historical-
doc/about-sea-chinese-historical-doc

� 奥克兰图书馆 NZ Chinese Journals，三份新西兰中文報：《民声报》
《中国大事周报》《侨农月刊》
http://www.nzchinesejournals.org.nz/

� 莱斯大学Chinese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 Archive，汉口中西报
广告 https://scholarship.rice.edu/handle/1911/69922

� 海德堡大學 Chinese Entertainment Newspapers 
http://projects.zo.uni-heidelberg.de/xiaobao/

� 海德堡大学 Chinese Women's Magazine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database  http://kjc-sv013.kjc.uni-
heidelberg.de/frauenzeitschriften/index.php

�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玲珑杂志（上海，1931—1937）
https://exhibitions.cul.columbia.edu/exhibits/show/linglong

附录：一些海外近现代报刊库

https://scholarship.rice.edu/handle/1911/69922
http://projects.zo.uni-heidelberg.de/xiaobao/
http://kjc-sv013.kjc.uni-heidelberg.de/frauenzeitschriften/index.php
https://exhibitions.cul.columbia.edu/exhibits/show/ling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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