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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情放前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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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这不是书，是VCD

音像资料



馆藏多媒体资源使用指南

音像资料

逸夫馆音乐图书
馆观看

非书资源平台在
线看

书刊附盘

逸夫馆音乐图书馆
浏览、拷贝

非书资源平台下
载（校园网内，
校外可用SSL VPN）

其他

逸夫馆音乐图书
馆浏览



清华大学非书资源管理平台
http://media.lib.tsinghua.edu.cn





浏览功能



检索功能



在线浏览/下载（音像资料）



在线播放/下载（书附盘）



平台要求

• 为了顺利访问畅想之星非书资源管理平台，首次使用需要读者安装畅
想之星客户端工具（下载畅想之星客户端）

• 该工具主要包括畅想网碟（实现远程插盘）、P2SP下载引擎、基于
P2SP 的视频播放器（支持大用户量并发、局域网即拖即放、多字幕多
语音的动态切换、视频片段的动态截取等等）、Opac 适配器等等。

• 浏览器： IE、FireFox、Sogou

• 注意事项：客户端安装过程中由于要修改注册表和注册服务程序，会
遇到杀毒软件或防火墙软件的拦截请允许通过并加入信任区。安装卡
巴斯基杀毒软件的计算机需要去掉web保护功能才能正常加载虚拟光
盘



有关非书资源服务与管理平台，以下说
法正确的有

网址是media.lib.tsinghua.edu.cn

首次使用请先安装非书资源客户端

你可以在校园网范围内下载图书附带的光盘

A

B

C

提交

多选题 1分





利用馆藏外语类图书及其附带的光盘
• 我们使用题名、关键词字段检索馆藏目录，可以查到馆藏中与外
语学习相关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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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馆藏外语学习图
书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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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想从图书馆馆藏中找有关法语学
习的图书，可直接在“索书号”字段
检索“H32”，如下页图示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网络版：
http://www.ztflh.com/



在索书号字段检索H32可看所有法语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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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课程——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平台
• 清华大学图书馆共订购80余门课程。

• 出国考试类（TOEFL、GRE、GMAT、IELTS等 考试课程以及出国考试练习集）
• 国内考试类（大学英语六级相关、考研英语等）
• 应用外语类（英语初级口语、英语高级口语、日语、法语、德语，课堂版新概
念第三、四册、高级商务英语、英语词汇等）

• 图书馆自2016年增订了互动口语平台和微课堂。互动口语平台由口语
学习、口语专训、口语微课堂、影视口语、直播课堂及英语角&BBS等
栏目组成，专门用于提高口语水平。 微课堂则以"微"著称，课程以
短、小、精为特点，由独立知识点组成，每个知识点不超过10分钟的
视频讲解，支持碎片化体系学习，提供检索学习。

•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koolearn.htm
• 访问地址： http://library.koolearn.com/online/library.jsp
• 首次访问需要安装插件，插件可在听课页面下载

http://oral.koolearn.com/
http://vl.koolearn.com/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koolearn.htm
http://library.koolearn.com/online/library.jsp


【校外访问指南】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支持四种校外访问方式。请按以下

顺序选用。咨询联系：wang-y@tsinghua.edu.cn

①我校读者可访问http://library.koolearn.com，使
用在校内IP范围内注册的账号密码登录系统，实现校外
访问。如无已注册账号，又身在校外，可先登录校外访
问控制系统，再进行注册。

②注册并安装MyLoft插件后访问（注册安装指南）。

③登录校外访问控制系统后使用数据库。

mailto:wang-y@tsinghua.edu.cn
http://library.koolearn.com/
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
http://lib.tsinghua.edu.cn/dra/sites/default/files/u47/MyLOFT.pdf
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


检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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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听课页面（浏览或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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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微课堂



进入课程学习

注 意 课 程 的 时 效 性



互动口语平台



口语学习——口语伙伴交互式平台
•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kouyujiaohu.html

• http://calis.isayb.com/

• 使用IE浏览器

• 首次访问须根据浏览器提示下载客户端

• 使用该平台须配置耳机和麦克风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kouyujiaohu.html
http://calis.isayb.com/


28 选择课程，进入练习页面

可以使用注册登录或IP登
录。注册时注意选对所在
学校。推荐注册账号，在
校外也能使用。



须安装客户端



进入课程（收听和练习）



进入练习页面（以托福口语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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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式：全文
试听、单句训练、
跟读测试、复述
检查、听写测试

总成绩及各单项
成绩显示



扩大外语知识面—知识视界

• 目前清华大学图书馆已购买5265个节目，总时长
5000余小时，其中包含中文、英文、法文、德文、
日文、韩文节目。部分节目提供提供中外文双语
字幕（字幕可进行显示或隐藏设置）。

• 节目均可在本馆馆藏目录中检索到，一键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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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方式

