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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目标

阐述了电子图书的来源、概念以及电子图书
数据库的特点；在第二部分中简要介绍了以
中文、外文、古籍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中外文
电子图书数据库体系；第三部分以超星数字
图书馆和Netlibrary数据库为例，介绍了这两
种电子图书数据库的检索和应用

适用于本科生及初涉科研的社科专业研究生

介绍一种资源 传递一种理念



内容提纲（一）
 电子图书数据库简介

电子图书的概念

电子图书数据库的特点

 主要中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概览

电子图书数据库体系

主要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主要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古籍类电子图书数据库

本馆自建电子图书数据库

 超星数字图书馆；Netlibrary 电子图书数据
库的检索与应用



（一）电子图书
数据库简介



电子图书的概念

 电子图书的起源

电子图书的最初构想源于一部科幻小说。这
部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大胆设想人们
不必再用手去翻看普通的、印在纸上的图书，
而是可以像看电视一般从专用的阅读器中观
看图书的内容。1971年，MichaelHam真的
提出并开始着手实施“古腾堡计划”，将不
涉及版权问题的文学经典进行数字化加工，
放到网上供人们阅读。而后，越来越多的出
版社和计算机公司投人到开发电子图书和生
产电子图书阅读器的行业中。



电子图书的概念

 电子图书的概念

电子图书，即经过扫描或其他形式的数字化
处理，将书籍的全文内容存储在光盘、磁盘
等介质上，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借助计
算机或专用的电子图书阅读设备来阅读的电
子产品。

 电子图书必备的三个条件

电子图书必备的三个条件是：(1) 内容成规模、
成系列；(2)通畅的网络设施；(3)电子图书的
阅读设备和软件。

----柯平《信息素养与信息资源检索概论》



电子图书数据库的特点

电子图书数据库的创建，不仅有效地丰富了
图书馆和各类型信息服务机构的电子信息资
源，弥补了紧俏图书复本量少的缺憾，而且
使一些古籍善本书有机会以电子版的形式呈
现在更多的普通读者面前，加大了图书的流
通和利用率。因此，熟悉和了解电子图书的
主要特点有利用我们在实践中对这类资源的
更好应用。



电子图书数据库的特点
 概括来讲，电子图书的主要特点包括：
1)电子新书的时滞性小于印刷版图书。

2)电子图书数据库可以随时、随地提供服务。

3)电子书籍的检索更显快捷、方便。

4)电子图书的各项辅助功能比较全面。电子图书数据库除
了提供图书的检索、浏览和下载功能外，还推荐、介绍
各个领域的新书出版动态，在电子图书全文显示页面，
用户可以做笔记、插书签、查字典、检索参考书目，还
可以参与图书评论或通过作者字段链接与作者进行联系。
用户依据自身的使用习惯或课题要求，可以定制符合个
人需求的相关资料。

5)电子图书易于保存，可以反复使用。



智能服务

风吹自动翻页扫描，图像采集率1160页/每小时。



美国机械手自动吸纸翻页扫描仪，图像采集率2400页/每小
时(约8本书)，可选330、400、600dpi。



（二）主要中外文
电子图书数据库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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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数据库好多呀！

每一种都怎么应用呢？

我什么时候该用哪一种呢？

了解数据库的共性和个性特点
了解自己的学术阶段

应该寻找数据
库的应用的学
术契合点



电子图书数据库体系

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古籍类电子图书数据库

本馆自建电子图书数据库



主要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CALIS高校教学参考书全文数据库

超星电子书阅读平台

超星民国电子图书

读秀学术搜索

方正Apabi高校教学参考书



超星电子书阅读平台



方正Apabi高校教学参考书

方正Apabi教参书全文
数据库目前已经建设了
85000种教参图书，对
应670个重点学科和专
业，将建设成覆盖文、
理、工、医、农、林等
学科的教学参考书数据
库。

需要读者下载安装方正Apabi Reader阅



书香南开中文在线图书阅读平台

提供10万册数字图
书、3万册有声图
书。涵盖经典名著、
名家小说、畅销书
籍、教育读物、文
艺精粹、有声读物
等。所提供的数字
资源均取得合法授
权，先授权后传播。
资源下载后可永久
保存，无借阅期及
复本限制



CALIS高校教学参考书全文数据库

《CALIS高校教
学参考书全文数
据库》是CALIS
（中国高等教育
文献保障系统）
的子项目之一，
由我校和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
中国人大、上海
交大、四川大学
等多所211大学
图书馆联合建设。
目前该系统已通
过CALIS管理中
心验收，并提供
国内参建馆免费
使用。

阅读CALIS高校教学参考书全文数据库的电子
图书，请先在该数据库主页上下载“Apabi 
Reader”阅读器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网上读书系统目前拥
有中文数字图书达
7500多万页，合计
25万册。图书按中图
法严格分类，内容覆
盖政治、经济、文学、
历史、医药卫生、工
业、农业、军事、法
律、交通等各个门类。
欢迎广大读者阅读使
用。

