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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提升服务质量：电子化时代，如何为图书馆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提供优质资源：汇聚世界各地优秀的电子资源

初衷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期望能与图书馆共同成长

愿景

市场变化：
文献载体的电子化进程

图书馆经费向电子化产品的倾斜
市场对于优质平台类产品的需求

……

背景

战略转型：
CE主营业务纸电比例：1:2

“深化纸转电业务转型”的发展战略
电子资源平台类产品群：PPV，爱教材，

爱学术，电子刊库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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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定位

原版

学术

电子书

本地化

集成平台

资源汇聚、一站集成
境内服务器（CE）

更快的网站响应速度

保障永久买断

资源本地化

B2B

机构买单，全员共享

商业模式

各学科学术类专著为主

兼顾本科及以上外语阅读需要

着眼于双一流建设，馆藏建设

学术类资源

目标市场定位清晰：

图书馆与各类科研机构

目标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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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设计

功能设计

图书馆

图书馆采购账号：在线采选、订单查重、

统计管理、子账号管理、推荐管理等

读者

IP授权用户：浏览、荐购、阅读、下载、复制、粘贴、打印

IP范围内子账号登录：个人中心、书签、读书笔记、收藏等

出版社

出版社账号：页面浏览、统计查询、

销售报告、本社二级平台设计等

资源导航与知识发现
检索与高级检索、分类导航、筛选、聚类；

区分已购、未购、免费资源；

知识图谱技术增强显示，帮助知识发现……

订单流程

在线单本、章节、资源包采选；订单与馆藏查重；

订单跟踪：确认、开通、结算状态

统计与后台管理

综合统计报告：纵览平台使用足迹；数据统计：多维度交叉

统计；COUNTER标准报告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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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内所有电子书资源列表，可依据分
类、出版社、出版年、作者、KG评星

等排序和筛选
……

检索入口、重点轮播推荐、分类导航、
新书导航、出版社导航、资源包导航、

猜你喜欢
……

重点推荐资源包推荐，学科包、年代包、
专题、热点、个性化等等

核心书目资源集合、KG评星专辑、高
被引电子书专辑

……

电子书列表
平台首页

资源包推荐

www.iresearchbook.cn

www.iresearchbook.cn



检索与发现

★简单检索-简单、
快速
不限字段模糊匹配
限定字段精确匹配

★全文检索-深度、广度
正文、目录、摘要全覆盖
通配符、位置检索

★ 二次检索

★高级检索-精准、强大
精确、模糊匹配
逻辑组配检索
范围限定检索
 个性化检索偏好
支持字段检索全文检索

★分面筛选、排序
作者、出版社分面
分类聚类
灵活排序

高级检索

发现
www.iresearchbook.cn



Basic 
Informations

基本信息
Further Informations

更多信息
Connected Informations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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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知识图谱技术（Knowledge Graph）应用

实现

目的

本质

知识图谱
Knowledge Graph

数字化时代，知识获取不再局限于文献的载体类型，
知识的控制单元从文献深化到其中的数据、公式、
事实、结论等细粒度的“知识元”，信息组织的方
式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图书馆作为知识最重要的汇集地，从来都不曾停止
对知识创新服务的探索。尤其是高校图书馆，以资
源促进学术，对知识的有效组织和发掘是图书馆人
的使命

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是语义网络

（Semantic Network）在实践应用中的新发展，

是由多种类型的节点和边所构成的关系图

通过可视化图谱的方式来描述各种实体及

其之间的关系，使数据成为结构化的知识，

易于理解和接受

建立一个结构化的、各类型实体相互关联的知识

库，并在用户层可视化地呈现知识库的内容和关

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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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评价信息：KG评星、Amazon评分、
CAT评级、被引量、馆藏参考学校……

Knowledge Graph
可视化呈现

√   综合评星影响排序结果
√   可视化图谱支持知识发现

√   集成外部多源评价资源
√   深入文献内文提取关键词

知识图谱
增强检索与发现系统



国内外馆藏参考

321

核心级筛选馆藏高校 核心书目专辑

馆藏高校列表：国外12所一流大学图书馆
                                             国内馆藏记录逐步积累

核心书目专辑：不同学科的核心书目电子书专辑

电子书可以用核心级与各类筛选条件交叉筛选

品种

3-12级核心书目任意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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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本或批量加入
按照出版社汇总价格及折扣信息
可查重、导出书单、提交订单

… …

在线采选——采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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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阅读

在线：

√ JS方式在线浏览，无需任何插件、急速浏览

√ 文字在线复制、粘贴、打印

√ 目录导航、书内检索

√ 在线添加读书笔记、书签
01.灵活下载

√ 按页面下载

√ 按章节下载

√ 整本下载

具体下载范围以及每次最大下

载页数根据版权方要求限制

……

02.在线翻译

嵌入式词典，任意选择文

字，实时翻译，让阅读畅

通无阻

……

03.导出引文

支持5种引文格式导出：

MLA 7th，APA 6th，Chicago 

16th，EndNode.ris，

EndNode.en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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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级内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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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账号@后台管理

确认、开通、结算状态查询
……

01.订单状态查询

查询、目录输出
……

02.已购资源管理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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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推荐管理：
加入采选车

用户组及子账户管理：
推荐积分设置、子账户

审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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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统计功能
图书馆自由查看

