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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2009200920092009年发表于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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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分类法



例如以““““金融危机””””
为关键字检索图书



近义词提示

选择检索模式

相关词提示



学术趋势







• 一次检索即可掌握该课题（方向）的基
本文献情况、学术发展脉络，为学术研
究提供了依据

• 同义词、相关词等全方位的提示功能，
可以引导用户发现潜在的检索需求

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点击封面或
书名链接进入    



图书封面
图书信息



图书书名页



图书版权页



图书目录页



图书正文页



• 图书信息的揭示直观生动，在线试读功能
如同现场翻书，方便用户确定是否符合需
求

• 图书检索可以深入到章节目录

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



借阅图书



本馆馆藏信息



点击其他馆藏



其他图书馆
馆藏信息



湖南大学
馆藏信息



本馆电子全文



本馆电子全文



点击另外一本书



推荐图书馆购买



图书馆文献
传递



提交咨询
传递表单

填写咨询
传递表单



咨询提交成功



登录邮箱



点击文献阅读
超链接



通过传递获得
的原文

在邮箱状态下
对资料进行操作



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

                读秀文献传递是通过机读秀文献传递是通过机读秀文献传递是通过机读秀文献传递是通过机读秀文献传递是通过机读秀文献传递是通过机读秀文献传递是通过机读秀文献传递是通过机

器自动进行，可以立即获器自动进行，可以立即获器自动进行，可以立即获器自动进行，可以立即获器自动进行，可以立即获器自动进行，可以立即获器自动进行，可以立即获器自动进行，可以立即获

取所需要的资料取所需要的资料取所需要的资料取所需要的资料取所需要的资料取所需要的资料取所需要的资料取所需要的资料，没有时，没有时，没有时，没有时，没有时，没有时，没有时，没有时

间、空间的限制。间、空间的限制。间、空间的限制。间、空间的限制。间、空间的限制。间、空间的限制。间、空间的限制。间、空间的限制。



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读秀文献传递

读秀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读秀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读秀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读秀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读秀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读秀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读秀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读秀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230230230230230230230230万万万万万万万万

种图书的自动的文献传递种图书的自动的文献传递种图书的自动的文献传递种图书的自动的文献传递种图书的自动的文献传递种图书的自动的文献传递种图书的自动的文献传递种图书的自动的文献传递



• 读秀所提供的文献获取方式，包括馆藏纸书
、电子书、全国其他馆藏、文献传递、网络
免费书、    按需印刷等，总有适合用户的方

式，可让用户的需求最大可能地获得满足

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



就相当于获就相当于获就相当于获就相当于获就相当于获就相当于获就相当于获就相当于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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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读秀有了读秀

有了读秀有了读秀有了读秀有了读秀有了读秀有了读秀有了读秀有了读秀

图书搜索显图书搜索显图书搜索显图书搜索显图书搜索显图书搜索显图书搜索显图书搜索显
示信息丰富示信息丰富示信息丰富示信息丰富示信息丰富示信息丰富示信息丰富示信息丰富
直观、搜索直观、搜索直观、搜索直观、搜索直观、搜索直观、搜索直观、搜索直观、搜索
可深入到目可深入到目可深入到目可深入到目可深入到目可深入到目可深入到目可深入到目
次级次级次级次级次级次级次级次级

有了读秀有了读秀

实现了电子实现了电子实现了电子实现了电子实现了电子实现了电子实现了电子实现了电子
图书、纸质图书、纸质图书、纸质图书、纸质图书、纸质图书、纸质图书、纸质图书、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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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读秀有了读秀

可以知道总可以知道总可以知道总可以知道总可以知道总可以知道总可以知道总可以知道总
共出版过多共出版过多共出版过多共出版过多共出版过多共出版过多共出版过多共出版过多
少图书，研少图书，研少图书，研少图书，研少图书，研少图书，研少图书，研少图书，研
究课题的发究课题的发究课题的发究课题的发究课题的发究课题的发究课题的发究课题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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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系统询系统询系统询系统询系统询系统询系统询系统

