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签到，累积图书馆积分，获取定制纪念品0



讲座预告——微信公众号“i学堂XMU”1



课件下载2

https://lecture.xmu.edu.cn

提示：

1.请先连接校外访问VPN

2.校外用户可通过图书馆主页获取

（主页-文档-讲座课件）

https://lecture.xmu.edu.cn/


视频回放3

• 哔哩哔哩网站（https://www.bilibili.com）搜索“厦大图书馆”，可
学习往期课程

https://www.bilibili.com/


加入我们!
联系人：李显辉（i学堂负责人）

邮箱：shining@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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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中外文电子图书资源介绍

主讲人：庄 锐 锌
zrx@xmu.edu.cn



1、电子书简况

2、移动阅读平台、软硬件

3、中文电子图书资源介绍

4、外文电子图书资源介绍

5、电子图书检索及其他

主要内容



1、电子书简况







e-book

阅读电子书的阅读器

指将文字、图片、声音、影像等讯息内容数字化的出版物

软件：Adobe Reader，CAJViewer阅读器、Glassbook 公司的Glassbook，微软的MicrosoftReader，超
星公司的SSReader

硬件：集存储和显示终端于一体 kindle 、ipad 、手机



电子图书的主要格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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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方便性，可搜寻内容，改变字体大小及字型。

2、容量大，随时可网路下载，不受地域限制，省去舟车劳顿之苦。

3、降低图书成本，价格比较便宜。

4、设计精美，灵活多样，有多媒体功能。

5、节省保存书本所需之空间。

6、电子书实现了产品零库存，全球同步发行，购买方便快捷 。

7、节省纸张，减轻地球负担，零树木砍伐量，真正的环保低碳。

电子图书的优点



2、移动阅读平台、软硬件





微信读书



微信读书





微信读书资源推介（人文社科类）

9,300
Million

3,500
Million

2,400
Million

-企鹅欧洲史系列

讲谈社中国史系列

理想国译丛系列

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书系

中信出版社的“开放历史”系列

北师大出版社的“中华学人”丛书系列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大唐狄公案”系列



微信读书使用Tips

最佳载体：iPad

无限卡：全场有效期内免费租书阅读模式

免费获取图书的形式：送一赠一、买一赠一等

加入读书小队，合力赢取无限卡与书币

加入抽奖小队，赢取无限卡

密切关注各种营销活动，赢取无限卡



网易蜗牛阅读

9,300
Million

3,500
Million

2,400
Million

https://du.163.com

https://du.163.com/


多看阅读APP（小米旗下）

9,300
Million

3,500
Million

2,400
Million



京东读书专业版

近20万种正版电子书，覆盖十多个学科

访问不受IP限制，校内校外均可阅读

支持多设备同时畅读，阅读记录可在手
机、电纸书阅读器、电脑、平板等终端
同步，客户端名称为“京东读书”

访问地址：https://m-tob.jd.com
访问方式：IP控制，无并发用户数限制
试用日期：2022-11-01 — 2023-01-30



京东读书专业版



京东读书专业版



京东读书专业版



Kindle的预约及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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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本，借期30天，不可续借，寒暑假顺延。



电子图书阅读器体验 超星阅读本

借期：1个月



超星阅读本使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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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馆、信息工程分馆自助机柜借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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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cPk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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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阅读打卡活动，礼品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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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图书阅读机、阅报机等

图书馆总馆2楼咖啡厅边上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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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



歌德电子书借阅机

坐标：总馆大厅 / 德旺馆2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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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文电子图书资源介绍



超星电子书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651/5101.htm



图书馆主页 https://library.xmu.edu.cn/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https://www.duxiu.com/#

类似知网的中文信息超市





厦门大学教参数据库 https://l.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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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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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AL  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https://cadal.edu.cn/index/home

CADAL项目建设的数字图书馆，提供

一站式的个性化知识服务，将包含

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多

种学科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包

括书画、建筑工程、篆刻、戏剧、

工艺品等在内的多种类型媒体资源

进行数字化整合，通过因特网向参

与建设的高等院校、学术机构提供

教学科研支撑，并与世界人民共享

中国学术资源，宣传中国的文明与

历史，具有重大的实用意义、研究

价值和发展前景。

资源库、特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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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210.34.4.53:9088/

http://210.34.4.53:9088/


1.超星数字图书馆
2.读秀学术搜索
3.教学参考书系统

4.CADAL（中美百万册数字图书馆项目）
5.馆藏数字资源服务
6.皮书数据库（人文社科6大子库，280多个主题，囊括十几年间各地经
济社会发展报告）
7.CNKI年鉴
8.基本古籍库、方志数据库、申报等
9.上海图书馆中国近代图书全文（试用）

馆藏中文电子图书汇总

https://library.xmu.edu.cn/index/cx.htm
https://www.duxiu.com/
https://library.xmu.edu.cn/fw/jcfw.htm
http://cadal.edu.cn/
https://library.xmu.edu.cn/zy/tswxcz.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76/1083.htm
https://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CYFD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201/1690.htm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032/4988.htm


4、外文电子图书资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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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Direct Ebooks

特点：

提供PDF格式、章节下载，可以批量下载多个PDF文档与期刊可以统一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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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思唯尔是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商，有400多年的出版历史，总部位于荷兰。ScienceDirect数据库（简称SD）是爱思

唯尔公司出品的世界上公认的高品质数据库，为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工程师、专业人士和学生提供必不可

缺的信息资源，其拥有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科学、技术、医学和社会科学全文，以及同行评审文章。通过

