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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是什么？

定义

指内容比较成熟、资料比较系

统、有完整定型的装祯形式

的出版物。电子图书即数字

化的出版物，也可以理解为

以PDF、DOC、CEB、TXT

或者图片格式存在的书籍。

特征

出版社

ISBN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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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对专业领域研究内容进行
专深描述的图书。

教材
按教学程度、需求进行编
排的的图书。

工具书专供查找知识信息的文献。

系统汇集某方面的资料，按特定方法加以编排。

百科全书、手册、年鉴、
图谱等。

图书的种类



了解研究体系框架

掌握较成熟的结论、研究方法、研究思路

查找概念、定义、事实、数据等背景知识

图书的作用



寻找课题专业相关的图书

图书搜索：（分类浏览、主题词、书名关键词）

寻找某本特定的图书

图书搜索：（书名、作者、主题词）

寻找概念定义、具体事件、原理、技术细节、方法

等知识点

知识搜索+图书搜索

不同信息需求的检索方法



深度阅读(摘录、引用)

电脑阅读（下载阅读器，限IP）

一般阅读

下载“超星数字资源”复旦版APP，移动阅读（不限IP，无需下载阅读器、

下载后可离线阅读），扫描二维码即可下载安装。

不同阅读需求的解决方案



复旦大学馆藏目录
纸本馆藏图书和部分电子书

望道溯源（目前整合 wiley 、
springer 、 ProQuest  、 EBSCO 、
Oxford 等）

馆藏纸本、电子图书获取途径

学术资源门户/数据库

馆藏电子图书

六种查找途径
http://xueshu.baidu.com/

…...
网络免费资源

读秀学术搜索（数据库文
献传递）

馆际互借
借阅外馆收藏的图书（上图、国

图、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
WorldCat）

http://xueshu.baidu.com/
http://www.library.sh.cn/
http://www.nlc.cn/
http://opac.calis.edu.cn/opac/simpleSearch.do
https://firstsearch.oclc.org/fsip?dbname=WorldCat&done=referer


六种查找途径



途径一：复旦大学馆藏目录



途径一：复旦大学馆藏目录



途径二：望道溯源



途径三：学术资源门户/数据库



途径四：网络免费资源



途径五：读秀学术搜索

自助传递外文文献

自助传递中文图书



途径六：馆际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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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主页-资源-学术资源门户-按类型浏览-电子图书



1. 超星数字图书馆

2. 读秀学术搜索

3. 民国时期书刊（中美百万册电子图书项目）

4. 复旦大学教学参考书

5. 方正阿帕比电子图书、工具书（80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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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电子图书



7. 中国基本古籍库（先秦~民国文献，1万余种）

8. 雕龙中国古籍数据库（2万多种）

9. 中国方志库（汉魏~民国，1万种）

10.中国丛书库（宋末~民初，4000种）

11.中国类书库（魏晋~民初，近300部）

中文电子图书



1. ProQuest - Ebook Central （由原EBL、MyiLibrary及Ebrary

合并而成，超过100万种电子书， 45% 以上的书目是最近五年出版的，

包括982种培生电子教材全文）
2. EBSCO e-book 

3. Springer LINK 

4. Wiley Online Library（工具书148种）
5. Wiley E-Text（764种精选国际知名原版教材）
6. De Gruyter Online（人文社科，少量科技医学类）
7.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不列颠百科全书）
8. Palgrave Connect（人文社科）

外文电子图书



8.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EEBO) （1473~1700

年，英国及其殖民地出版物）

9. Gale - Eighteenth Century Online(ECCO)（十八

世纪英美出版，综合性）

1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rchive eBook（90%人

文社会科学，10%自然科学，1913-2006年（版权

年份），2785种）

11.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 Books

（综合性，收录牛津大学出版社最优秀的学术专著）

外文电子图书



超星数字图书馆

 含175多万种电子书全文，涵盖

各个学科

 有镜像、主站两种访问方式。

超星镜像只能在校内访问。

 下载图书须安装5.4版超星阅读

器，镜像只能用阅读器阅读，

主站可以用浏览器直接阅读。

 校园网用户可直接访问主站。

学生公寓或校外访问主站需同

时在IE和超星阅读器中都设置代

理。



超星数字图书馆-主站

分类浏览
阅读器下载

普通检索 高级检索

实时咨询



超星数字图书馆-主站

书名含“中国学”

