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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图书概述与

我馆馆藏



馆藏文献的物质形式：

——引自Britannica Academic
http://academic.eb.com/levels/collegiate/article/e-book/490114 

1. 电子图书概述与我馆馆藏
印刷型、缩微型、影音型、机读型（电子出版物）

电子图书，又称e-book, electronic book 



使用电子书的初衷：

 便于携带

 便于存储

 更新速度快

 便于检索、编辑、个人规划

 便于版权保护

1. 电子图书概述与我馆馆藏



1. 电子图书概述与我馆馆藏

电子图书说明页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e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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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图书概述与我馆馆藏



 前期准备：需要身份验证

 访问方式

 校内：登录出校

 校外访问控制系统
 机构用户身份认证（Shibboleth认证方式）
 MyLoft远程访问插件
 个人注册账号的远程漫游访问
 校园网IP绑定或配码个人移动设备
 SSL VPN 

 数据库说明页
 数据库详情
 特别提示（使用说明、注意事项等），责任馆员邮箱

 浏览器

 谷歌、IE为佳，避免使用自动设置代理服务器的浏览器（如：360……）
 及时升级版本

1. 电子图书概述与我馆馆藏

校
外

注意：不要同时使用多种方式校外访问



2. 电子图书的初步

检索与获取



2. 电子图书的初步检索与获取

已知该书的题录信息，馆藏信息或书目信息不详，打算检
索某主题范围的图书

 水木搜索
 电子图书导航

已知该书所在的数据库

直接进入相应的数据库检索、阅读

在水木搜索中检索题名含“big data”的电子图书



2. 电子图书的初步检索与获取



2. 电子图书的初步检索与获取
如何阅读检索到的电子图书

点击图标或题名，可查看图书馆的详细信息

此处可以获取来源数据库，浏览其说明页

点击“在线…”，可直接跳转至具体文献（可能多库收录）



3. 常用中文电子图书

数据库简介



3. 常用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序号 中文电子图书 阅读器 学科

1 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阅读器/网页 综合

2 读秀学术搜索 网页 综合

3 清华教参 多种 综合

4 书香清华 支持手机客户端 综合，大众化

5 书生之家 书生阅读器 教参、文学艺术、考试、经济金融与工商管理

6 《中国基本古籍库》全文网络版 客户端软件 中国历史与文化

7 四库全书 客户端软件 综合

8 四部丛刊 网络版/客户端 文史

9 …… …… ……

《四部丛刊》被誉为“文史工
作者必备工具”，保有纸张版本的
全部内容，实现全文检索，并提供
摘要、笔记、纪元换算以及简、繁、
异体汉字相互关联查询的功能。

《四部丛刊（2009版）》包括
《四部丛刊》及增补内容，同时首
次开放了张元济校勘记百余篇的全
文检索，客户端、网络版双重服务。

并发用户15人。

收录范围涵盖全部中国历
史与文化，是世界目前最大的
中文数字出版物，也是中国有
史以来最大的历代典籍总汇。

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
检索系统，用户可通过多个检
索路径进行全方位的快速海量
检索，完成校勘、标注、分类、
版面调整、编辑、拷贝、打印
等多项数字化古籍整理作业。

并发用户10人。

全书分为经、史、
子、集四部，内容涵
盖广博，包括哲学、
历史、文艺、政治、
社会、经济、军事、
法律、医学、天文、
地理、算学、生物学、
农业、占卜等，历来
被誉为“中国古代文
献之渊薮”。

并发用户3人。



3. 常用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陆续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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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了
中华书局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图书，涵盖经史子集各部，包含了《二十四史》、
《通鉴》、《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史料笔记丛刊》、
《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佛教典籍选刊》等经典系列，保留专名、校注等
整理成果。

『科学文库』，收录内容为科学出版社自有出版的电子图书和丛书，所有内
容不授权第三方，保证资源独有性，内含众多获奖的院士著作、重点丛书。
1951-2016电子书为永久使用权。

