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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介紹 

《中國報紙資源全文資料庫》是方正阿帕比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全國各大

報社開發的以中國報紙資源為主體的全文資料庫系統，是大陸地區首個整

報完整收錄的報紙全文資料庫，也是首個集文章內容全文檢索和線上報紙

原版翻閱為一體的報紙全文資料庫。 

目前，中國報紙資源全文資料庫已經與300多家報社合作，覆蓋了所有

的報業集團，線上運營報紙450多種，擁有3000萬篇新聞，最早回溯至

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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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報紙，版權無憂持續全文更新 

所有報紙均收錄全部版面和文章，目前每月新上架報

紙25～30種，線上運營報紙450多種，如人民日報、環

球時報、21世紀經濟報導、新民晚報、羊城晚報、南方

都市報、第一財經日報、解放軍報、新京報、浙江日報、

福建日報等各級各類報紙。 

中國報紙資源全文資料庫收錄的報紙均獲得了報社等

出版機構的正式授權，沒有任何版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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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特色 

 整報收錄 原版原式︰所有報紙每期每版均為完全收錄，與報紙同版同式，版

面簡圖對照文章，直接定位目標新聞，優越獨特的閱讀體驗。 

 

 圖文檢索︰ 

除對報紙文章內容進行全文檢索，還可對報紙中所有圖片獨立檢索，並可以

透過圖片直接定位到所屬的文章，便於讀者進行與圖片直接相關的檢索和引

用。 

 導航功能︰ 

中國報紙資源全文數據庫的檢索平臺，提供報紙依照欄目、文章、圖片等多

欄位、多條件的複合檢索功能，支援檢索結果排序、檢索結果分佈、檢索結

果篩選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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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檢索 

轉換簡繁字體 

快速檢索列 

簡體檢索 繁體檢索 

全面整合：可同時檢索 

電子書、工具書、年鑑及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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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檢索，導航專業文本拷貝列印 

報紙資源全文資料庫的檢索平臺提供了強大的按報紙、按新聞、按圖片等條件的檢

索功能，支持檢索結果排序、檢索結果分佈、檢索結果篩選等專業檢索，同時所有內

容均可以文本形式引用。與其他報紙資料庫產品相比，最大的特點是所有文章也均可

以按照國家標準新聞分類法--中文新聞資訊分類法進行分類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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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閱讀，保留紙質報紙閱讀體驗 

我們提供原始版面，讀者可以實現原版原式的報紙翻閱和原版列印，保留原汁原味

的紙質報紙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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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潔直接，第一時間看到最新訊息 

 

數位報紙頻道將

讀者最關心的新聞

展示在前，全國450

餘種各級各類報紙

新聞內容即時更新，

為讀者提供主流傳

媒的權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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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新聞，分類整合最新時事熱點 

設有時政、財經、行業、文化娛樂等專題板塊，並隨時推出時事熱點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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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分享，成為朋友中的消息達人 

每篇新聞報導結尾設有“分享到”功能，只需簡單一點即刻分享到你

的微博、個人空間，與朋友分享最新報紙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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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收藏，自主定義添加新聞分類 

對於單篇新聞文章，同樣可以加入收藏並添加自定義分類，匯總相關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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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報欄，訂閱個性化的報刊專欄 

對於喜愛的報紙可以添加在“我的報欄”，打造一個獨具個性的報刊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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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新聞，定制獲得本地相關新聞 

向讀者推送本地相關新聞，並可在更換城市中選擇您關注城市資訊。 

以天津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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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臺北總公司】 
    110 臺北市和平東路三段315號7樓       
    電話：(02)2736-1058    
    傳真：(02)2736-3001 
 

【南部辦事處】 
     710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425號9樓之3    
    電話：(06)302-5369     
    傳真：(06)302-5427   
 
網址：www.tbmc.com.tw    
 
E-mail：info@tts.tbm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