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与学习的交会 

ARTstor在学习与教学的应用 



进入ARTstor Digital Library前… 

 请注意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否为Windows XP, Vista, 7, 

Windows 8, Windows 10 

 请注意浏览器是否为IE7.0、Firefox3.6、Safari4.0或

Chrome 

 请关闭浏览器的阻挡弹跳窗口功能 

在线操作指引请参考： http://support.artstor.org/?article=system-requirements-2 



最佳使用ARTstor Digital Library的方式 

 为了能完整使用ARTstor的功能，建议所有的用户可以申请

个人的账号密码 

 有了个人账号，使用者可以： 

• 校外远程联机120天，到期在授权范围内重新启动 

• 上传个人图片My Collection 

• 储存并管理图片和书目 

• 导出书目和下载图片 

• 可与他人分享图片和数据 

• 可直接运用图片和数据制作简报 

在线操作指引请参考： 

http://support.artstor.org/?article=register-for-an-artstor-account 



检索主画面Welcome Page 

 
 

 

 

1. 功能列 

2. 账号注册登 

3. 浏览功能 

4. 检索功能 



浏览 

1. ARTstor Collections：ADL典藏机构Collection 

2. Institutional Collections：机构内部图片资源 （需有
机构内部使用者在个人账号中设定） 

3. Public Collection：公开取用的图片资源 

4. My Collection：上传个人图片便利研究及展示使用 

5. Image Group：浏览个人账号所组织之图片集 



浏览 

ARTstor Collection提供4种浏览： 

1. 典藏机构Collection 

2. 主题分类Classification 

3. 地理区域Geography 

4. 教学资源Teaching Resources 



浏览 

教学资源Teaching Resources 

AP课程及考试设计的「教学资源」参考美国
Advanced Placement进阶先修课程，建立相关

主题所需的图片集；老师和学生可以利用
「教学资源」强化艺术史、美国史和欧洲史、
世界重要雕像、画作及建筑物的学习，特别
推荐国际学校使用。 

在每个主题中，您将发现跨学科和年代混合
的标志性图像，目的在触发新的想法并引起
更深入的研究。 



基本查询 

输入欲查询的关
键词，点选“放
大镜”，即可进
行查询 



进阶检索 
首页或检索结果页面 
点选Advance Search 

当对于欲查找的数据有特定的年代、国家
或类型，则可使用进阶检索缩小检索范围，
以更精确找到目标 

限定检索栏位 

限定典藏馆 

限定来源 

限定地区 

限定年代 



检索结果-筛选 

在结果中进 
第二次关字检索 

大/小图显示 

更改显示数量 

点选此区针对 
来源、地理区域、 
类型及时间 
进行检索结果筛选 



检索结果-排序 
选择ADL和Prints 
每页48个大图显示 

检索结果排序 
1.名称 
2.创作者 
3.日期 
4.相关性 

限定年代 



组织结构片 

在检索结果勾选图标
加入现有图片集或新
建立文件夹 

*需先注册并登入my 
account (36页) 



组织结构片 

利用Browse-Image Group进入
图片集 



组织结构片 

进入图片集进行： 
1.图片重新组图片集或删除 
2.图片集信息编辑或删除 
3.加入My Collection 



组织结构片-分享 

图片集进行： 
1.产出图片集分享URL 
2.列表图片集之图片 
3.下载图片集之图片 



组织结构片 

图片集内执行下载，
勾选或重新排序 



图片检视 

在检索结果或图片集入， 
点选图示进入图片检视页面 



图片检视 

 

 

 

 

 

 

1. 回到检索结果 
2. 放大/缩小/复原/全屏幕 
3. 前往上下图 
4. 图片讯息 
5. 图片导出及分享 
6. 移动放大图检视区 



图片检视-比较 

在全屏幕模式，点选COPMARE，再点选欲比较的图档 



图片检视-比较 



图片检视-Quiz Mode测验模式 

在全屏幕右下角「QUIZ MODE ON」隐藏图片信息，进行测试。你可使用中间左右箭头检视其

他图片，或点选「Shuffle Off」自动随机显示图片。点选Show Caption查看答案的正确性。 



图片检视-放大 

图片可放大检视细节→画作上的笔触 

图片信息包含创

作者、年代、地

点、图片来源、

知识产权等 

若为IAP学术用

大图可在此申请

高解析图档。 



图片检视-分享功能 
  

  

2.下载含IAP信息的File
或单纯jpg图档 

1.加入图片至「图片集」 

4.打印整页信息 

 

5.将该URL分享给其他使用者于校内使用 

3. APA、MLA、
Chigo引用书
目格式 



图片检视-下载 

文件夹： 
1.产生URL分享图片 
2.打印/下载文件夹内图片 
3. 

权限：ARTstor可在120天内下载
1000张图片，多媒体档案无法下载。 
可下载PPT或ZIP檔 



图片小图标：附加功能 

 可申请学术用高解析图档 

取代QTVR提供360度环景 

相关的图片 

显示图片来源 

细节与复制 



附加功能-     360度虚拟现实 

1. 取代QTRV新上线360度环
景功能 

2. 使用关键词Virtual Reality 
Panorama可检索ARTstor
内所有境虚拟现实环景图
片 

3. 进入图片检示页面，左右
移动鼠标即可虚拟现实，
进行360度观看现场 



附加功能-学术出版图片计划 

版权说明，经申请同意，图片可供学
术出版使用，不得有任何商业行为等 



附加功能-细节与复制 

1.对同一物品提供不同角度/光线/远近等的图 
2.一幅画作若经历多次修复，也会在此功能中呈现其演变 



注册个人账号 

远程联机 
注册个人账号允许使用者，在120天内
校园外任意地点，远程使用ARTstor。 
120天后再度回到授权IP范围内，个人
账号登入ARTstor重新启动远程联机权。 
 
组织个人图片集(19页) 
组图片文件夹及执行图片集功能。 
 
My Collection (37页) 
将个人图片上传ARTstor图片集，并使
用其管理及分享功能。 



My Collection-New! 

1. Browse功能选取My Collection 
2. 页面显示EDIT，可上传上传个人图片 
3. 进行图片metadata编辑，便利运用 
4. 因档案大小及网络质量，图片更新

ARTstor- My Collection需30分钟。 

*需先注册并登入my account (36页) 



My Collection-New! 

用户可以上传个人图片放在图片
集中，并进行图片metadata编辑。 
利用My Collection管理个人图片，
使用ARTstor图片检视各项功能，
便利个人研究或课程准备。 



ARTstor的授权范围 

• 我可以从ARTstor下载图片吗? 

 可以。 

• 我可以怎样使用ARTstor的图片呢? 

 ARTstor的图片可用于学术目的的非商业使用，例如学生的学期报
告，上课简报等，并遵守图片提供者的授权内容。这些图片亦不可
被放于公开(对不特定人士公开)的网络/实际生活的环境中展示。  

• 若我想使用图片在我的出版品? 

 透过Images for Academic Publishing (IAP)机制， 

    经过ARTstor的审核，即可以免费使用图片在 

    非商用的学术出版品中。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产品信息及教育训练 请洽： 
飞资得知识服务 FlySheet Info-Aggregate 
Tel -  (02) 2658-1258 
Fax - (02 ) 2657-7071 
EMAIL –flyinfo@flyshee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