• 访问地址
• 本馆镜像：zssj.lib.tsinghua.edu.cn
• 主站访问： www.libvideo.com

•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zssj.htm

• 【疫情防控校外访问指南】“知识视界”提供超级账号用于远程登录。账号：
qhlib；密码：qhlib

• PC端访问地址如下，视频图书馆：http://www.libvideo.com,视点周刊：
http://week.libvideo.com。

• 微信访问路径：关注并打开“知识视界”公众号——点击“知识视界”——微
信图书馆或视点周刊。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主站点）不能通过校外访问控制系统使用。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校内镜像站点）可通过登录我校SSL VPN客户
端后使用。咨询联系：wang-y@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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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video.com/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zssj.htm




提供移动端下载
画面检索： 该检索功能支持中
英文双语词条检索，可以对节目
的每一秒画面进行检索，使用户
能方便快捷的在近百万个词条中
检索到所需的画面内容。通过画
面检索，用户可以不用浏览大量
视频资源便可以快速找到感兴趣
的视频镜头，同时还可以进行片
段播放。

视频片段截取：通过时间码的指
定来截取要截取的片段，截取后
的片段保存在个人账户中。使用
视频截取功能，须先注册用户。

特殊功能介绍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有奖微影评
活动流程：

1.选看视频，写微影评
选择一个你最感兴趣的视频，观
看完毕后写下观影感受。

2.视点周刊，定制推送
选择您最想看的三个主题，活动
结束后我们将为您推送至邮箱。

3.影评评选，颁发奖品
“知识视界”将在所有影评中选
出一、二、三等奖颁发精美奖品。
奖品很多，参加的人少
一直开放中



AS学术视频在线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cavn

• AS学术视频在线（Academic Video Online）整合了来自BBC、
PBS、Arthaus、 CBS、Kino International、Documentary 
Educational Resources、California Newsreel、Opus Arte、The 
Cinema Guild、Pennabaker Hegedus Films、Psychotherapy.net等
数百家出版社的视频内容。

• 视频类型包括：获奖记录片、考察纪实、访谈、讲座、培训视
频以及独家原始影像等一万余部完整视频，其中包括大量从未
出版的珍贵影像。

• AS学术视频在线中的视频主要包括以下学科：建筑与艺术、医
疗与卫生、咨询与心理疗法、护理学教育、心理学、科学、人
文科学、犯罪与法律、商业与经济、教育学、语言与文学、美
国历史、世界历史、歌剧、戏剧、舞蹈、区域/领域研究、民族
志学、女性/性别研究等。

【校外访问指南】AS学术视频在线支持shibboleth认证校外访问（访问指南，推荐），也可以
通过校外访问控制系统访问。

http://search.alexanderstreet.com/cavn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guide/as-access-202002.pdf
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




Nature、Science、SA的
podcast&Video



Nature、Science的podcast&Video
http://www.sciencemag.org/
可收听、可下载、可订阅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


外语资源小结



小明想提高自己科技英语的听力水平，
以下建议中你最推荐哪一条

定期收听Nature、Science、SA上的PodCast

访问知识视界，搜索科技类视频

我有更好的建议

A

B

C

提交

投票 最多可选1项





从馆藏目录中检索
• 我们使用题名、关键词字段检索馆藏目录，可以
查到馆藏中与艺术相关的资源。

• 在索书号字段检索J82可看所有中国戏剧艺术相关
馆藏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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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艺术类包含以下类目

46

我们可以利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的类号，直接在馆藏目录中检索，或
输入你所要找的关键词检索，如下页
图示。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网络版：
http://www.ztflh.com/



音乐图书馆



音乐图书馆介绍
艺教中心"家麟音乐图书馆"由军乐队老队友龚家麟先生
捐资，于2005年建设，面向全校学生开放。

鉴于原艺教中心资料室规模小，不利于音视频资料与播
放设备的更新维护，2017年，经学校同意将家麟音乐图
书馆的光盘、图书移交至图书馆，并由图书馆筹建音乐
图书馆。



音乐图书馆介绍（续）
2018年12月12日，音乐图书馆面向广大读者试运行。音
乐图书馆位于图书馆西馆（逸夫馆）三层306室，面积约
500㎡，有100个座位，提供静音电脑、音频解码器、高
品质耳机、液晶电视等设备，为读者提供高清无损音乐
赏析、多媒体电子阅览、团体音乐视听、音乐图书阅览
等服务。

音乐图书馆306室包括M、U、S、I、C共5个区域，分
别为单人欣赏区、团体视听区、电子阅览区、音乐图书
区和图书阅览区。M、U、S区均可网上预约或现场选座。



Music.lib.tsinghua.edu.cn

到音乐图书馆用专业的设备收听



音乐—KUKE数字音乐图书馆

• 目前图书馆已经收藏了世界上98%的古典音乐，以及
中国、美国、西班牙、日本、瑞士、南非、伊朗等多
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音乐，同时还包含爵士音
乐、电影音乐、新世纪音乐等多种音乐类型；并且汇
聚了从中世纪到现代30000多位艺术家、100多种乐器
的音乐作品，总计约200万首曲目。

• 专注于非流行音乐发展的数字音乐图书馆

• 访问地址：
• www.kuke.com

•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kuke.htm

http://www.kuke.com/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kuke.htm


使
用
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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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平台上提供唱片合集、视频
合集、库客剧院、有声读物等
不同模块的访问，访问者亦可
注册个人账号拥有自己的个人
“音乐空间”



