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盘点| 北大图书馆中西文电子书资源
电子图书资源查找方法：
首先要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页（www.lib.pku.edu.cn）：

在这儿就可以看到电子书和数据库了，点击电子图书或数据库，再点击浏览，就
可看到琳琅满目的电子书资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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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电子图书
综合学科
读秀知识库（超

300 万种中文图书书目（100 万种图书全文），提供书目检
索和全文检索

星）
方正 Apabi 数字资

近几年出版的学术图书为主。图书馆订购电子图书 12 万

源平台

多册，每年持续新增。

方正中华数字书
73 万种电子书全文检索、在线阅读、二维码下载借阅服务。
苑电子图书
CADAL 电子图书

中文古籍、学位论文、民国图书、期刊和英文图书

“读在燕园”互联 10 万册数字图书和 3 万集有声图书。以畅销书、小说等人
网数字图书馆

文社科类图书为主。支持多终端登陆。

人文学科经济类
由一系列权威研究报告、大型连续性皮书组成。内容为每
皮书数据库

一年度有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现状与发
展态势的分析和预测，内容总量将达 30000 篇文章

北京大学电子教

中文教参书近 2000 册，英文教参书近 1000 册，涉及 500

参数据库

多门课程；需登录校内门户使用，建议在线阅读。

中国共产党思想
收录有关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方面重要图书 9000 多册
理论资源数据库
中国社会科学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最新学术出版成果，覆盖哲学

库（试用）

社会科学各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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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电子书
综合学科
基本涵盖北大所有学科，截至目前超过 17000 种在线图书、
Wiley 电子书
1400 多种期刊
2005 及其之后版权年 Springer 全学科英文电子图书 6 万多
Springer LINK 电
种 2004 年及以前 Springer 回溯电子书 3 万多种；支持 PDF
子书
和 epub 格式下载。
哈佛大学出版社电子书 3600 多种，覆盖年份为 1913 年
Harvard University
-2017 年，通过 De Gruyter 平台提供电子版访问。全学科，
Press 电子书
以人文社科为主。
Palgrave 电子书

2016 年至今 Palgrave 出版的电子书

Wiley 电子教材

精选了 Wiley 国际知名原版教材，目前共计有 3505 种

EBSCO 电子书

多学科，1 万多种电子书，提供多语种界面

教育部外国教材

目前平台上有 Wiley E-Text 1218 种，美国 BEP 工商管理类

中心共享版电子

电子教参 440 种，CRC 电子教材 1373 种和 Ovid 平台下

教材

电子教材 314 种。

MyiLibrary 电子书

购进各知名出版社的 15000 余种电子书，全学科，以人文
社科为主；可在线阅读、章节下载

Encyclopedia

包含了所有不列颠百科公司出版的参考工具书，包括大英

Britannica Online

百科全书、韦氏大词典及其他主题的工具书。

Gale Virtual

提供超过 1700 种的参考工具书（Gale 出版社图书）

Referenc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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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类
Brill 出版的 798 种电子书，在图书详情页，点击“Access full
Brill 电子书
text book:”下的 PDF 即可以阅读全文。
JSTOR 电子书

各知名出版社的 3500 种电子书

Business Expert

为 MBA 等商科专业学生提供核心的电子教材，目前共计

Press 电子教材

有 440 册电子教材。

world bank

提供网上免费资源链接：世界银行公开知识文库，世界发

E-library

展指数，全球金融发展，全球经济监控，非洲发展指数

OECD 在线图书

OECD 出版的期刊、书籍、论文、统计报告等，PDF 格式

馆

在线阅览

GALE 平台上的数 涉及丰富的学科主题，包括经济、历史、社会、国际关系、
据库

文学、地理、政治、法律等，收录从 15 世纪至今各重要
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

Literature Online

英语文学，收录了公元 8 世纪至今的 35 万多部英文诗歌、
小说和戏剧作品，全文期刊，以及文学评论、参考工具书
及多媒体资源。

Project Muse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主题下 2011 年之前的以及 2015 年
-2017 年之间的电子图书内容