ScienceDirect，用户可以找到超过2500种同行评审期刊，过刊扩展包（回溯至第一卷第一期），以及超过三万多册

的权威书籍，包括参考工具书、手册、专著、系列丛书和教材等。 爱思唯尔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源，目前已出版有6大

类30000多册图书，涉及科学、技术、医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24个学科。这些图书由众多知名出版品牌如Academic 

Press、Woodhead Publishing等出版。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Springer Ebooks https://library.xmu.edu.cn/info/1651/5027.htm

Springer Nature电子图书目前已出版超过260,000种专著、丛书及参考工具书等电子图书，2022年预计出版10,000余

种全新图书，供读者在线阅览。包括主要图书品牌如下：

Springer是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与医学（STM）出版商，拥有全球最全面的科学、技术与医学（STM）与人文社科

（HSS）电子书数据库和回溯图书。Apress致力于满足全球的软件开发者、IT人员与技术人员的信息需求，已出版的

图书包括大数据、数据库、开源、Web开发、Java、Python、Apple&Swift，此外还有著名的Microsoft和.NET系列图

书。

Palgrave Macmillan作为一个拥有170年历史的出版品牌，主要专注于人文、社会科学和商业领域，包含诸多经典著

作，例如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政治家年鉴 、国际历史统计大辞典和帕尔格雷夫战略管理百科全书等。

Springer和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的商业、管理及人文社科领域的书籍已被整合在一起，组成全新的人文社科类10

个学科；连同Springer出版的STM书籍的11个学科，组成21个学科。













ECCO(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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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CO（十八世纪作品在线） https://go.gale.com/ps/start.do?p=ECCO&u=xmu

特别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支持购买。













EEBO（英文早期图书在线）

EEBO（Early English 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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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收录了所有现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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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BO项目全部完成以后将收录125,000

种著作，包含22,500,000多页纸的信息。EEBO包括许多知名作家的著作，例如莎士比亚(Shakespeare)、马洛礼

(Malory)、斯宾塞(Spencer)、培根(Bacon)、莫尔(Moore)、伊拉斯漠(Erasmus)、鲍尔(Bauer)、牛顿(Newton)、伽

利略(Galileo)等。除了收录那个时期大量文学资料外，该数据库还收录许多历史资料，例如皇家条例及布告、军事、

宗教和其他公共文件、年鉴、练习曲、年历、大幅印刷品、经书、单行本、公告及其它的原始资料。该数据库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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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资料的深度和广度为各学科领域的研

究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特别说明：

本数据库由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支持购买。

https://www.proquest.com/eebo/index?parentSessionId=v9x%2
F44vV5dNfUAbR6YAIv1b5OqyN%2Bu9GHoMhwJweHM8%3D











馆藏常用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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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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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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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CO（Gale）、 EEBO 早期英文电子书，人文社科为主。
CADAL图书 大学数字图书馆计划。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content-type=%22Book%22
https://olabout.wiley.com/WileyCDA/Section/id-825944.html
https://database.worldlibrary.org/#/browse?Thu%20Nov%2010%202022%2023%3A21%3A22%20GMT%200800%20%28%E4%B8%AD%E5%9B%BD%E6%A0%87%E5%87%86%E6%97%B6%E9%97%B4%29
https://academic.oup.com/books?login=true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www.degruyter.com/publishing/about-us/publisher-partners
https://www.jstor.org/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lib/xiamen/home.action
https://web.s.ebscohost.com/ehost/search/basic?sid=d03a80be-7928-4558-9714-4c48012e1394@redis&vid=0&tid=2003EB
https://go.gale.com/ps/start.do?p=ECCO&u=xmu
https://www.proquest.com/eebo/index?parentSessionId=jmEWTVozQxm0B049mDKGbOg%2BuZyH%2BsKOhhSVPBboPAg%3D
https://cadal.edu.cn/index/home


5、电子图书检索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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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藏电子图书资源汇总：https://library.xmu.edu.cn/zy/dzts/dz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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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书刊导航工具：图书馆主页-电子期刊导航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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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纳总结

https://library.xmu.edu.cn/zy/dzts/dzs.htm
https://publications.ebsco.com/?custId=s1215021&groupId=main&profileId=pfui




其他资源：中国国家图书馆电子书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hList?searchType=1&showType=1&pageNo=1



其他资源：台湾大学图书馆公开取用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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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资源：台湾华文电子书库 https://taiwanebook.ncl.edu.tw/zh-tw



其他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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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资源：Archive.org互联网档案馆 https://archive.org/details/texts



其他资源：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免费电子书平台） https://www.hathitrust.org/

HathiTrust 由机构合作委员会的 12 所大

学和加州大学的 11 所图书馆于 2008 年

10 月成立。该合作伙伴关系包括美国、加

拿大和欧洲的 60 多个研究图书馆，并且

基于共享的治理结构。

目前该馆已数字化文献达1700万余册，其

中有两万余册中文图书可供免费浏览下载。

参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jgxODgzOA==&mid
=2247492024&idx=1&sn=647cc412f9b948b9a5f4d8601c08bb1d
&chksm=fbfee041cc89695743693ef86c4b2c25c5e919ff8f8ec7
d995d6c9ba246e4741b200e5597cf2&scene=2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thiTrust
http://www.nlc.cn/newgjgx/ljhy/201211/W02013010749879
6530364.pdf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jgxODgzOA==&mid=2247492024&idx=1&sn=647cc412f9b948b9a5f4d8601c08bb1d&chksm=fbfee041cc89695743693ef86c4b2c25c5e919ff8f8ec7d995d6c9ba246e4741b200e5597cf2&scen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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