唱片



视频



有声读物与剧院







校内IP注册个人帐号并下载“库客音乐”APP，
校外也可访问库客音乐，并可缓存100首曲目。

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支持四种校外访问方式。请按以下顺序选用。
①我校读者访问www.kuke.com，使用在校内IP范围内注册的账号密码登录系统，

实现校外访问。如无已注册账号，又身在校外，可先登录校外访问控制系统，再进
行注册。

②注册并安装MyLoft插件后访问（注册安装指南）。
③ 登录校外访问控制系统后使用数据库。

http://www.kuke.com/
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
http://lib.tsinghua.edu.cn/dra/sites/default/files/u47/MyLOFT.pdf
http://eproxy2.lib.tsinghua.edu.cn/


关于库客音乐的下载
• KUKE在旧版网站
（ http://w.kuke.com/#t=w/kuke/home/index ）每月提供有
限次数、额度的下载，下载的账号/密码请见

•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kuke.htm

http://w.kuke.com/#t=w/kuke/home/index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kuke.htm


音乐—AS世界音乐
《世界音乐在线：音乐欣赏》（Music Online: Listening）由AS出
版社推出，目前收录有1000万首左右的来自世界各地各个时期的音
乐，由EMI，Sanctuary Classics， Hyperion，The Sixteen，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CRD，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和Hanssler等数百家国际著名唱片公司提供
完全版权，用户可以在线欣赏全部内容。

《世界音乐在线：音乐欣赏》（Music Online: Listening）共
包含有6个子数据库，

《古典音乐图书馆》（Music Online: Classical Music Library）
《史密森尼全球音乐图书馆》 （Music Online: Smithsonian Global 
Sound for Libraries）
《当代世界音乐》 （Music Online: Contemporary World Music）
《美国歌曲集》（ Music Online: American Music）
《爵士乐图书馆》（Music Online: Jazz Music Library）
《流行音乐图书馆》（Popular Music Library）



https://search.alexanderstreet.com/musp



美术——雅昌艺术图书
收录电子书与拍卖图册11000余册，内容包括书画、油画、版画、
雕塑等八大艺术门类。



橙艺在线艺术图书



美术——ARTStor

•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artstor.htm

• 数据库收录超过60种主题套装，近130万张艺术、建筑、人
文和科学的影像，藏品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博物馆、美术
馆、图书馆、照片档案馆、专业摄影师、学者和艺术家的
收藏。数据库收录的艺术图像所覆盖的学科包括：建筑与
城市规划、装饰艺术实用工艺品与室内设计、时尚服装与
首饰、绘画 (Paintings)、雕塑、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十多个学
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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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artstor.htm


ARTstor



WGSN数据库（Worth Global Style Network）
资料库拥有超过10年的原创CAD图、趋势分析、时装秀报告和竞争情报



吴冠中艺术资料
wuguanzhong.lib.tsinghua.edu.cn:8080



试用资源（资源动态）

华服志数据库开通试用 (2020年10月13日-2020年12月31日)

Bloomsbury应用视觉艺术数据库开通试用 (2020年10月13日-2020年12月12日)

公图艺术资源O2O服务平台再次开通试用 (2020年9月15日-2021年6月30日)



其他一些可以帮助提高艺术修养的资源

• 博物馆、美术馆的APP或网站
• MUSEO DEL PRADO. 马德里PRADO美术馆

• https://www.museodelprado.es/en/the-collection/what-to-see/

• Freer Gallery of Art &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 国家博物馆的微信、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微故宫”

•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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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useodelprado.es/en/the-collection/what-to-see/
https://www.baidu.com/link?url=7zxMEcyOQib9hxA3z566ME7A-PAgmUdRfX5oe2TRX4PBo4W9hA1nDODvcdrgx-Nn&wd=&eqid=d67d2e9b0003fcd0000000035fae41a4


艺术资源小结
艺术图书——馆藏目录，雅昌艺术图书，橙艺

音乐——库客（www.kuke.com）、AS世界音乐

美术/艺术——Artstor ，WGSN

http://www.kuke.com）、AS






超星学术视频

• 面向高等教育基础的受众的百家讲坛

• 囊括了工学、理学、哲学、法学、经济学、艺术、医学、
文学、历史学等系列，

• 已拍摄国内外名师7000多位，两院院士300多位，拍摄专
题、课程8千多个/门，共16万多集（并不断更新），讲授
形式包括：课堂教学系列、专题讲座系列及大师系列

• http://ssvideo.chaoxing.com/index.asp





总结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
www.lib.tsinghua.edu.cn



可以使用校外访问系统



善于使用公共图书馆资源



小明想学习俄语，寻找学习资料，本着少花钱办好事的原则，你
能给他一些帮助吗？

到图书馆借一本俄语教材，并通过
media.lib.Tsinghua.edu.cn下载图书附带光盘

到超星学术视频上一门俄语课程

在库客音乐图书馆上欣赏一场俄语的音乐或音乐剧演出

到口语伙伴练习俄语口语

A

B

C

D

提交

多选题 1分



王媛
清华大学图书馆

信息参考部
wang-y@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