选择阅读方式



超星数字图书馆-主站

全屏连页阅读模式下
文字识别及复制

选择阅读模式，
可直接转换为阅
读器模式阅读

书内搜索



翻页

图片格式采用文字识别

文字格式直接复制

可划线,做批注



下载和保存

单击右键



注册及设置代理服务器

设置代理服务器

用户注册、登录

URP账号密码



换机器阅读：先在A电脑阅读器“注册”菜单中注册、

登录后再下载图书，并将图书拷贝到B电脑上，然后在

B电脑上再登录后方可阅读。

下载不完全：重新进入主页，再次下载或者卸载阅读

器，并手工删除超星安装目录，然后重新安装阅读器

后重新下载。

主站的问题无法解决：可以直接以主页下方的联系方

法和客服联系。

常见问题



读秀学术搜索
 集各类文献搜索、试读、

文献传递等功能为一体。

 提供切入目录和全文的深
度检索,以及部分文献的全
文试读。

 已订购的超星数字图书馆
的电子图书可以直接阅读
全文（包库全文）。

 中文搜索：未订购的电子
图书，可通过“图书馆文
献传递”获得部分全文。

 已订购的CNKI、万方、维
普的期刊、会议论文等可
直接链接全文。

 外文搜索：未订购外文原
文文献传递（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分类浏览

按文献类型检索

分类途径逐级点击



查找经济学方面
的教学参考书

获取电子书

获取馆藏信息



索书号



已订购超星电子书
可直接阅读

如无“包库全文
阅读”链接说明
未订购，通过文
献传递获取。



全文试读



高级检索



查找某本特定的书

查找某个主题的书



知识搜索

查找概念、定义等





查看来源
下载



查找某个事件、
案例等



查看来源
点击书名，
阅读图书



外文文献传递







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资源。

有镜像和主站两种访问方式。

民国时期电子图书由国内多家图书馆联合完成。

凡是由复旦大学图书馆提供原始文献的资源本校
读者都可使用，其他馆的图书则根据开放程度而定，
不开放的图书我校读者目前尚不能使用。

主站使用前需先注册。

全文可逐页打印，不能下载。

民国时期书刊（中美百万册电子图书项目）



民国时期书刊（中美百万册电子图书项目）
登录



（简称EBC), 由原EBL、MyiLibrary及Ebrary合并而

成, 综合类的电子书平台。

超过100万种电子书， 45% 以上的书目是最近五年出版。

982种培生电子教材全文。综合类，各学科均有涉及。

ProQuest - Ebook Central 



支持书内检索。

在线阅读、复制、打印、分章节下载无需登录。

整本下载（完全下载、借阅）到本机阅读、添加到书架需要注册账

号，并下载Adobe Digital Editions阅读器。注册Adobe ID可同时

在6台设备上阅读。

每本书整本借阅的时间、可下载章节额度、可复制、打印页数均不

同，请注意页面提示。

使用注意事项



快速检索

高级检索 按主题浏览



在线阅读



书内检索



书内检索



仅允许2个人同时借阅，借期1天



注册、登录



完全下载：选择授权设备



完全下载：安装阅读器



完全下载：创建Adobe ID





原名netLibrary

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其中包括
3407种无版权限制的电子图书（主要是美国历
史、小说、诗歌、人物传记、哲学宗教等主
题）。

除无版权限制的电子书，其他电子书同一本书
同时只允许一个用户在线阅读。

EBSCO - eBook Collection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按类别浏览



在线阅读全文



出版许可：

打印/电子邮件/保存100页

无限复制/粘贴

无限制下载

电子书可用性：可无限拷贝



下载页数限制

保存当前页；

保存当前页和下面几页；

保存该部分全部（一般不可选）



直接点击 “PDF Full Text” 阅览。

允许查看电子书的时间很短（大概15分钟）。

只要不时地使用电子书（翻页或在全文中检索

等），可以不断地以每次15分钟的间隔查看。

如果停着不用，电子书就会自动归还给别人使

用。

每本书的最多下载页数不同。

使用注意事项



 Springer是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出版社, 该社通过Springer LINK系统提供

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

我校订购了:

1、Springer出版的2005-2018版权年电子图书（包括图书、丛书、参考工

具书），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领域。

2、Palgrave电子书24000余种，每年还在续订，专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3、Springer Book Archive电子书回溯库中的“数学与统计学”电子书，

共收录1929年-2004年出版的 6794 种电子书。

SpringerLink电子书



高级检索

按学科浏览

显示非订购内容



浏览或下载整本图书

分章节浏览或下载



我校购买的电子图书包括2014年及以前的电子图

书及丛书，涵盖理、生、医、农、经管、人文社

科等学科共15346种，参考工具书有148种。

涵盖高学术水平参考资源，众多分学科位居世界

前列，众多诺贝尔获奖作者倾力打造。

wiley Online Library



按书名浏览

按学科浏览

按身份浏览

高级检索



检索结果包括期刊和图书，

通过文献类型筛选



未订购资源

订购资源

令牌访问

令牌访问

下载全文



网络资源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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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学术

Library Genesis

鸠摩搜索

Openlibrary

网络资源

http://xueshu.baidu.com/
http://gen.lib.rus.ec/
https://www.jiumodiary.com/
https://openlibrary.org/


B-OK（BookZZ）

Project Gutenberg

ebook777

网络资源

http://b-ok.cc/
http://www.gutenberg.org/
http://www.ebook777.com/


周怡（zhouyi88@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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