有了读秀有了读秀



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图书系统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图书系统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图书系统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图书系统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图书系统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图书系统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图书系统读者心目中理想的图书系统

图书最多最全图书最多最全图书最多最全图书最多最全图书最多最全图书最多最全图书最多最全图书最多最全

读秀涵盖了几乎所有已出版中文图书，每年新增十几万种新书读秀涵盖了几乎所有已出版中文图书，每年新增十几万种新书读秀涵盖了几乎所有已出版中文图书，每年新增十几万种新书读秀涵盖了几乎所有已出版中文图书，每年新增十几万种新书读秀涵盖了几乎所有已出版中文图书，每年新增十几万种新书读秀涵盖了几乎所有已出版中文图书，每年新增十几万种新书读秀涵盖了几乎所有已出版中文图书，每年新增十几万种新书读秀涵盖了几乎所有已出版中文图书，每年新增十几万种新书

图书深度检索图书深度检索图书深度检索图书深度检索图书深度检索图书深度检索图书深度检索图书深度检索

读秀达到目录及全文内容级检索读秀达到目录及全文内容级检索读秀达到目录及全文内容级检索读秀达到目录及全文内容级检索读秀达到目录及全文内容级检索读秀达到目录及全文内容级检索读秀达到目录及全文内容级检索读秀达到目录及全文内容级检索

图书信息最丰富图书信息最丰富图书信息最丰富图书信息最丰富图书信息最丰富图书信息最丰富图书信息最丰富图书信息最丰富

读秀图书可以看到封面、版权、目录、正文读秀图书可以看到封面、版权、目录、正文

图书获得最方便图书获得最方便图书获得最方便图书获得最方便图书获得最方便图书获得最方便图书获得最方便图书获得最方便

读秀提供借阅纸书、阅读电子书、馆际联合目录、文献传递读秀提供借阅纸书、阅读电子书、馆际联合目录、文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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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资料全文资料

  9  9  9  9  9  9  9  9亿页亿页亿页亿页亿页亿页亿页亿页读秀有读秀有读秀有读秀有读秀有读秀有读秀有读秀有2.52.52.52.52.52.52.52.5亿个章节亿个章节亿个章节亿个章节亿个章节亿个章节亿个章节亿个章节



全文检索
““““核辐射””””



点击标题超链接

点击下载PDFPDFPDFPDF文件



对页面进行放大缩小、
文字摘录、

查看本页来源等操作

检索词在原文中
标亮显示

取消阅览器，
在线直接阅读



选取文字功能选取文字功能



鼠标左键文字识别完成鼠标左键文字识别完成

自动添加出处自动添加出处



复制文字复制文字



粘贴原文粘贴原文
到到wordwordwordwordwordwordwordword中中



本页来源本页来源



从本页来源从本页来源
到达图书信息到达图书信息



通过目录通过目录查询了解查询了解
是否仍有所需章节，是否仍有所需章节，

并仍可通过并仍可通过文献传递获取文献传递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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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在一起的海量数据库。整合在一起的海量数据库。整合在一起的海量数据库。整合在一起的海量数据库。整合在一起的海量数据库。整合在一起的海量数据库。整合在一起的海量数据库。整合在一起的海量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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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句话（诗词）、任何一幅插图（图表）任何一句话（诗词）、任何一幅插图（图表）任何一句话（诗词）、任何一幅插图（图表）任何一句话（诗词）、任何一幅插图（图表）任何一句话（诗词）、任何一幅插图（图表）任何一句话（诗词）、任何一幅插图（图表）任何一句话（诗词）、任何一幅插图（图表）任何一句话（诗词）、任何一幅插图（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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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秀全文搜索读秀全文搜索读秀全文搜索读秀全文搜索读秀全文搜索读秀全文搜索读秀全文搜索读秀全文搜索

••所有的图书变成了一本书，一部最大的百科所有的图书变成了一本书，一部最大的百科所有的图书变成了一本书，一部最大的百科所有的图书变成了一本书，一部最大的百科所有的图书变成了一本书，一部最大的百科所有的图书变成了一本书，一部最大的百科所有的图书变成了一本书，一部最大的百科所有的图书变成了一本书，一部最大的百科