Kluwer Law Online

包含 25 种威科国际法律百科全书 （International

Manuals

Encyclopaedia of Laws）以及另外 9 本手册。

SocINDEX with

4300 多种社会学相关期刊，超过 830 本书籍及专题论文

Full Text

的全文，以及 16,800 多篇会议报告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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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农医类
包括天文学、数学、化学、工程、生命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
Cambridge University
心理学、科学概论、物理、计算机及统计学等理工学科 2017
Press 电子书
年起出版的新书
包括数学、生物、化学、地空、环境、物理和神经科学等学科
Elsevier 电子书
2017 年起出版的新书
共有 1373 种电子教材，涵盖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领域，
CRC 理工科电子教材
以及管理和经济等学科
Princeton University
包含 470 种数学学科电子书
Press 数学类电子书
Thieme 化学与药学电
Thieme Clinical Collections 2010-2017 出版年的电子书
子书
Clinical Publishing

88 种临床专业书籍和特色图谱，每年新增约 15 种

The European
欧洲数学学会出版的数学电子书，可下载 PDF
Mathematical Society
Geological Society,
伦敦地质学会电子丛书， 1964 年—至今的电子丛书，每年大
London, Special
约出版 20 期
Publications 电子丛书
Institute of

IOP 电子书分为两个选集：IOP Expanding Physics，IOP Concise

Physics(IOP)电子书

Physics

Karger 医学电子丛书

Karger 电子丛书，医学、生物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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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类
De Gruyter 语言文
自出版社创立至 2017 年出版的英文电子书
学电子书
Bibliografia de la
Literature Espanola

西班牙语文学参考文献书目库（1980- ）

desde 1980Digitalia 西班牙语
528 种电子书
电子书
Cairn 法语电子书

5000 多种电子书
包括三个专集： 现代埃及图书典藏；现代阿拉伯文艺复

阿拉伯语电子书
兴；阿拉伯领导人、历史学家与哲学家著作
Springer 德文电子

Springer 出版的德语学术类图书， 涵盖医学、自然科学、

书（试用）

人文社科等多个学科

Maruzen e-Book
日本岩波书店的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全 105 卷）、新日
Library 新日本古
本古典文学大系明治編（全 30 卷）
典文学大系
2ebook（泰语、老
超过 2,000 本泰语电子书以及数十种老挝语电子书
挝语）电子书
Oxford Language

牛津多语种在线大辞典，已购买西班牙语、法语、德语、

Dictionaries Online

意大利语、俄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中文在线词典。

Oxford English
牛津在线英语大辞典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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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古籍 （详见一小时讲座之“如何查找古籍资源”）
中国基本古籍库
文渊阁四库全书
二十五史全文电子版
四部丛刊
十通
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
瀚文民国书库
大清五部会典
大清历朝实录
CADAL 电子图书
清代外交档案文献汇编（书同文）
清代外交档案文献汇编续编（书同文）
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
中国谱牒库第二集——明清科举录（爱如
生）
中国俗文库初集（爱如生）
历代别集库——明前编、清前期编（爱如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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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阅读移动设备服务
数字图书借阅机
中文在线借阅机

内置电子书、听书资源

方正阿帕比“阅知”

内置报纸、畅销图书

歌德电子书借阅机

内置图书资源

电子设备出借：
√提供 Kindle Paperwhite、汉王电纸书、NOOK3、 Thinkpad tablet 2 等阅读器和平板电脑
可供借阅。
√借阅地点：图书馆设备借还处（阳光大厅总还书处）
√借阅期限：1 个月
√图书馆主页馆藏目录检索栏输入：
“电子图书 阅读器”，可借阅

此外，图书馆还经常为大家开通各种电子书试用，欢迎关注主页——最新资源，
薅羊毛并填写推荐意见。
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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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购买：

祝大家沉迷于学习无法自拔，早日成为学术大牛！

胡希琴

2018.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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