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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配中文电子书平台比较研究

□段晓林∗

　　摘要　超星、中文在线、田田网和畅想之星是目前在馆配市场比较有影响的电子书平台,文

章对四家平台的资源、功能、运营模式和理念进行了比较,分析其满足图书馆需求的程度.指出

四家平台虽各有优势,但都不能完全满足图书馆的需求.图书馆需要一个整合各家优势的第三

方综合电子书平台,即可以整合超星的数量优势,中文在线的阅读推广优势,田田网和畅想之星

的“纸电同步”理念以及服务于这一理念的采购平台和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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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星、中文在线、田田网和畅想之星是目前在馆

配市场比较有影响的中文电子书平台.其中超星和

中文在线是涉足电子书行业较早的数据库商,在电

子书领域已耕耘多年,知名度较大.超星公司的“汇
雅”电子书是目前市场占有率较高的电子书产品之

一,基于“汇雅”电子书不能多终端使用等方面的不

足,超星公司２０１４年推出可多终端阅读的“书世界”
电子书.中文在线也于近年推出“书香校园”数字图

书馆.田田网和畅想之星则是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和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两家传统的纸质书

馆配商２０１５年推出的电子书平台,虽然推出时间不

长,但因其“纸电一体化”“纸电融合”“纸电同步”等
理念对数字出版、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采购模式的

转型变革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从而影响较大.此前

较早进入馆配市场且占有率比较高、资源收录数量

较多的方正阿帕比、书生之家等电子书产品,近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存在资源更新缓慢甚至停滞等方面的

问题,未选取作为比较的对象[１].
文章选择的两家数据库商和两家纸质书商的四

家电子书平台,在业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四家平

台的资源情况、平台功能、平台的运营模式和理念进

行比较,分析平台满足图书馆需求的程度,并结合各

家优势,探讨中文电子书采购现状及策略.

１　平台收录资源情况

１．１　收录资源数量及范围

电子书平台在收录资源类型与图书数量上各有

不同(见表１).超星电子书包括“汇雅”和“书世界”
两种电子书产品,共收录电子书１４０万种.其中“汇
雅”电子书收录的图书总量非常大,包括１３２余万种

图书,但以回溯性图书为主,新书所占比例较少,其
图片格式仅支持PC端阅读.为适应当前移动阅读

和多终端使用以及读者对电子新书的需求,超星公

司２０１４年推出新一代的电子书产品———“书世界”,
收入EPUB格式的电子书７万余种.两种电子书平

台所收录图书内容较广,涉及包括文学、艺术、政治、
经济、历史、教育、数学、医学、工业技术等在内的２２
个大类.

中文在线“书香校园”包含中文电子书约１０万

种,主要收录经济管理、历史文学、励志成功、小说文

学、时尚娱乐等方面的图书,汇集大量经过挑选的经

典名著、名家作品、教学辅导类读物,另有约３万种

有声读物,主要是一些专业配音录制的畅销小说、文
学读物、英语学习、影音艺术等作品,也包括评书、相
声、曲艺等传统艺术作品.

田田网自有电子书约１０万种左右,既包括文学

小说、历史传记、经济管理、成功励志、人文社科、生
活艺术等大众读物,也包含IT互联网、基础科学、工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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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电子书平台收录资源类型与数量(统计时间截至２０１７年９月)

电子书平台
中文图书

(万种)
拓展的图书类型、数量 收录范围

超星(汇雅、书世界) １４０
包括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历史、教育、数学、医学、工业技术

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涵盖的全部２２个大类

中文在线(书香校园) １０ 有声图书３万种 经济管理、传记历史、励志成功、小说文学、时尚娱乐等类读物

田田网 １０

化工专区１万余种,第三方对接圣才

电子教辅书６万余种、亚马逊电子书

１７万种等

既包括文学小说、历史传记、经济管理、成功励志、生活艺术等

大众读物,也包含人文社科、基础科学、工业技术、农业科学、医

学卫生等专业著作

畅想之星 ２２ 古籍６万余种,民国电子书１２万种 以人文社科学术类新书、科技类新书为主

业技术、农业科学、医药卫生等专业著作,其独家销

售的还有化工专区１万多种、圣才教辅库６万多种

考试题库、视频课程和教辅图书资源,同时与亚马逊

签约代理其１７万种中文电子书的销售.
畅想之星包含中文电子书２２万余种,以新书、

学术类、科技类为主,另有古籍６万多种和民国电子

书１２万种.
从电子书收录资源的类型与数量上看,四家电

子书平台的常规中文图书收录类型、数量各有侧重.
超星综合收录各类型图书,以１４０万种电子书的数

量,遥遥领先于其他三家.田田网在专题性图书方

面着力,畅想之星偏重学术性,中文在线(书香校园)
则偏重文学及通识教育类图书.在资源的品种范围

方面,则各有拓展,力求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比如

田田网教辅书和化工图书的独家专题收录,畅想之

星在古籍和民国文献方面的拓展,中文在线的有声

图书资源,超星则依托图像格式的“汇雅”电子书的

前期积累,在资源总量上占有较大优势.