全书，一部全书，一部全书，一部全书，一部全书，一部全书，一部全书，一部全书，一部99999999亿页的图书。亿页的图书。亿页的图书。亿页的图书。亿页的图书。亿页的图书。亿页的图书。亿页的图书。



• 读秀的知识搜索是基于全文搜索技术的知识读秀的知识搜索是基于全文搜索技术的知识读秀的知识搜索是基于全文搜索技术的知识读秀的知识搜索是基于全文搜索技术的知识
点搜索，建议同时使用两个以上或较长的搜点搜索，建议同时使用两个以上或较长的搜点搜索，建议同时使用两个以上或较长的搜点搜索，建议同时使用两个以上或较长的搜
索词（句），以便快速准确命中所需结果。索词（句），以便快速准确命中所需结果。索词（句），以便快速准确命中所需结果。索词（句），以便快速准确命中所需结果。
（因为搜索词太短、太普通，由于命中结果（因为搜索词太短、太普通，由于命中结果（因为搜索词太短、太普通，由于命中结果（因为搜索词太短、太普通，由于命中结果
太多，会造成无意义的检索。）太多，会造成无意义的检索。）太多，会造成无意义的检索。）太多，会造成无意义的检索。）

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



缩小检索范围的方法之：二次检索

再输入关键词再输入关键词 二次检索二次检索



缩小检索范围的方法之：书名参与定位

书名或部分书名书名或部分书名
关键词参与定位关键词参与定位



缩小检索范围的方法之：time:time:time:time:语法



缩小检索范围的方法之：检索语法



减号语法（排除功能）减号语法（排除功能）



• 为更快速准确的命中搜索结果，除使用多个为更快速准确的命中搜索结果，除使用多个为更快速准确的命中搜索结果，除使用多个为更快速准确的命中搜索结果，除使用多个
词或较长的词（句）外，利用左侧的聚类、词或较长的词（句）外，利用左侧的聚类、词或较长的词（句）外，利用左侧的聚类、词或较长的词（句）外，利用左侧的聚类、
搜索语法等是常用的方法搜索语法等是常用的方法搜索语法等是常用的方法搜索语法等是常用的方法

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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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秀的多面搜索读秀的多面搜索读秀的多面搜索读秀的多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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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秀的多面搜索读秀的多面搜索读秀的多面搜索读秀的多面搜索读秀的多面搜索读秀的多面搜索读秀的多面搜索读秀的多面搜索

多面搜索多面搜索

检索任何词时，同时得检索任何词时，同时得
到相关的人物、工具书、到相关的人物、工具书、
图书、期刊、报纸、会图书、期刊、报纸、会
议论文、学位论文、网议论文、学位论文、网
页、图片、视频、专利、页、图片、视频、专利、
标准等各种文献类型的标准等各种文献类型的
资源资源



相关词条

相关知识

相关文档

相关论文



相关视频

相关标准

相关网页

相关人物

更多相关



词条解释词条解释
中文期刊中文期刊
中文报纸中文报纸
…………………………………………

读秀篇目数据海量读秀篇目数据海量读秀篇目数据海量读秀篇目数据海量读秀篇目数据海量读秀篇目数据海量读秀篇目数据海量读秀篇目数据海量



切换到期刊



根据年代、学科、
刊种等对期刊聚类

点击期刊标题
超链接







单篇保存
为PDFPDFPDFPDF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文字摘录



• 通过读秀学术搜索引擎，可检索到的中文期通过读秀学术搜索引擎，可检索到的中文期通过读秀学术搜索引擎，可检索到的中文期通过读秀学术搜索引擎，可检索到的中文期
刊篇目数量最丰富，全文获得率刊篇目数量最丰富，全文获得率刊篇目数量最丰富，全文获得率刊篇目数量最丰富，全文获得率95%95%95%95%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且有独家封面和目录的试读功能且有独家封面和目录的试读功能且有独家封面和目录的试读功能且有独家封面和目录的试读功能

