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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莉 

shirley05119@163.com 

鼠标在手，畅游图书知识海洋 
 

——中、外文电子图书的检索与阅读 



电子图书的特点及优越性 

• 电子图书改变了图书馆传统的工作模式和服务范围，

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复本量的限制。 

• 电子图书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纸书阅读的习惯：任意

翻页、灵活设置书签、添加标注等。 

• 同时还提供了一些锦上添花的功能，如：全文检索、

字体缩放、复制粘贴、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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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N入口：http://vpn.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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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途径  

图书馆主页—数据库—数据库导航—电子图书  

一 馆藏电子图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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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馆藏电子图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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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馆藏电子图书简介 共47个电子书数据库 











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CADAL电子书 

我馆参建项目；读者在校园网IP范围内可检索、浏览或下载已发布
的英文图书、民国图书期刊、古籍、书法绘画等资源。 

CALIS教学参考书数据库 

由51家高校图书馆参与建设，目前包括各学科全文电子教学参考书
2万余种，出版社推荐的电子教学参考书4万余种。 

“书香人大”—中文在线电子图书 

包括10万册数字图书和3万集有声图书，数字图书内容包括经典

名著、名家小说、畅销书籍等各类大众社科类图书，有声图书则
包括经典评书相声及近年来流行畅销的文学作品。 

1 

2 

3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可按类目浏览直接翻开各书页，也可全文检索，检索范围包括全
文、注释、标题及图像标题、书名、著者和四库类目范围。配备

多种在线工具书。 

超星电子图书 
全球最大的中文在线图书馆，目前拥有中文电子图书125万种，涵
盖文学、艺术、历史、教育、农业、医学等中图分类法22大类。  

超星书世界 

超星公司2014年推出的纯文本电子书，包含中图法22大类适合
于高校的电子书，为最新出版的高清晰的精品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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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图书馆 

目前收入图书马恩列斯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著作和讲话、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法律法规等6000多册；提供金典语义、金典
比对、金典关联、金典找句等多种检索功能。 

方正电子图书数据库 
目前电子书库有260余万册可供阅读的电子图书，其中可全文下载
的共70万种。民国期刊20000多期，中医古籍2000余册，国学要览
80000余册。  

国图电子书 

电子图书全文数据库，收录与我校学科相关的30573种电子版图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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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宝典（中国知网） 

收录自先秦至清末两千多年的历代典籍，大部分文献附有内容提
要，包括作者简介、内容组成、版本等相关信息。 

皮书数据库 

包含了我国十几年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报告，覆盖经济、社会、
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行业和区域。 

书生电子书 

提供10多万种电子图书全文在线阅读，侧重教材教参与考试类、
文学艺术类、经济金融与工商管理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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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本古籍库 

综合性大型古籍数据库，收录先秦至民国历代经典名著及各学科
基本文献1万种，选用各级善本制成数码全文，另附原版影像。 

中国数字方志库 

大规模数字化的综合地志类文献数据库,收录1949年以前地志类
文献11000条，涵盖了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稿本、抄本、
刻本、活字本等各种版本。 

中华经典古籍库 

中华书局首次推出的大型古籍数据库产品，第一辑收录了近300

种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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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堂典藏》古籍数据库  

以精准校对的小学工具（文字、音韵、训诂）、古代类书、
出土文献类资料为基础，大量纳入包括经史子集、中医药
典籍、古典小说与戏曲、敦煌文献、儒、释、道等历代传
世文献，以及大型丛书、史书、方志、民国报刊等。  

 

列国志数据库  

是以《列国志》丛书为基础，全面整合国别国际问题核心
研究资源、研究机构、学术动态、文献综述、时政评论以
及档案资料汇编等构建而成。  

 

永乐大典  

数字永乐大典是汇辑残存《永乐大典》的大型全文检索版
数字丛书，收录世界各地目前已发现的《永乐大典》共
815卷，每卷皆制成全文数据，保留原有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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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全集数据库  

是海内外首次整理完成的一部清末民初时期的重要大型珍
稀文献的数据库产品，全库逾3,600万字，近56000条文献，
是中国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重要文献成果。  

 

中国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  

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也是规模最大的
写本文献可全文检索数据库。该库收录了主要来自浙江南
部的处州、安徽南部的徽州、江西的鄱阳湖区、福建，以
及湖南、湖北、广东、云南和辽宁等地的地方历史文献，
总量约35万件，150万页。  

