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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硕论文的价值 

博硕士论文标志着一个研究人员的研究起点； 

在读的博硕士是研究的主力，往往是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导师水平的体现者； 

博硕士论文总结了3-8年研究成果,幵经过严格的评审； 

相对完整的文献综述和全面的引用覆盖； 

完整记录了研究思路，方法和工具以及研究过程，实验过程和数据； 

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数据和研究工具。 



学位论文来源选择 -- ProQuest公司 

1939 

ProQuest begins 
disseminating 
dissertations & 

theses 
提供缩微和印刷版论文 

1951 

The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ARL) 
teams with ProQuest to 
microfilm dissertations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认定 
ProQuest作为全美论文记录
的出版商 

1997 

ProQuest creates 
PQDT database 
创建PQDT数据库 

1998 

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 names PQDT 
its official off-site 

repository for 
dissertations 

美国国会图书馆认定PQDT
为学位论文官方存储 

2000 

PQDT expands to 
provide global 

dissertations coverage 
PQDT收录全球学位论文 

2017 

ProQuest-CALIS 
partnership for 
global discovery 

of Chinese 
dissertations 

与CALIS合作支持中
文论文发现 

ProQuest专注学位论文八十载 



学位论文来源选择 -- ProQuest公司 

• 收录了全世界(主要是北美)2000多所大专院校的博硕士论文的引文及

摘要； 

• 涵盖了从1637年获得通过的全世界第一篇博士论文（荷兰），到本年

度本学期获得通过的博硕士论文信息； 

• 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广泛使用的学位论文数据库； 

• 涉及领域广，收录论文回溯年代长； 

• 更新速度快——每周更新； 

• 每篇论文都获得了国际标准书号（ISBN）； 

 
 



A trusted, curated resource 
值得信赖的学术资源 

• The official off-site repository for dissertations for 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  

      美国国会图书馆指定的收藏全美博硕士论文的官方存储 
• Most top-ranked research universities – as defined by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 publish with ProQuest 

      与卡耐基基金会认定的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合作出版 
• Includes works by authors from more than 3,100 graduate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from 100 countries 

     收录来自全球100个国家3100所大学的学位论文 
• Accessible by 4 million researchers from 3,000 subscribing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全球3000多家学术机构，400万科研人员使用PQDT 

 



Why Use Dissertations for Research? 
学位论文的学术价值 
Dissertations are scholarly, reviewed work resulting from 
comprehensive and original research. 学位论文是在读学位期间作者学术
研究成果的总结。 

They test and present new trends 

and ideas 

反映前沿趋势，提出新见解 
 

They provide more coverage than 

journal articles — 225 page vs 

10-12 pages for journal articles 

提供比期刊文章更多更全面的内容 

They often provide the only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on 

uncommon topics 

特定课题最新研究成果及学术动态 

 

 

Dissertations include up-to-date 

literature reviews with extensive 

bibliographies 

最新、最全面的文献综述和重要参
考文献源 

They feature more extensive 

research data 

更全面的研究数据 
 
They give examples of expected 

writing style and format 

提供海量学位论文的写作指南信息
（形式与格式） 

They uncover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为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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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模式：真正意义上的共享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集团

北京大学
图书馆

清华大学
图书馆

复旦大学
图书馆

上海交大
图书馆

中国科技
信息所

XXXX
图书馆

学位
论文1

学位
论文2

学位
论文3

学位
论文4

学位
论文5

学位
论文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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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qdtcn.com 

PQDT论文全文库网址： 



1.目次数据已全部导入 

2.全文数据已全部导入 

3.Marc数据已导入 

4.订户历史数据已导入 
 

3 学位论文新系统：数据准备  

PQDT论文全文平台：读者使用界面 



 



你推荐，荐购订单后馆里下订     

   荐购论文需注册 

   只需留下邮箱   

  

  

   



3.1 学位论文新系统 :荐购论文  



论文到货后，系统会发通知邮件，提醒老师论文已上载系统 



读者可跟踪自己荐购论文的订购进展 

读者个人账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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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DT平台：集检索、订购、全文访问于一平台 

    

 250万种以上的论文文摘信息可浏览 

 更新速度快 

 可荐购自己需要的论文 

 全文论文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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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出版年度 



按学科 

按发表学校 

按语种 



学位论文新系统 :查询结果界面  

3

种
全
文
状
态 



有全文权限， 
可点击查看PDF 



详情页及下载界面  



学位论文新系统 :读者界面  

引用导出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