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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方式在改变……

阅读纸本书—>阅读电子书
手机阅读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本Kindle可以装

很多很多的书



互联网阅读成为新趋势



电子图书又称e-book，是指以数字代码方式将图、文、声、像等信息存储在磁、光、电介质
上，通过计算机或类似设备使用，并可复制发行的大众传播体。

3 新潮流
使用移动设备阅读电子图书成为潮流

4 数字化阅读率

数字化阅读接
触率逐年上升

1 大容量

容量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信息
量，内容更丰富

2 检索交互
方便信息检索与交互，提高资料的利用率。

灵活设置书签、任意翻页、添加标注等

全文检索、字体缩放、复制粘贴、快照……

电子图书概述



电子图书的基本要素

内
容

•将印刷型图书的内容转
换成电子版

•从某个数据库中抽取出
文本文档（如网络写手的
作品）

设
备

•个人计算机：兼容性好，
展现效果佳

•电子书阅读器：轻便易
携，交互性好

个人手机：普及面非常广

软
件

•呈现格式（如kindle、
超星阅读器、超星学习通
等）

•个性化功能



电子图书的主要格式

–PDF（主要格式）
•对屏幕尺寸要求较高，适合PC端阅读
•质量良莠不齐（原版、影印版、扫描版）

–ePUB与Mobi
•.epub是开放式电子图书标准格式，.mobi则是亚马逊Kindle设备主流格式
•可利用软件实现两者互转，如calibre

–其他格式
•超星的PDG、知网的CAJ、TXT电子书…





1、Kindle的预约及借还

怎么查找

图书馆主页—书刊查询

关键词：kindle 或者 电子
书阅读器
类型：中文图书

可借且在馆状态，直接到总
服务台借阅

可借全部借出状态，预约图
书

使用规则

翔安校区师生可借，借期30
天，不可续借，寒暑假顺延。

具体使用规则查阅
https://libx.xmu.edu.cn/fw
zn/gzzd1/dzsydqjygz.htm

https://libx.xmu.edu.cn/fwzn/gzzd1/dzsydqjygz.htm


Kindle借阅



Kindle设备（自备）



Kindle Unlimited亚马逊电子书包月服务

9,300
Million

3,500
Million

2,400
Million



多看阅读APP与电子书资源

9,300
Million

3,500
Million

2,400
Million



“书香满园庭”系列读书会

读书会QQ群

德旺图书馆二楼C区（语言学习区）——梦享屋

坐标
1、图书馆官微发布本期读书会的阅读书目
2、有兴趣参与的同学加“书香满园庭”读书会QQ群
3、相互督促，用两周时间读完这本书
4、现场分享，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大家畅所欲言，表
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活动流程

读书会专用Kindle



2、超星阅读本

如何使用阅读本？

第一步，扫码下载“学习通”APP；

第二步，安装学习通后登录你的账号，新用户请选择
“新用户注册”，并按照提示完善个人信息。一定要绑
定读者借阅证，这样才可以在阅读本上顺利借阅书城的
图书；

第三步，点击学习通“首页”右上角“邀请码”功能，
选择“扫一扫”扫描超星阅读本首页的二维码进行账号
的绑定。账号绑定后，即可将学习通中感兴趣的图书推
送到阅读本上查看图书目录与信息，也可离线阅读。在
学习通“资源”模块，可以推送感兴趣的专题到超星阅
读本阅读。

使用规则

翔安校区师生在总服务台可借，借期
30天，不可续借，寒暑假顺延。

翔安分馆15本超星阅读本，先到先得

超星阅读本具体使用规则查阅
https://mp.weixin.qq.com/s/IXcPk
ex-y3Evc8BW8abeog

友情提醒

可前往总馆、信息工程分馆自助机柜
自助借阅超星阅读本（借期30天）

经常有读者打卡活动，礼品多多

https://mp.weixin.qq.com/s/IXcPkex-y3Evc8BW8abeog


3、电子图书阅读机、阅报机等

阅读机

电子阅读机（二楼A区）

热门电子图书的在机器上阅读

扫描二维码下载到手机上，用超星客户端阅读

热门图书分类

部分期刊杂志、科普资源等

电子阅报机（二楼A区）

图书馆主页—在线报刊

https://library.xmu.edu.cn/zy/zxbk.htm

全球第一中文报刊网，收录3500多种畅销期刊过刊回溯数据

仍供读者查询阅读。

博看网提供原貌版、文本版、语音版、等多种阅读方式。

https://library.xmu.edu.cn/zy/zxbk.htm


4、歌德电子书借阅机

歌德电子书借书机

坐标：德旺图书馆二楼入馆楼梯旁

软件：超星图书手机客户端

内置最新、最畅销、最好质量、
出版社独家授权的3000册图书
月更新150册，远程自动更新，
全部为Epub格式



超星移动图书馆 客户端

阅读的方式正在改变……

超星移动图书馆 客户端

下载方式

安卓系统：应用市场，搜索“超星移动图书馆”

