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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公司概况 公司资质 公司历程 公司理念



公司概况

      

北京

    公司成立于1999年，至今已有十七年的发展历程，国道
数据是国内最大的特色专题数据资源开发供应商，也是数字
化教学解决方案服务商，开创了第一家网上数据库超市和全
球知名的MeTeL高校课程资源平台。面向科研、教学、情报
机构提供在线服务。总部位于“中国硅谷”--中关村 。我们
的使命是“让知识的获取不再困难”！

    国道数据拥有最前卫的私有云中心（含集中云和分散云），
丰足的云计算资源；大数据、社交以及移动互联的嵌合，云
采编、云著录和云质检，实现了内部业务流程、技术架构的
科学再造。开发出了中文、外文两大系列专题数据资源产品。
基于目前互联网媒体化，阅读移动化，教育学习慕课化，大
数据盛行，推出了机器学习、数据深度分析、知识发现、学
术社交、自主学习等智慧平台。公司在香港、上海、杭州、
南京、广州、哈尔滨、呼和浩特、西安、洛杉矶、悉尼、伦
敦、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国内外城市建立了合作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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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
     国道数据是中关村核心地带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HIWAY"、“SpecialSci"、

"MeTeL"、"SocialNAR"、”OADDS"、“TBRef"、"HICDS"，等注册商标，并拥

有专利专有技术、软件著作权、商标权及数据库版权等一系列知识产权。是北京市政府

认定的拥有自主创新产品的企业，并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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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历程

1. 1999-2002年，注册国道数据www.84999.cn站点，主要为政府部门提供信息化服务，加快政务电子
化建设；

2. 2003-2005年，国道数据库发布搜索系统获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软件著作权证书；

3. 2006-2008年，SpecialSci平台通过国家信息中心关键评测；

4. 2009-2011年，SpecialSic平台获得北京市自主创新产品认证；MeTeL获国家版权局授权；

5. 2012-2014年，我公司获得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颁发的软件企业认定证书，并获颁"Z-
PARK“创新企业证书。

6. 2015年至今，我公司被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管理委员会评定为2015年度海
帆企业。国道会议集成发现系统（HICDS）正式上线。



公司理念

诚信 创新

适变

共赢合作

团结
公司理念

      

     

     

我们的企业精神是：诚
信、团结、创新、适变。

我们的使命是：让知识
的获取不再困难。

我们的愿景是：成为最懂用户的、
最专业的大数据资源服务商。

尊重伙伴，推崇合作，合作竞争
中实现共赢。

品牌的价值高于一切！

客户需求，用户价值，是我们工作
的出发点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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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网络分布



营销网络分布   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2000
多个企事业单位信息中心。

• 东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吉林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 中南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 长安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 南华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 

• 北华大学   湖南农业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 江南大学   武汉工程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 湖南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 河南大学   山东建筑大学   北方工业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 东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 暨南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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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

SpecialSci
多媒体教学资源库

MeTeL
学位论文集成发现

系统DDS

教材教参资源库
TBRef

会议集成发现系统
HI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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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在我校
IP范围
内，无
需登陆，
IP段外
可使用
个人账
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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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概念与
价值

 

       

    SpecialSci概念：是以某一专项课题(Topic)研究或某一学科
(Subject)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信息资源，面向特定受众查询服务的数据库。
例如化学、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教育学、资源科学、
环境、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等等。

     价值与意义：按学科专业而建设的，各高校可根据自身的学科建设
需求自主选择，针对性强，帮助高校把学科专业建设成特色学科库，提
升科研竞争力，这也是各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同时对提高师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创新型人才，极有意义。



学科种
类齐全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国道数据竭力打造出中国最大的特色专题数据库平台--
SpecialSci。目前，该平台拥有全文数据2500万篇（1995年至今），
并以每年更新70万篇的速度增长。

    目前该平台有60多个专题库，专业涉及理、工、农、医、人文
社科，高校有的专业在SpecialSci平台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专题库，
如赤峰学院，针对的专题库有化学、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教育学、资源科学、环境、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基础医
学、药学等等。

    适用于：科技查新、课题跟踪、课程开发、文献参考、学生学
习等等一系列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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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A 高科技前沿系列——外生物技术、计算机科技、图形图像、多媒体技术、通信工程、能源、海
洋、材料、航空宇航、环境、先进制造技术、水资源、资源科学、软科学、创新学专题库；

