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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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个电子书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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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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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 

超星电子图书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书库内含中文电子图书125万种，涵盖文学、 

艺术、 历叱、 教育、 农业、 医学等中图分类法22大类，满足丌同读者的多元化需求。 

目前我馆已绊采贩全库，所有电子图书均可在线检索幵阅读，幵提供分类导航、 新书
推荐、 分类推荐、 阅读排行和网页阅读、 超星阅读器阅读等多种阅读模式。  

1 

“书香人大”—中文在线电子图书 

“书香人大” 是中文在线特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的“基于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服
务，提供丰富多彩的正版图书内容、先进的版权保护技术、完善的智能化应用和管
理功能。目前该网站已推出: 10万册数字图书和3万集有声图书。 

3 

超星书世界 

由超星公司2014年推出的纯文本电子书，其包含中图法22大类适合高校的电子书，
为最新出版的高清晰的精品电子书。全部图书均为纯文本电子书，阅读体验好；同
时支持pc和其他移动终端使用，移动终端通迆下载超星移动图书馆APP实现校外阅
读；支持互联网内容于同步及共享评论、标注；兼容原有超星电子书平台，与图书
馆超星发现、 超星移动图书馆系统无缝对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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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类 

中华数字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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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类别涉及文学传记、 

经济管理、人文社科、艺术、成功励志、生活健康、 语言文字、法律、政治军事、历
史地理、自然科学、工业技术、农业科技、医学卫生、中小学教辅等。 

4 

书生电子书 

书生之家电子图书提供全文、标题、主题词等多种数据库检索功能。目前已有超过十
多万册图书可全文在线阅读。 其中大部分为近几年出版的新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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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字图书馆的电子书资源目前只能
提供在线浏览。 

5 

知识宝（Hyread）港台电子图书  
知识宝（Hyread）是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馆配电子书平台，积极收录台湾、香港地
区的学术著作、政府报告等台湾研究的重要文献。 获得超过2000家出版社的授权合
作。 数据库目前开放使用的港澳台版电子图书为7500种。提供良好的阅读体验，支
持目录检索、全文检索、全本缩略图浏览，支持单页阅读、双页阅读、全屏阅读和
放大缩小多种阅读形式，客户端更支持注记、书签等功能。 

6 



2019-6-19 17 

综合类 

7 
CADAL电子书 

人大图书馆参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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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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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别国
际类学术研究必备专业数据库、首要研究支持平台、权威资讯平台和前沿原创学术成
果推广平台。 

9 
畅想之星电子书专业资源库 

旨在将出版社的正版电子书通过平台销售到全国各级图书馆。目前已经入驻出版社和
文化公司达到420家左右，电子书数量50万余种。电子书的在线试读和阅读不需要安
装阅读器可以直接打开，读者也可以安装PC端或移动客户端阅读器实现电子书的下载
和离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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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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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文史哲等专业的教
学和研究工作中所应用到的专业古籍文献资料。  

10 

《文渊阁四库全书》 电子版 

四库全书内联网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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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需要选定
关键词的关联字一并进行检索。数据库还配备了多种参考工具。 

11 

爱如生典海数字平台 

我馆订购内容包括中国基本古籍库和中国方志库1-2集。 

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分为4个子库、20个大类、100个细目，精选先秦至民国历
代重要典籍，包括流传千古的名著、各学科基本文献和拾遗补缺的特殊著作，各据
通行善本。爱如生中国方志库是爱如生12个专门性大型古籍数据库之一，主要收
录历代地方志类著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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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类 

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 

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广泛收录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公共机构、私人藏家、研究
机构及博物馆所藏历代古籍资源，特色古籍采录海外所藏中国古籍，尤以日本、韩
国数量最多。 

鼎秀古籍数据库能够检索2万余种的古籍，包括地斱文献志、四库全书、续修四库
全书、永乐大典、敦煌文献、道家文综等具有收藏价值的古籍文献资源。 

13 

国学宝典（中国知网） 

CNKI系列数据库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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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等相关信息。 

14 

瀚文民国书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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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收录的图书均参考中国图书分类法，并结合民国图书的时代特点，建立了较为专业
的分类体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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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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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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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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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万字，近56000条文献，是中国国家清史纂修工秳顷目重要文献成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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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类 

19 
中国基本古籍库 

综合性大型古籍数据库，共收录先秦至民国历代经典名著及各学科基本文献1万种，
选用宋、元、明、清及民国各级善本12000个，皆制成数码全文，另附原版影像。
同时配备可从多条路径和可用多种方法进行快速海量检索的检索系统，以及可以轻
松实现古籍整理作业的功能平台。 

20 

中华经典古籍库 

是中华书局首次推出的大型古籍数据库产品，也是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古籍的首度数字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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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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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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未收
录的新方志也可通过访问万方数据平台查看所有目前万方数据所收集的新方志。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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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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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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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类 

中国数字方志库 

是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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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册数超过15万册，影像数据近千万页，全文版书目数据2000条，
约5亿字，数据库总容量达4TB。 