IOS系统：苹果商店，搜索“超星移动图书馆”



超星移动图书馆

输入我的图书馆账号密码，

点击登录，完善个人信息

帐号：学号或教工号

初始密码：学工号





馆藏常用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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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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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阅读器；网页 镜像站、远程站

。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网页http://www.duxiu.com

厦门大学教参数据库（网络教学平台）
https://l.xmu.edu.cn

CADAL图书
大学数字图书馆计划，在线阅读。 http://www.cadal.cn/

中文电子图书特点
资源高度集中

单一平台，多种访问方式

馆藏数字资源服务平台
http://210.34.4.53:9088/

http://210.34.4.110/
http://www.sslibrary.com/
http://www.duxiu.com/
https://l.xmu.edu.cn/
http://www.cadal.cn/
http://210.34.4.53:9088/


1、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
主站点100万，不定期更新
镜像站85万册左右

访问平台：
http://www.sslibrary.com 超星百万册电子图书（远程）
http://210.34.4.110 超星电子图书（镜像）
http://bookworld.sslibrary.com/ 超星书世界（远程）
http://210.34.4.54:88/index.asp 超星名师讲坛
http://ssvideo.chaoxing.com 超星名师讲坛（远程）

下载
•匿名用户：本机使用，不能发邮件、拷贝至其他机器使用
•注册用户：可以发邮件、拷贝至其他机器使用
•全校用户每天限3000本
•与读秀学术搜索可互联，在读秀中搜索到的图书，点击“本馆电子全文”即可链接到超
星电子图书全文。

http://www.sslibrary.com/
http://210.34.4.110/
http://bookworld.sslibrary.com/
http://210.34.4.54:88/index.asp
http://ssvideo.chaoxing.com/
http://libs.xmu.edu.cn/cx
http://libs.xmu.edu.cn/cx


超星电子图http://www.sslibrary.com

PC版、手机版
客户端



超星电子图书

检索
•简单检索
–检索字段：书名/作者/目录/全文检索
–二次检索（and运算符）
–例：侦探，福尔摩斯
•高级检索
–检索字段：书名/作者/主题词
–图书出版年限定
–学科分类/中图分类号



超星电子图书

–阅读全文（网页）
•页码跳转
•放大/缩小
•打印：6页
•纠错
•下载(PDF)
•书内搜索
•文字摘录–提取选定区
域内的文字内容（自动
添加引文信息）



超星电子图书

–阅读全文（PC客户端）

•注册/登录
•文字识别
•复制
•标注
•打印：
–1000页/月/PC



2、读秀学术搜索

海量中文图书资源
228万种中文图书资源为基础，每年至

少10万种更新，包含180万种电子图书

原文、 6亿页资料以及2亿条目次

图书全文与超星互通
电子版图书全文链接到超星电子图书。

读秀是由海量全文数据及资料基本信息组成的超大型数据库。

全文检索、部分全文试读
提供全文检索、部分文献的全文试读。读者可通过电子邮件获取部分全

文内容。

提供图书引证报告

观察和了解图书的被引用情况 http://ref.duxiu.com/

http://ref.duxiu.com/


读秀学术搜索

读秀学术搜索

–检索结果的统计、聚类及相关信息

–全文获取
•纸质版：馆藏目录（部分）
•电子版：超星电子图书包库阅读（部分）
•部分章节免费阅读

部分全文：电子邮件
•每本图书单次咨询不超过50页，同一图书每
周的咨询量不超过全书的20%
•所有咨询内容有效期20天



读秀学术搜索

读秀学术搜索

邮箱获取部分全文（实例）。



关于读秀图书文献传递的几点补充

1、传递页码范围：
（1）每本图书单次咨询不超过50页
（2）同一图书每周的咨询量不超过全书的20%；

2、传递的时效性：所有咨询内容有效期为20天；

3、小提示：
（1）一个邮箱多次传递 或 多个邮箱同时传递；
（2）查收邮件时，请留意‘垃圾邮件’收件箱，系统有时会自动屏蔽。

4、读秀文献相关问题可以咨询读秀客服电话：010-51667449
客服邮箱：dx@duxiu.com



3、厦门大学教学参考书数据库

>>文档PDF格式

>>使用信息门户统一身份认证登录

>>章节阅览，链接纸本馆藏图书

入口：图书馆主页—资源--自建数据库

新平台：https://l.xmu.edu.cn/
厦门大学网络教学平台

>>基于开放源码软件Moodle构建，由厦门大学图书馆和信息
与网络中心负责维护。

>>平台既可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也可作为完全网络教学的初
探。全校教师皆可在本平台申请开课。