『文泉学堂』，清华大学出版社出品的高等教育专业知识库，以出版社正版
电子书资源为基础，聚合多媒体附件和特色课程内容资源，突出理学、工学、
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学科领域知识。

『京东读书校园版』，通过【清华大学信息服务】微信企业
号，注册、绑定手机



超星电子图书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chaoxing.htm

3. 中文电子图书（超星）



超星电子图书

 140多万，不定期更新（本校镜像站点包含藏书超过

20万册，为2001年前出版的图书，不再更新。）

 阅读器下载（注意说明页上的一些使用细节）

 图书下载

 匿名用户：本机使用，不能复制至其他机器使用

 注册用户：可以发邮件、拷贝至其他机器使用

 全校用户每天有打印、下载上限

3. 中文电子图书 (超星)



中图法

在线阅读，不可下载

3. 中文电子图书 (超星)



 简单检索

 检索字段：书名/作者/目录/全文
 二次检索（and运算符）

 高级检索

 检索字段：书名/作者/主题词
 图书出版年代
 学科分类/中图分类号

《资治通鉴》
高级检索：资治通鉴+司马光

3. 中文电子图书 (超星）

资治通鉴

司马光



网页阅读

 页码跳转
 放大/缩小
 文字摘录
 打印（6页）
 下载

3. 中文电子图书 (超星）



“文字摘录”功能

自动添加引文信息

3. 中文电子图书 (超星）



阅读器阅读：

 注册/登录
 规划自己的图书
 复制
 文字识别
 标注
 但不能创建引文信息

3. 中文电子图书 (超星）



复制

选中后复制

复制和文字识别功能仅限于一部分电子书

3. 中文电子图书 (超星）



复制

选中后复制

文字识别

复制和文字识别功能仅限于一部分电子书

3. 中文电子图书 (超星）



3. 中文电子图书（读秀）

读秀学术搜索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duxiu.htm



读秀与超星属同一公司

3. 中文电子图书 (读秀）

由中文图书

资源组成的知

识库系统

与本馆

电子图书数据

库、馆藏目录

系统挂接

600多万种

中文图书资源

为基础

320万图书支

持全文试读



3. 中文电子图书 (读秀）

 图书全文检索

 期刊、报纸、学位论文等搜索

 电子版全文链接到超星电子图书

 纸质版图书可以在水木搜索中检索到

 部分原文的试读

 通过电子邮件获取部分全文



3. 中文电子图书 (读秀）



纸质版（部分） ：馆藏目录
电子版（部分） ：超星电子图书

部分章节免费阅读

3. 中文电子图书 (读秀）



3. 中文电子图书 (读秀）
图书馆文献传递：电子邮件
 每本图书单次咨询不超过 50页（可多次）
 所有咨询内容有效期20天，20天内只允许打开20次



 超星：

 读秀：

3. 常用中文电子图书·小结

电子书（网页阅读/阅读器）

❶电子书（超星）
❷纸本书（馆藏）
❸部分阅读（文献传递）



4. 常用外文电子图书

数据库简介



4. 常用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简介

相对于中文电子图书，读者对外文电子图书的使用需

求有所不同，本馆订购的数据库也有所不同：

 订购内容覆盖面广

 通用性强、操作相对简单

 对复制、打印、下载的限制严格



4. 常用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简介

2017年5月订购
至今，每年资
源在持续更新
和变化中（详
见说明页），
目前有两大块：
Brill’s E-Books；
Brill’s Reference 
Works。
“博睿在线”，
覆盖所有人文
社科学科，并
包括法学和部
分生物学
持续更新！

IEEE：
1. Morgan 

Claypool
2. FnT



4. 外文电子图书（大英百科）

Britannica Academic
（大英百科学术版）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EBOL.htm



Britannica Academic：
检索、阅读、标记（登录）、打印、引文信息（多格式）

4. 外文电子图书 (大英百科)