 

中国方志库  

中国方志库是专门收录历代地方志类典籍的全文检索版大
型古籍数据库，由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总策划、总编纂、
总监制，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开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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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文民国书库 

北京瀚文典藏文化有限公司重点推出的中国近代（民国）
电子图书全文数据库，收录自1900年前后至1949年之前出
版的优秀图书，共约八万余种十二万余册。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我校已购数据库包括：大清实录全文检索数据库、大明实
录全文检索数据库、大清五部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大明
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四部丛刊全文检索数据库。  

万方新方志 

目前我馆以镜像的方式收录了全国范围内的各级各类新方
志5000册，所收录新方志类型包括：综合志、部门志、地
名志、企业志、学科志、特殊志及地情书等。涉及全国各
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市、县、三级
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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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最大的中文在线图书馆，目前拥有中文
电子图书100万种  

    •涵盖中图法22个大类  

    •数据每日增加和更新  

    •支持打印和下载功能  

一 馆藏电子图书简介 --超星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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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馆藏电子图书简介 --超星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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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的建

设成果。本馆作为参建者可以访问和共享其
他参建馆的部分电子资源。  

    •CADAL电子书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读者

可检索、浏览或下载已发布的英文图书、民
国图书、期刊、古籍、书法绘画等资源。 

一 馆藏电子图书简介 --CADAL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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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馆藏电子图书简介 --CADAL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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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录自先秦至清末两千多年的历代典籍，并吸   

收清代以后至当代学人有关古籍整理的重要成
果，充分考虑文献的实用价值，大部分文献附
有内容提要，包括作者简介、内容组成、版本
等信息。 

     •数据库每年更新1--2亿字的内容。  

一 馆藏电子图书简介 --国学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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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馆藏电子图书简介 --国学宝典  



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电子图书数据库） 
收录了ALA（美国图书馆学会）的249种特色图书，涵盖图书馆管
理、读者管理、图书馆员发展等领域。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books 

收录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上世纪30年代至2011年出版的1377

种图书、百科全书等。 

Early English Books（EEBO） 

收录1473-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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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历史、英语文学、
宗教、音乐、美术、物理学、妇女问题研究等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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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Online（ECCO） 

收录1700-179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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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
多个语种，涵盖了历史、地理、法律、文学、语言、宗教哲学、
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技术及医学等领域。 

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人文社会科学） 

Emerald目前出版超过2000多册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其中1000

多卷丛书包含电子版本，分为《工商管理与经济学》和《社会科
学》两个专集。 

IMF E-Library电子出版物 

提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出版的图书、期刊、研究手
稿、国家报告等出版物的全文浏览、检索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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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iLibrary电子书 

集成性电子书平台，我馆购买的电子书共15925种，涵盖学科包
括历史、法律、语言与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等。 

OCLC FirstSearch-Ebooks 

Ebooks收录了OCLC成员图书馆编目的所有电子书的书目信息，
接近1,300万种，涉及所有主题，涵盖所有学科，收录日期从公
元前1,000年至今。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牛津在线学术专著数据库） 

拥有近10000册的学术专著，学科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
科学，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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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图书数据库 

收录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324种特色图书，每年新增50种。 

Source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线图书馆 

收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图书、报告近1700种、期
刊25种及统计数据库25个。 

Springer电子书 

Springer电子书涉及学科包括:行为科学，商业与经济，人文、

社会科学和法律，化学和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地球与环境
科学，工程学，数学，专业计算机应用，物理和天文学，生命
科学、医学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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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Bank E-library世界银行在线图书馆 

提供世界银行从1987年以来出版的4500多种图书、所有世界银行
政策研究工作报告和各种文件的全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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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回溯电子图书数据库  

收录哈佛大学出版社1913-2006年间（版权年份）的2785种已经
没有库存的绝版电子图书，通过De Gruyter平台提供电子版访问，
并提供POD按需印刷出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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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TOR 电子书  
我校共订购JSTOR电子图书3,500种，电子书来自12家大学出版
社，以2000年以后新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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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vier电子图书数据库  

为读者提供全面、权威、可靠、可发现、容易搜索并获
得的高质量内容。我校共计订购了583种电子专著图书，
1种大部头参考工具书，以及1套手册系列图书，涉及经
济、金融、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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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在线图书数据库  