>>平台提供上传课件、布置作业、论坛交流等功能，图书馆还
将为开设课程提供教参和其他电子资源服务。

https://l.xmu.edu.cn/


4、CADAL数据库

IP范围内注册，登录在线阅读

入口：图书馆主页—共享平台——CADAL   http://www.cadal.cn

http://www.cadal.cn/


4、CADAL数据库（资源库、特藏库）



5、馆藏数字资源服务平台

提示：仅供本校校内科研与教学免费使用，且每次只能使用局部内容，不提供下载复制功能，
严禁恶意下载传播。

数字副本借阅服务通过读者填写借阅申请书，图书馆管理员将及时准确地把读者所借阅的
数字副本发送到读者的Email信箱。

登陆帐号密码与我的图书馆账号密码相同。

入口:  图书馆主页—特色文献查找—馆藏数字资源服务平台
网址：http://210.34.4.53:9088/

http://210.34.4.53:9088/




馆藏常用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界面简洁

数据库界面大多简洁清晰

操作简便

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

按照学科区分等

大多无需插件

可在线预览，或PDF阅读，

部分需要安装专用阅读器阅

读

版权限制

章节下载、整书下载，对版

权有限制（下载水印等）



1、ScienceDirect Ebooks

访问平台：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特点：
1) 提供PDF格式、章节下载，可以批量下载多个PDF文档
2) 与期刊可以统一检索

我校订购情况查阅：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52.htm

基本检索区 高级检索

分学科浏览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52.htm


ScienceDirect Ebooks高级检索

全文检索

期刊名或书名检索

作者检索

主题检索（标题、摘要和关键词）

对文献类型进行限定



ScienceDirect ebooks



2、Springer ebooks

Springer 高级检索

是否包含只能预览
的功能

访问平台：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content-
type=%22Book%22（电子图书）

http://link.springer.com/ （SpringerLink国际统一平台）

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content-type="Book"
http://link.springer.com/


Springer ebooks

按文献类型浏览

按学科类型浏览



Springer ebooks

是否包含只能预
览的内容

对检索结果再限定



Springer ebooks

在线预览整本书

按章节下载

下载整本图书



Springer ebooks

参考文献

章节元数据
主题词检索



3、ECCO（十八世纪作品在线）

是Thomson Gale的重要在线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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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约13.8万种15万卷，内容超过3千万页，涵盖历史、地理、法律、
文学、语言、参考书、宗教哲学、社会科学及艺术、科学技术及医学等多个领域，可进行全文检索。

访问平台：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xmu

按关键词、学科、
作者、题名、全

文检索

出版年份

选择检索文献
的学科领域

http://infotrac.galegroup.com/itweb/xmu


ECCO（十八世纪作品在线）

二次检索

详细的书目
信息

点击题名阅读

书的目次信
息



4、EEBO（英文早期图书在线）

—EEBO（英文早期图书在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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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录了所有现存的1473-1700年之间英语世界出版物的资料，是目前世界上记录从

1473年到1700年的早期英语世界出版物最完整、最准确的全文数据库。全部完成将收
录125,000种著作，包22,500,000多页纸的信息。

• 该电子书覆盖从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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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平台：https://search.proquest.com/eebo

ProQuest平台，可与ProQuest期刊、报纸、论文、PAO过刊数据库
和其他相关数据库进行交叉搜索。

https://search.proquest.com/eebo


EEBO（英文早期图书在线）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书目信息浏览 与ProQuest平台其他数
据库整合检索



馆藏常用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图书馆电子书汇集 https://library.xmu.edu.cn/zy/dzts.htm

ScienceDirect Books 综合学科，包括参考工具书、手册、专著、系列丛书和教材等。

Springer Ebooks 综合学科，12个学科，13个在线图书馆，可作全面检索。实验室指南等

Wiley Online Books & EMRW 综合学科，包含学术期刊、图书、参考工具书、实验室指南、循证医学数据库等。

Cambridge Ebooks 综合学科，（理工医科）数学、物理、工程、生物、地球与大气、天文学、医学；（人文社科）文学、
语言学、历史、音乐、法律、经济学、政治、哲学等。

World eBook Library 综合学科，覆盖了32个学科大类，152个学科种类，电子图书及有声读物。

Brill电子图书 出版领域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所有重要学科、国际法及生物学等，大多为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系列丛书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综合学科，主要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医学。

Emerald eBook Series 工商管理与经济学、社会科学，部分工程学图书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books 历史、文学、法律、哲学研究、社会科学、艺术、宗教、科学、医学等学科。