注册用户需使用IE6.0以上浏览器登录，下载
专用图书浏览器进行阅读，观看各种讲座需
安装相关支持插件。



读秀学术搜索---简介

读秀学术搜索是超星数字图书馆研发的知识
搜索及文献服务平台，以232万种中文图书资
源为基础组成的知识库系统，为用户提供全
文级的检索服务，检索到的馆藏图书可直接
定位到图书馆订购的电子图书或纸质图书，
或借助自动文献传递功能通过个人邮箱获取
图书的全文链接。



读秀学术搜索



主要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主要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American Star Foreign DL美星外文电子图书

 Netlibrary 电子图书数据库

 Ebrary 电子图书数据库

 EEBO（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早期
英文图书在线

 ECCO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十八世纪作品在线



American Star Foreign DL
美星外文电子图书---简介

 美星外文数字图书馆是由北京亚美瑞德公司与赛尔
网络共同开创的为高校提供外文阅览服务的一份崭
新的教育成果，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家原版引进外
文图书的数字图书馆。该外文数字图书馆, 是集支
持普遍存取、分布式管理和提供集成服务于一身的
基于Intranet和Internet环境下的数字图书馆系统平
台。现有英文电子图书5800多种，日文电子图书
248种，语音图书20门。

 该数据库不需要特别的阅读器，使用AcroReader 
即可。



American Star Foreign DL
美星外文电子图书



American Star Foreign DL-美星外文数字图书馆

 资源：收录了英文电子图书5800种，

日文电子图书248种 ，语音图书20多种。

 特点：界面清晰，检索方便，

可全文下载（AcroReader7.0）

------该库覆盖的纯学术著作不多，但综
合性强。收录的资源中以世界经典文学最多（2920册，约占
了整个数据库一半）。是一个广度尚可，深度不够的综合性
全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Netlibrary 电子图书数据库

 NetLibrary这些电子图书覆盖几乎所有主题范
畴，约80%的书籍是面向大学程度的读者，
其余20%的书籍是面向中学图书馆的普通题
材。大多数netLibrary的电子图书内容新颖，
近90%的电子图书是1990年后出版的。



Netlibrary 电子图书数据库

特别提示：

 1. 每一本书同时只能供一个用户在线阅读，多个用
户阅读同一本书时，系统会出现以下提示：“对不
起，有人正在使用此电子书”，请另择时间进行阅
览。
2. 部分电子图书允许下载全文，所下载的全文需要
使用Adobe Digital Editions工具阅读，有效期最长
为3天；部分电子图书不允许下载全文，但允许下
载和打印不超过60页的内容。



Netlibrary 电子图书数据库



Ebrary 电子图书数据库

数据库整合了来自150多家学术、商业和专业
出版商的2万多册权威图书和文献，覆盖了商
业经济、计算机、技术工程、语言文学、社
会科学、医学、历史、科技、哲学等主要科
目的书籍种类，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近三年最
新出版，一般每个月都新增几百种图书。目
前与Ebrary合作的主要出版社包括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Random House, 
Penguin Classics, Taylor & Francis, Yale 
University Press, John Wiley & Sons, 



Ebrary 电子图书数据库



EEBO（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早期英文图书在线

 EEBO（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是由密歇根大学、牛
津大学和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公司合作开发
并于1999年推出的。是一个旨在再现1473年－1700年间英
国及其殖民地所有纸本出版物、以及这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地
区的纸本英文出版物的项目，是目前仍留存的早期英语世界
227年（1473-1700）全部资料的汇总。

该数据库覆盖从历史、英语文学、宗教到音乐、美术、
物理学、妇女问题研究等诸多领域，它的深度和广度为各学
科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基础。目前，EEBO项目还没有
全部完成，截止2006年底,EEBO数据库收录约101,220种出
版物，计划全部完成时收录135,000种著作，包含超过2250
万页纸的信息。



EEBO（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早期英文图书在线

从EEBO上在线阅读
“Romeo and 

Juliet



ECCO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十八世纪作品在线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简称ECCO，十
八世纪作品在线） 是Gale公司制作的十八世纪文献作品的
在线全文数据库，收录了1700-1799年之间所有在英国出版
的图书和所有在美国和英联邦出版的非英文书籍，涵盖英语、
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拉丁文等多个语种。包含13万种15
万卷，超过3,300万页的内容，涵盖了历史、地理、法律、
文学、语言、参考书、宗教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技
术及医学等领域。包含大量清晰图片以及有关中国的内容。
例如原版《罗密欧与朱丽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文、
古代中国版图以及乾隆肖像等等……所有的书籍均含有电子
目录列表，都可以下载成pdf格式进行保存，每篇文章都可
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全文检索。