B 基础学科系列——外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学、力学、生物学、大气科学、天文学、系统
科学、语言学专题库；

C 工程技术学科——外文食品、建筑工程、矿业工程、冶金工程、测绘科学、机械工程、动力与
电气设备工程、交通运输、核科学技术、安全科学技术、轻工纺织、电子技术、武器装备、地球
物理与地质工程专题库；

D  农业医药学科——外文农业、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兽医学专题
库；

E 人文社会学科——外文教育、经济学、企业管理、管理学、金融与财务会计、图书情报学、法
学、传媒与艺术、行为与社会科学、体育、心理学、历史学、哲学、民族与宗教、军事学、文学、
健康养老专题库。



资源类
型丰富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SpecialSci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的资源类型为各种学
术资源，涉及论文、报告、会议记录、议题议案、白
皮书、专栏评述、法规标准、新产品资讯、专利等10
余种类型，因专题而异 。这与图书馆采购的单一类
型信息资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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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Ø论文：指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与电子杂志论文，包括未在纸介期刊上发表的预发表论文（Pre-print/e-
Print）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既按照研究机构（Association Institute /Society）组织论文，又
按研究者个人（Specialist Homepage）收集文章。

Ø报告：包括科技报告、会议报告、政府部门报告。

Ø会议记录：各国国内或国际会议的议题记录、会议（录）论文。

Ø议题议案：外国政府、国会、议会的议题议案，公报公告。

Ø专栏评述：报纸和杂志的专栏（Special Column），电视、互联网络的专题；专家学者的评述
（Reviews），各种媒体上的科技报道（Newsletter）。

Ø法规标准：各国的法律法规法案，专业技术组织的技术标准等文献。

Ø新产品资讯：像应用性很强的专题中新产品介绍，主要包括产品规格性能、构造用途、 使用方法、操作
规程等文字说明和图表。这对技术引进很有意义。

Ø专利：前沿热点相关的专利文献。

Ø机构出版物：国外各机构创办的出版物或出版信息。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使用方法：
1.电子杂志
2.快速搜索
3.高级搜索
4.学术导航
5.奖项导航
6.SpecialSci资源类型有利于科技查新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电子杂志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电子杂志

本期导读的
12篇文章，
150字词，均
由权威专家
编排，双语
对照、图文
并茂，支持
深度阅读，
根据需要进
行下载自己
所需内容。
可节约大量
时间，直接
找到前沿内
容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电子杂志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快速搜索

1、直接在输入框内输入英文检
索词，如 science 。若输入中文
检索词，一般会自动给予英文相
关词汇提示，供读者选用；

2、可以使用半角双引号来搜索
词组、短语，实现精确匹配。
如 "data type" "computer 
science“

3、可以使用 AND 和 OR 来处理
检索词间的逻辑关系，半角空格
分隔默认是 AND；如 water AND 
fish； water OR fish ；water fish；

4、快速检索是默认对“全文”
检索项、在“勾选”的专题库中
进行全文检索；特点：查全率高；
妙用：了解选定库中有多少自己
关心的内容；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高级搜索

1、可选检索项：全文、标题、
著者、机构、主题词、描述、
集合名、系列号，外加年份
范围和文献类型；

2、高级检索是支持同时对多
个检索项，按照“与、或、
非”逻辑关系，区分单词及
词组，并可设定年限与文献
类型，勾选所需专题库的检
索方式；

3、特点：查准率高；妙
用：径直找到自己真正关
心的内容；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学术导航

。
中英文界面
对照，提供
热点字词、
专业词汇，
方便在做课
题报告、科
研查询的时
候，根据关
键词以及问
题找到所要
的文献内容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学术导航

  如搜索结
果较多时，
可根据：
二次搜索、
动态目录、
年际分布、
相关机构
进行二次
搜索



分类导航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分类导航



分类导航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机构导航

将收录
资源按
照文献
产生机
构分类，
便于读
者查找
所关注
行业、
学会协
会或者
研究所
等的最
新动态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奖项导航



奖项导航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外文特色专题数据库SpecialSci 资源类型有利于科技查新



谢 谢 聆 听
T H A N K S  F O R  Y O U R  A T T E N T I O N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