资源整体使用趋势图、各学科使用情况、

最受欢迎电子书、最受欢迎章节、热搜词

排行、试读排行、荐购排行

……

综合统计报告

时间段、出版社、分类交叉统计；统计对

象涵盖电子书、章节、检索词、推荐明星

等；统计点包括点击、阅读、下载、请求

以及拒访……

数据统计

图书馆账号后台可自行导出使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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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4统计报告

BR1：电子书请求量

电子书原文请求量统计，包括在线阅读与下载

BR2：章节请求量

章节原文请求量，包括从章节目录进入的在线阅读与下载

BR3：电子书拒访量统计

电子书每月产生的拒访量，包括未购与并发户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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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单点登录

• 与图书馆系统对接，无需

人工操作，实现实时认证

02.读者注册

• 终端读者可自行注册，经

图书馆管理账号审核后启

用

03.主动建号

• 图书馆账号可以主动建立

子账号，并可根据账号类

型进行分组管理

移动阅读   掌中乾坤

移动终端APP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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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ett 

Felix Mein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va Publishing

IGI Global

Kluwer Law

John Benjami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pha Science

De Gruyter

Brill

Cengage Learni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Sage Gardner

EDP Sciece



截至 2019 年4月，Iresearchbook已上线 6.4 万种外文电子书，来自 De Gruy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AGE、Emerald、FelixMein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Forgotten Books、Hackett、John Benjamins、IGI Global、
Nova Science、Alpha Science、Arcler Education 等知名学术出版机构，覆盖
了人文社科、理工、医学等全部学科领域。

此外，平台已与 Oxford University Press、Brill、Kluwer Law、EDP Science、
Gradners 等国外知名出版社、集成商达成合作协议，更多资源将陆续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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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签约渠道 资源量 出版特点
20000 历史悠久、国际领先的学术出版机构，出版物涵盖了学术研究领域的全学科，均为高品质、有影响力的图书藏品。

12000 重点关注地区研究（包括亚洲、中东、美洲、非洲和古代近东研究）、古典研究、文学和文化研究、艺术、社会科学等领域

的学术成果，几乎涵盖所有人文社科领域。

40000 德国的综合性学术出版社，旗下包括众多出版品牌，出版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图书馆学、古典学、法律、

社科、数学、化学、医学、建筑等。

12000 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出版社，每年2500-3000种学术新书，每本均由12位牛津大学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认可，确保学术的高品质。

特色领域：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医学、基础科学（生物、数学、物理 、化学等）

4900 SAGE是世界领先的独立学术出版公司，创立于1965年，以支持有价值的知识传播和全球教育为宗旨。重点学科包括：教育

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商业管理、传播传媒、社会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犯罪学与刑事司法等。

3300 Cengage是全球三大顶尖教育出版集团之一，提供的经典教材、教参书，主要服务于学校的教学及教研工作，其出版的优秀教

材多被美国常青藤院校采用，具有极高的教学参考价值。

23000 致力于将经典的古旧书、绝书进行重印，很多是19、20世纪作品的历史版本，覆盖广阔的学科领域，具有重要的收藏价值和

研究价值。

855 位于德国的哲学专业出版社，以哲学经典著作为出版核心作品，德语为主要语种。Iresearchbook收录出版社最为畅销的经典

系列，如哲学文库丛书、黑格尔研究丛书、蓝色丛书等。

432 聚焦哲学、古典研究等人文类学术领域，出版物常常被用作高校教材和参考资料，其优良的学术品质颇受校园好评。重点作

品有Hackett Classics系列等。



已签约渠道 资源量 出版特点
3600 在语言学出版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所有系列书籍的主编均为业内顶尖的国际学者，在学术领域具有突出的贡献。

1200 英国著名大学出版社，专注出版学术著作，致力于历史、政治、国际法、文学与喜剧，以及视觉文化类的专业出版。

1587 致力于管理学、图书馆学、工程学专家评审期刊，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的出版。收录超过2000多册人文社科类电子书，所

有图书均经过同行评审。

1800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是世界三大信息出版集团之一的Wolters Kluwer（威科集团）旗下出版社，出版图书涉及商法、经济法、

欧共体法、国际（贸易）法、竞争法(反垄断法)、交通运输法、环境法、税法、商业仲裁等各个领域。

11926 位于美国纽约的学术出版社，主要出版领域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农业、计算机、工程学和金融研究领域具有专长。

342 英 国 科 技 类 出 版 社 ， 对 于 学 术 图 书 馆 及 大 学 教 授 师 生 们 ， 提 供 了 丰 富 且 具 前 瞻 权 威 性 的 研 究 资 源 ， 例 如 知 名 的

《Biomaterials》一书即为国际多位教授使用。

4073 IGI Global的图书产品以“高被引率”闻名，被知名索引Thomson Reuters Book Citation Index收录，专长于出版信息技术

（IT）、管理、工程等领域，多年来为全球学者、科研人员等提供了优质的内容服务。

1000 EDP Science出版社是一家法国出版商，成立于1920年，其创始人为法国物理学会、诺贝尔获奖者及知名科学家，包括居里夫
人等。特色出版领域包括物理学和天文学、化学、材料科学、生命和环境科学、数学与计算机

563 美国出版集团，致力于开发农业和生命科学，动物和兽医科学，工程，计算机科学，科学和数学等各种学科领域的书籍。



扫码关注Iresearchbook（爱学术）公众号

名称：“Iresearch爱学术”
发布内容：

特色资源推介（每周一推送）
活动发布
热点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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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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