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



没有可直接下载的链接
时，可直接看一下知识
频道，尤其是会议论文





没有可直接下载的链接没有可直接下载的链接没有可直接下载的链接没有可直接下载的链接
时时时时，可直接看一下文档
频道，适合中外文各种
文献类型（包括图书）



直接下载



结果很少或者没有时，
可以关注报纸文章



缩小范围

扩大范围



• 检索到的结果太多，或者不大准确检索到的结果太多，或者不大准确检索到的结果太多，或者不大准确检索到的结果太多，或者不大准确
– 利用左侧的聚合利用左侧的聚合利用左侧的聚合利用左侧的聚合((((类类类类))))功能，以便快速筛选功能，以便快速筛选功能，以便快速筛选功能，以便快速筛选

– 利用在结果中检索或者高级检索，以便更准确利用在结果中检索或者高级检索，以便更准确利用在结果中检索或者高级检索，以便更准确利用在结果中检索或者高级检索，以便更准确

– 如检索的是默认的全部字段，则改为标题等更如检索的是默认的全部字段，则改为标题等更如检索的是默认的全部字段，则改为标题等更如检索的是默认的全部字段，则改为标题等更
准确的字段条件准确的字段条件准确的字段条件准确的字段条件

– 利用一些语法：如知识频道的利用一些语法：如知识频道的利用一些语法：如知识频道的利用一些语法：如知识频道的timetimetimetime：，减号，：，减号，：，减号，：，减号，
双引号等双引号等双引号等双引号等

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



• 检索到的结果太少检索到的结果太少检索到的结果太少检索到的结果太少,,,,或者没有或者没有或者没有或者没有
– 充分利用右测相关，看其他类型的文献是否有命中充分利用右测相关，看其他类型的文献是否有命中充分利用右测相关，看其他类型的文献是否有命中充分利用右测相关，看其他类型的文献是否有命中

– 利用提示的外文关键词、同义词、相关词，以便调整关利用提示的外文关键词、同义词、相关词，以便调整关利用提示的外文关键词、同义词、相关词，以便调整关利用提示的外文关键词、同义词、相关词，以便调整关
键词再进行检索键词再进行检索键词再进行检索键词再进行检索

– 检索方式选项默认是检索方式选项默认是检索方式选项默认是检索方式选项默认是““““精确精确精确精确””””，如选中，如选中，如选中，如选中““““模糊模糊模糊模糊””””，结果数量，结果数量，结果数量，结果数量
会大增会大增会大增会大增

– 手工处理分词：去掉一两个字，或加空格，有利于命中手工处理分词：去掉一两个字，或加空格，有利于命中手工处理分词：去掉一两个字，或加空格，有利于命中手工处理分词：去掉一两个字，或加空格，有利于命中
更多结果更多结果更多结果更多结果
�例“中共三代领导教育思想论析”，用这个完整的课题名称去检
索则为0，但使用“三代领导  教育 ” 两词检索，仅在标题中命
中的就有几十篇

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友情提示



读秀用户体会

• 图书馆老师：
– 在没用读秀以前，主要靠工具书查资料，很辛苦 ...自从有了读秀

之后，为读者解决问题的效率大大提高 ...过去...用了1星期时间，
现在...几分钟即可...

• 从事教学的老师：
– 非常好，在备课时使用尤其好，减少了写讲义的时间

• 研究人员：
– 读秀的传递功能真是太好了，非常感谢读秀在我科研上的帮助  
– 很多别的地方找不到的文献，都通过读秀找到了

• 普通学生：
– 通过读秀，我能更轻松的找到理想的答案，解决我不懂的问题

– 如果没有读秀，我估计我已决意电脑只是一个高级玩具



• 读秀是最强的学术（文献、知识）搜索引
擎：只要是学术性的、学习方面的、要查
找资料的需求，读秀一搜，立即解决

读者：读秀是查找、获取文献资料的最佳平台（搜索入口）

图书馆（文献资料服务单位）：读秀是最优文献保障工具（弥补馆
藏资源不足的最佳平台）



找到更多的学术文献

实现全面的文献服务

读秀的目标读秀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