4. 外文电子图书（EBC）

ProQuest Ebook Central
（ebrary，MyiLibrary）

http://lib.tsinghua.edu.cn/database/ebrary.htm



 检索
 注册个人账号&设置
 个人书架
 在线阅读：大部分书无并发用户数限制，但如果是被荐购的书，则并

发用户仅为1，需排队
 下载：按章节或页码下载（pdf）、打印，全书下载有时限
 荐购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编辑多个检索条件 主题检索



可以编辑检索（高级检索）

精炼勾选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添加书至个人文件夹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添加到个人文件夹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个人账号



个性设置：

 语言设置
 档案设置：

 电子邮件偏好设置
 默认引文格式
……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个人账号



个人书架

分享文件夹链接

电子邮件文件夹 引用文件夹

导出文件夹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个人书架（2）

在线阅读

目录等详情

引文信息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此处可以新建文件夹



在线阅读：

 下载、复制、打印
 分享
 引文信息
 高亮、标注、书签

图书详情

笔记

目录

书内检索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下载、共享、引文信息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整本下载 章节下载 获取引文



申请下载全文：①DRW Free的书，可以下载到pdf版，且无阅读时限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安装阅读器Adobe Digital Editions

申请下载全文：②使用阅读器



在阅读器中看到的下载书

4. 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简介(EBC)



申请/Request（在线荐购）：每一项内容都要填写，最好填写中文信息

4. 外文电子图书 (EBC)

审核情况会邮件通知给读者



4. 外文电子图书（EBSCO）

EBSCO电子图书
（原NetLibrary）

http://www.lib.tsinghua.edu.cn/database/netlibrary.htm



 检索
 预约
 在线阅读
 个人账号
 个人文件夹
 下载

编辑多个检索条件

在类别中查找

4. 外文电子图书 (EBSCO)



检索框直接输入

展开编辑
精炼结果

4. 外文电子图书 (EBSCO)



在线阅读

4. 外文电子图书 (EBSCO)



在线阅读

4. 外文电子图书 (EBSCO)



下载全文

4. 外文电子图书 (EBSCO)



个人帐户：
 保存首选项
 使用文件夹组织您的研究
 与其他人共享您的文件夹
 查看其他人的文件夹
 保存并检索您的检索历史记录
 创建电子邮件快讯
 远程访问您保存的研究

4. 外文电子图书 (EBSCO)



4. 外文电子图书 (EBSCO)
个人文件夹



添加至个人文件夹

4. 外文电子图书 (EBSCO)

添加后文件夹图
标会发生变化



同时期借出的书不得超过2本：在线和离线并用/多在线阅读

4. 外文电子图书 (EBSCO)



共享邀请

4. 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简介(EBSCO)



接收共享邀请

4. 外文电子图书 (EBSCO)



 Britannica Academic
 EBC
 EBSCO电子书

 下载全文几乎都有时限，且需要安装阅读器
 在线阅读：标记、打印、创建引文信息、共享都很方便
 最经典的内容使用打印或按章节下载为pdf格式长期留

存
 个人账户只是记录借阅情况等，需要时按提示注册即可
 遇到问题可以关注一下数据库说明页

4. 常用外文电子图书·小结



5. 几个案例



5. 几个案例
 Computer systems a programmer's perspective

Randal E. Bryant David R O'Hallaron

来源：外国教材中心电子教材
公共备注：
校外请登录ProQuest Ebook Central平台访问

 清华大学出版社：文泉学堂（阅读说明页）

获取更多信息（如校外访问方式：Myloft；数据库责任馆员邮箱……）

 关于试用库：图书馆主页“资源动态”



6. 无馆藏图书……



6. 无馆藏图书·馆际互借
主页-服务：馆际互借



数据库说明页！

 阅读器、插件等
 浏览器的设置
 特别提示
 责任馆员

主页-咨询/培训：

FAQ搜索、表单咨询

学科馆员：
主页-服务→学科服务：

找到学科馆员的联系方式

总咨询台：62782137

6. 一些其他问题



感谢大家的聆听！

刘敬晗
ljh228@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