搜集了全国各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及私家的孤本、稀见本、
批校本、题跋本等各种藏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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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全国总志、各级地方
志及山水志、水利志、名胜志、祠庙志、园林志、民族志、游记、边疆和外
国地理志等各类文献。目前仍在持续增收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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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 

党政图书馆 

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的局域网版，目前收入图书包括18个重要方
面、6000多册、7000多万个知识点。完整系统收入了党的思想理论主要著作文
献，内容覆盖我国出版的所有马列经典著作；覆盖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所有著
作；覆盖公开发表的所有中央文件文献；覆盖国家所有法律法规；覆盖党的思
想理论领域所有知识点。还有代表性收入了大量研究性著作、党史和国际共运
史著作、重要人物资料，以及革命戓争年代出版的部分重要图书等。 

25 

皮书数据库 

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大型系列图书，由一系列权威研究报告组成，
每一年度有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现状与发展态势进行分
析和预测，是各级党政决策部门、企事业单位、国外驻华机构必备的资讯
读物。数据库下设六个子数据库：中国经济数据库、中国社会数据库、世
界经济与国际政治数据库、中国区域数据库、中国行业数据库、中国文化
传媒数据库，包含了十几年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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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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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类 

CALIS教学参考书数据库 

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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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提供快速查询、高级查询和使用分类的方法检索图书。 

27 

橙艺艺术在线 

收录国内主要艺术类出版社出版的18大类，二百多小类的数字图书，提供
完善的基于上述海量优秀艺术数字资源的学习、创作、临摹、鉴赏等服务。
内容包括艺术理论、艺术史、基础图案、绘画、书法、设计、技法等类。 

至2018年底平台累计收录7000册艺术高清图书，每年以3000至3500册图
书更新。收录中西方艺术名家的代表作品，且关联相关艺术图书。收录油
画、中国画、素描、书法等200DPI图片共一万余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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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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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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综合类 

1 
Brill电子书 

由CASHL10家成员馆联合采购，共1685种电子书。由Brill主网站及中图易阅通平台提
供双平台访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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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电子与著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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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sevier电子图书与电子期刊使用同一个平台，进入主页面后请点击页面上方标签栏
中的“Books”即可浏览电子图书。  



MyiLibrary电子书 

世界领先的集成性电子书平台，主要服务于学术研究者、专家学者和大学学生等。
我馆购买的电子书共15925种，涵盖学科包括历史、法律、教育、音乐、图书馆
学、语言与文学、哲学、政治学、社会科学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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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研发的功能强大的数字图书馆，与门收录牛津大学出版社最
优秀的学术专著图书。它所收录的所有学术专著图书是由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
在内的世界一流的学者所撰写，并且经过牛津大学学术委员会12位成员的审核
通过，拥有值得信赖的高学术水准。目前贩买的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牛津在线学术与著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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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图书数据库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出版刊物要求在各方面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
出版物，吸引了单一学科的学者和专业人士进行跨学科研究，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多更
广泛的跨学科的学术著作。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电子图书数据库收录了该出版
社1324种特色图书，每年新增50种。 

6 

综合类 



 

 

 
Springer电子书 

是当今市面上最全面的科学、技术与医学（STM）及人文社科（HSS）领域电子图
书文库。施普林格电子图书涵盖13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著作，拥有20万余本图书，
以来自世界顶尖学者的研究为特色，涵盖科学、 术、医学、人文和社科各个学科领
域。文库包括专著、教科书、手册、图解集、工具书和丛书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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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ey在线图书与在线参考工具书及在线期刊均整合于Wiley online 

Library平台，使用方法相同，并支持几种资源交叉检索。 

8 

爱思唯尔（Elsevier）“双语智读” 电子书平台 

是爱思唯尔学术出版集团(Elsevier)携手国内大型学术出版机构共同打造的科研学术电
子图书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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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综合类 



 

 

 

 

 

 

 

 

 

易阅通电子书 

“易阅通” （CNPeReading）是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
资源交易与服务平台。以“一个平台、海量资源、全球服务”为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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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综合类 

Proquest电子书 

该平台整合了全世界1800多个知名出版社的学术电子书，涵盖原Myilibrary平台
电子书。目前我馆采用读者驱动模式（DDA）采贩平台电子书，该模式缩短图
书推荐采购周期，提高电子书使用率。我校读者可查看约50万册左右的书目信
息，读者阅读或复制、下载均会引发该图书被触发，自动采购。 

特别注意：大于等于5分钟的阅读；任何章节的copy, print, download，或者整
本书的下载，都会引起这本书被图书馆自动购买，请读者慎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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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English Books（EE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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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推出的在线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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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目。该数
据库是目前仍留存的早期英语世界227年（1473-1700）全部资料的汇总。 

12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E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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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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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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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回溯类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电子图书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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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该社的著名出版物，如Granger's Index to Poetry、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Sources ofJ apanese Tradition、The Selected Letters of Ralph Waldo 

Emerson、The Art of War: SunZi's Military Methods等。 

15 

回溯类 



 

 

 

 

 

 

 

 

 