JSTOR电子图书 人文社科类，近3500种电子图书。

MyiLibrary 人文社科类为主，OPAC整合查询，可用图书计11,341种，全部为2004年以后出版。

Netlibrary（EBSCO eBooks Collection）综合学科，可访问约9515本电子书，与OPAC整合查询检索。

CADAL图书http://www.cadal.cn/ 大学数字图书馆计划

https://library.xmu.edu.cn/zy/dzts.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52.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33/1217.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36/1229.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118/2715.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36/1225.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17/1104.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30/1189.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20/1142.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23/1179.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25/1170.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28/1169.htm
http://library.xmu.edu.cn/info/1129/1190.htm
http://www.cadal.cn/




馆藏电子图书检索及获取

1、已知该书所在的数据库

–直接进入相应的数据库检索、获取全文

2、已知该书的题录信息，馆藏信息不详或书目信息不详，欲检索某主题范围的图书

–电子图书导航http://library.xmu.edu.cn/zy/dzts.htm

–馆藏目录http://catalog.xmu.edu.cn/opac/search.php

•可检索下列电子图书数据库的部分或全部）：

–超星，EBSCO ebooks Collection，ECCO，EEBO，MyiLibrary，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ScienceDirect，Springer，Wile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books ，Emerald，Jstor……

http://library.xmu.edu.cn/zy/dzts.htm
http://catalog.xmu.edu.cn/opac/search.php


馆藏电子图书的检索与获取

馆藏目录电子图书的检索：

例子：电子图书+传播学基础



馆藏电子图书的检索与获取

馆藏目录电子图书的检索：

例子：电子图书+ ecology



馆藏目录电子图书的检索：

例子：电子图书+ ecology

馆藏电子图书的检索与获取





1、中国国家图书馆电子书

网址：http://mylib.nlc.cn/web/guest 阅读需要实名注册

http://mylib.nlc.cn/web/guest


2、台湾大学图书馆公开取用电子书

网址：http://ebooks.lib.ntu.edu.tw/Home/ListBooks

主要内容：
（1）無版權問題或可公開取閱的電子書。

（2）灰色文獻：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報告、會
議報告、年報、文件等。
（3）博碩士論文。
至今已约有22.7万种公开取用电子书。

http://ebooks.lib.ntu.edu.tw/Home/ListBooks


3、台湾华文电子书库

网址：http://taiwanebook.ncl.edu.tw/zh-tw

http://taiwanebook.ncl.edu.tw/zh-tw


4、Archive.org互联网档案馆

网站名称：Internet Archive (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 ）
上线时间：1996年
网站地点：美国加州（San Francisco, CA）

由Alexa创始人布鲁斯特·卡利（Brewster Kahle）创办，是一个公益性质的计划。它通过定期收录和抓
取全球网站的信息，并进行保存。
从刚开始的收录网页，扩展到收录图片、音频、软件、视频等。

http://www.archive.org/index.php


4、Archive.org互联网档案馆

Books 地址https://archive.org/details/books

https://archive.org/details/books


5、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

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由60多家研究机构分享和保存
数字资源的联合馆藏

2008年10月，包括密歇根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在内
的中西部大学联盟的13所大学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弗
吉尼亚大学等发起了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项目。

Type Digital library
Established 2008 
Website http://www.hathitrust.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library
http://www.hathitrust.org/


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

参考链接：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thiTrust

http://www.nlc.cn/newgjgx/ljhy/201211/W020130107498796530364.pdf 

http://www.nlc.cn/newgjgx/ljhy/201211/W020130107498796530364.pdf


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



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



电子图书校外访问

https://library.xmu.edu.cn/zy/xwfw/sm.htm

https://library.xmu.edu.cn/zy/xwfw/sm.htm


数据库使用有疑问？——找学科馆员

图书馆根据学校院系及学科分布情
况分别设置了学科馆员及学科馆员
工作室。读者在使用图书馆过程中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都可以和他们联
系。

学科服务
https://library.xmu.edu.cn/fw/xk

fw.htm

https://library.xmu.edu.cn/fw/xkfw.htm


找不到想要的图书，发现了好书

找不到想要的图书？ 发现了好书？

推荐给图书馆

学科馆员 推荐采购平台

馆际互借

https://library.xmu.edu.cn/fw/xkfw.htm
https://catalog.xmu.edu.cn/asord/asord_hist.php
https://library.xmu.edu.cn/fw/gjhj.htm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https://library.xmu.edu.cn/fw/gjhj.htm

服务内容
1、向本校用户提供我馆未收藏文献的复制及原文传递服务请求
2、为其他协作单位提供本馆文献资源

服务对象：厦门大学全体师生
服务形式：馆际互借：提供原始文献的返还式服务文献传递：提供复印件或电
子文档等非返还式服务

学校已补贴绝大部分费用，少量费用可以从课题组经费报销

https://library.xmu.edu.cn/fw/gjh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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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W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