包括11408种在线图书和165种在线参考工具书，涉及到
化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法律与犯罪、心理学、社
会科学、行为科学、人文科学、商业、经济、财政、金
融、会计、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物理、材料科学、生物
工程、能源、数学与统计等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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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ll电子书 
由CASHL10家成员馆联合采购，共887种电子书。由Brill主网站
及中图易阅通平台提供双平台访问。  

易阅通电子书 
CNPeReading 聚合的数字资源覆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STM

等众多学科领域；目前包含了海量中外文数字资源，超过700家
国内外优质出版社和集成商的出版物。  

爱思唯尔（Elsevier）“双语智读”电子书平台 
收录优质学术图书和其相对应的中文译本，以章节对照的形式实现
中英语言之间的简便切换，方便在校师生与科研人员快速浏览、查
找所需参考资料，也对学习掌握科技英语、提高论文写作能力提供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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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Expert Pres美国商务专家出版社电子图书数据库 
BEP电子图书数据库也是目前鲜有的专门针对PhD层次以下的读者
提供出版物的数据库，为MBA等商科专业学生提供了最合适的核心
参考资源。  

Science of Synthesis 
全部内容由全球1800多名化学合成领域特邀专家遴选、审核和
更新，几乎涵盖了有机和金属化学整个领域从19世纪早期发展
至今的所有合成方法。 它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合成方法、
专家评论全文、实验过程以及精准化学反应路线的电子资源。  

Cairn法语数据库 
全部内容由全球1800多名化学合成领域特邀专家遴选、审核和更
新，几乎涵盖了有机和金属化学整个领域从19世纪早期发展至今
的所有合成方法。 它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合成方法、专家评
论全文、实验过程以及精准化学反应路线的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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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方式 ： 

 

  关键词检索  

  高级检索  

  分类检索  

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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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字段说明：  

书名：显示检索库中“书名”字段与关键词相符的图书信息。  

作者：显示检索库中“作者”字段与关键词相符的图书信息。  

全文检索：显示检索库中所有包含关键词的图书信息，包括图书
封皮、书名、作者、页数、出版社、出版日期、目录、全文等信

息。  

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关键词检索  



2017-12-14 41 

检索步骤：  

（1）选择检索信息显示类别，分为 “书名”、“作者” 、
“全文检索”三种。  

（2）在检索框内键入关键词，多个关键词之间要以一个空格
隔开。  

（3）按回车键或点击“搜索”按钮，检索结果即可罗列出来
，关键词以醒目的红色显示。检索结果可按“书名”、“出

版日期”进行排序。  

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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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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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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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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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关键词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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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确的搜索某一本书时，可以进行高级搜索。  

• 点击主页上的“高级搜索”按钮，则会进入下面页面。在此我

们可以输入多个关键字进行精确搜索。  

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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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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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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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分类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点击一级分类

即进入二级分类，依次类推。点击检索到的书名超链接，

阅读图书。  

 

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分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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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高级检索  



例：查找电子图书《平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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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选择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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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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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需下载
超星阅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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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手机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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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书世界 

 
支持IOS及Android手机等移动终端安装“超星移
动图书馆”APP来阅读和下载超星书世界图书。
在手机上安装完“超星移动图书馆”，通过移动
图书馆的书世界栏目访问电子图书。或者通过移
动图书馆的扫描网站上喜欢图书的二维码进行下
载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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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书世界网站下载安装移动图书馆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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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添加图书到书架 

直接扫描图书二维码 

无需账号登录移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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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MyiLibrary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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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保存个人的检索式、
注释等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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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iLibrary电子书——检索方式 

• 快速检索（Quick Search) 

• 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 浏览(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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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iLibrary电子书——检索方式 

• 快速检索（Quick Search) 

• 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 浏览(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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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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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书目信息 

添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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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多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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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iLibrary电子书——检索方式 

• 快速检索（Quick Search) 

• 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 浏览(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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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书名中含有economics的2008年出版的英语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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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iLibrary电子书——检索方式 

• 快速检索（Quick Search) 

• 高级检索(Advanced Search) 

• 浏览(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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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使用本馆过程中的各种意见、建议， 

请致电或发邮件致管理员信箱： 

（0512）62605226 tsgsuzhou@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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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