IMF E-Library（国际货币基金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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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usiness Expert Press美国商务专家出版社电子图书数据库 

Business Expert Press（美国商务与家出版社，简称BEP）于2008年成立于美国，
专业出版MBA教学所需的工商管理类教材参考资源，内容简短精炼（200页左
右），简单易懂，即使是非专业人士也可以迅速抓住要领。也是目前鲜有的与门
针对PhD层次以下的读者提供出版物的数据库，为MBA等商科与业学生提供了最
合适的核心参考资源。 

16 

Source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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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专业类 



 

 

 

 

 

 

 

 

 

World Bank E-library世界银行在线图书馆 

在线阅读世界银行所有有关社会和经济类的全文图书、报告和多种文件。它带给
读者的是一个全文检索和多重查询的数据库。迄今为止该在线图书馆已提供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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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介绍即将出版的图书信息等。每年新增150－175本
图书，新增250－300个工作报告。 

19 

专业类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llection 一带一路专题数据库） 

是目前第一个收录有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方面的基本阅读资料的数据库。
旨在收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策略与政治
研究等相关的最完整的电子资源，目前已经收录了5,800余册电子资源, 其中包含了
东南亚包括缅甸在内的超过2000余册珍贵善本图书，此外，还收录了 《缅甸研究
学会期刊》 ，《马来联邦博物馆期刊》 ,《东亚研究期刊》全集。收录出版社有
ISEAS（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Burma Research Society（缅甸研究学会,），
NIAS（北欧亚研究所）等知名出版社。 

20 



 

 

 Reference modules(全球经典学术选编数据库) 

Reference modules（全球经典学术选编数据库）是Elsevier针对学术领域内发展
最快的学科，组织国际权威的科学家和资深编辑，选取Elsevier权威学科参考书中
读者需求最高的主题和高质量作者的文章，对这些文章进行组织、审阅，随时删除
陈旧内容，并加入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从而形成的内容实时更新并持续
评审的学科经典文献选编数据库。 

21 

Science of Synthesis 

Science of Synthesis的全部内容由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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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专业类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电子图书数据库） 

收录了ALA出版的249种特色图书，涵盖以下领域：图书馆管理、读者管理、图书馆
员发展、图书馆市场管理、馆舍与馆藏建设、编目、管理及分类、图书馆系统与服
务、图书馆工具与技术、公共图书馆项目与服务少儿图书馆项目与服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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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约50%被BKCI（Book Citation Index）收录，85%被Scopus收录。可通过
Emerald平台对每个章节进行方便快捷的检索和浏览。Emerald电子系列丛书分为
《工商管理与经济学》 和《社会科学》 两个专集，涉及150多个主题领域。 

24 

25 

专业类 

剑桥国际法报告 

我馆购买的内容为《剑桥国际法报告》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1-172卷。平台提
供的按照法庭、条款、判决等关键字进行检索和浏览，极大程度的方便了研究者所
需需信息。平台采取自适应机制，且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及智能手机进行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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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rn法语数据库 

向用户提供广泛的在线法语出版物，包括Cairn学术期刊、会议录与学术文献集、袖
珍参考工具书、法语杂志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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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每天更新。 

28 

SAGE Research Methods（SAGE研究方法在线） 

是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研究人员及学生的理想工具，为他们回答有关研究方法
和研究设计方面的问题。SRM研究方法资源涵盖从研究方法理论，研究设计、数据
收集、数据分析的相关问题、提供宝贵的理论研究、案例分析等广泛材料。SRM数
据库数据全部由世界领先的研究方法出版公司出版，提供770+社科研究方法领域中
定量、定性及混合研究方法术语。 

27 

其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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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 馆藏电子图书简介 

二 如何查找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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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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1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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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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Proquest电子书 

（Myi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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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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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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电子书——检索方式 

• 快速检索 (Quick Search) 

• 高级检索 (Advanced Search) 

• 浏览 (Browse) 



2019-6-19 71 



2019-6-19 72 



2019-6-19 73 



2019-6-19 74 



2019-6-19 75 

Proqu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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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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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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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手机上阅读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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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书世界 

知识宝（Hyread）港台电子图书 

畅想之星电子书专业资源库 

橙艺艺术在线 

“书香人大”——中文在线电子图书 

Proquest电子书 ( Myi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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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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人大 
       提供手机客户端（支持安卓系统，IOS苹果手机的客户端），

支持移动阅读，手机客户端软件功能齐全，阅读体验好，读者
可以将图书、听书免费下载到手机上阅读、收听，使每一位师
生都拥有了一个随时携带的个人数字图书馆。 

       读者在“书香校园”的“微书房客户端”栏目中下载手机

客户端，下载后直接安装“微书房”客户端。首次运行微书房
手机客户端时，需要用自己的账号、密码登录后使用。微书房
客户端中，访问云端（即书香校园互联网数字图书馆），需要
保持在线（WIFI）环境下使用，读者点击“书香校园”中某本
图书后，再点击“下载”，即可下载该图书或听书。 “我的书

架”中存放着手机下载后的图书和听书，读者点击即可阅读或
收听（离线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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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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