ECCO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十八世纪作品在线



主要古籍类电子图书数据库

中国基本古籍库 （综合性古籍数据库）

历史古籍的电子版，例如：

二十五史全文库

四库全书；四部丛刊

大清历朝实录

十通

家谱类数据库

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



本馆自建电子图书数据库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数据库

南开大学教参书目信息数据库

南开大学教参书全文数据库



（三）读秀学术搜索；
Netlibrary 电子图书
馆数据库的检索与应

用



读秀学术搜索介绍

 读秀学术搜索简介读秀学术搜索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文
献资源服务平台。它能够为用户提供260万种图书、
7亿页全文资料等一系列海量学术资源检索及使用。

 它集文献搜索、试读、文献传递、参考咨询等多种功
能为一体，以海量的数据库资源为基础，提供切入目
录和全文的深度检索，以及部分文献的全文试读，用
户通过阅读文献的某个章节或通过文献传递来获取想
要的文献资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搜索及文献
服务平台。

 同时，读秀学术搜索还能一站式检索馆藏纸质图书、
电子图书、期刊等各种异构资源，几乎囊括了图书馆

内所有信息源。 海量信息 全面文献



读秀学术搜索介绍---主页
类似Google 的简

洁检索界面

更多的信息资源



读秀学术搜索---检索与应用

图书检索与应用

知识搜索与应用

多面检索与应用



图书检索
----频道主页多种检索方式并兼有导航

功能
简单检索

高级检索
专业检索

热门图书

分类导航



图书检索-整体检索结果
频道切换区

图书检索情况整体
导航区



关于结果中的“镜像全文”与“包库
全文”

馆藏纸本：应与馆藏目录链接
镜像全文：镜像全文是在咱们学

校的服务器上下载全文。
包库全文：包库全文是到数据库

公司的服务器下载全文



镜像全文与包库全文



图书检索-单册检索结果

选择在线阅读部分

不同的获取方式

提供图书的
被引用指数



图书检索-文献传递

注意文献传递的
页数范围



图书检索-阅读页面的应用

选择各种功能

文字摘录与文字提取的
使用



图书检索-外文图书的检索



图书检索-小结
海量图书，更新速度快

全面展示图书馆藏情况

清晰的导航区呈现图书的整体情况

多种获取渠道
本馆纸本图书：链接到本馆馆藏目录

本馆电子图书：链接到超星电子图书

通过文献传递

本地区馆藏信息及网络书店信息

深入揭示单册图书内容

部分页数的试读

提供图书被引用指数

单页内容的充分应用

可进行外文图书的检索



知识搜索-界面



知识搜索---检索



知识检索---专题类聚

搜索结果的专题类聚



检索结果



知识搜索---单页应用

各种应用功能



知识检索---小结

知识搜索是把所有图书打碎，以章节为基础
重新整合在一起的海量数据库。

所有的图书变成了一本书，一部最大的百科
全书。

任何一段内容，都可以在读秀中找到来源。

搜索结果中可进行专题类聚。

可进行PDF下载。



多面搜索-主页上的“更多”提示

更多检索资源的提示



多面搜索---导航区



多面搜索---以“课程课件”为例

选择课程课件

开始同步上课



多面搜索---课题的多面文献资源
提供

词条

报纸

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课程课件

标准

专利

视频

网页

人物

其他内容



多面搜索---小结

读秀的多面搜索功能实现知识点多角度搜索，
当选择全文、图书、期刊、论文等任意一个
频道进行检索时，检索结果页面的右侧都会
将与检索词相关的词条、人物、图书、期刊、
报纸、论文、网页等多维信息全面展现，为
读者提供了一个围绕检索点的全面知识描述，
扩大了目标的检索范围，使信息查找更为精
准。



课题研究中读秀数据库的应用

 从读秀数据库的性质来看，这是一个整合了多种文
献资源形式的检索平台，资料内容丰富，而且更新
速度快。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获取文献。

 这些特点和课题研究的初级阶段所需要的文献类型
特点十分契合，有助于读者全方位地把握课题的概
括，因此，对于处于开题阶段的读者来说十分合适。

 从读秀的检索和应用实例来看，数据库的学习和应
用必须以课题研究的特点相结合，这样才成做的有
的放矢，实现资源的高效和充分利用。



NetLibrary(eBook Collect) ----主
页

检索区

检索结果
限制区



NetLibrary ----检索字段可进行
全文；
书名；
主题；

ISBN号；
出版年等字
段的检索



NetLibrary ----检索页面
检索题名中含有”united 
nations”的可下载的电子

图书

主要书目信息



NetLibrary ----检索结果书目信息
页面



总 结

第一：了解电子图书的概念和特点。

第二：掌握本馆电子图书资源服务体系。

第三：根据自己的科研或学习过程，了解一
两种有代表性的中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的检
索和应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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