１．２　收录资源的来源

畅想之星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浙江大学出

版社、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复旦大

学出版社等３５０余家出版社合作,实现了与出版社

部分图书的“纸电同步”出版.
田田网与近２００家出版社合作,其中化工出版

社专区是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独家销售领

域,另外对接了第三方平台,包括亚马逊电子书、圣
才电子教辅资源、中信电子书的资源.

中文在线(书香校园)汇集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社、中国作家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４００余

家出版社的正版图书,收录巴金、冰心、郭沫若、余秋

雨、梁晓声、张恨水、贾平凹、二月河、王小波等２０００

多位知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有声图书馆提供１００余位

著名演播艺术家和优秀播音员的有声作品[２].
各电子书平台收录资源的来源与平台对于资源

类型的定位息息相关.畅想之星以学术类、科技类

图书为主,签约的出版社大多是学术型出版社.田

田网强调专题特色,独家签约化工出版社,打造化工

专区,并且强化与第三方,如圣才、亚马逊等的合作.
中文在线的电子图书以文学、历史、励志、时尚娱乐

等为主,有声图书为其主要特色,因此除了与出版社

合作外,重点收录知名作家的文学作品,签约了大量

著名演播艺术家和播音员.

１．３　资源更新

在资源更新方面,电子书平台每年均有相应增

幅(见表２).随着图书馆对电子新书的需求越来越

大,无论是数据库商推出的新一代电子书产品,还是

纸质书馆配商开发的电子书平台,都比较重视新增

资源的拓展.田田网和畅想之星近年资源增加较

快,田田网加强了与第三方的合作以及与各大出版

社专区的建立,新增幅度将超过每年１０万种,畅想

之星每年新增也在１０万种左右.超星每年新增８
万种,中文在线每年新增图书３－５万种,新增有声

读物５千余集.
表２　电子书平台资源更新情况

电子书平台 每年新增可售资源(种)

超星 ８万(其中“汇雅”电子书７万,“书世界”电子书１万)

中文在线 电子图书３－５万,有声读物５千余集

田田网 １０万

畅想之星 １０万

２　平台功能比较

电子书平台在功能方面的表现各有不同和侧重

(见表３).数 据 格 式 方 面,支 持 多 种 格 式,其 中

EPUB格式是四家平台均支持的格式.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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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电子书平台功能对比

功能 畅想之星 田田网 超星“书世界”中文在线

支持格式
EPUB/

PDF/TXT

PDF/EPUB/

JPG

PDG/PDZ/

EPUB
EPUB

屏幕自适应 √ √ √ √

评论分享、标注 √ √ √

多终端同步阅读 √ √ √ √

去APP化 √ √

统计功能 √ √ √

OPAC接口 √ √ √

支持PDA采购 √ √
“纸电同步”

(荐)订购
√ √

试读 前１０页 前１０页

对接微信公众号 √ √ √

组织读书活动 √

个人书房 √

注:其中超星仅以２０１４年后推出的“书世界”电子书的功能进行

比较.

从阅读体验来看,四家平台都具备屏幕自适应

功能,对PC或移动端、阅读器等不同屏幕大小的终

端能够自动识别和自动排版,保证了阅读界面的友

好.另外,“书世界”、中文在线、田田网具有分享评

论、标注的功能,在阅读时可对某段文字进行搜索、
标注或发表观点,同时分享其他人的观点,可在平台

上了解到同时阅读该图书的其他读者的思想、笔记,
使图书的阅读过程变成交流互动的体验过程.

与之前的电子书资源只支持PC端阅读有所不

同,四家平台的电子书均能实现多终端阅读.既可

在PC端,也可在移动端(手机、平板电脑、微信公众

号)上阅读,畅想之星和田田网还配备触屏借阅机和

配套电子屏的阅读设备.此外,所有多终端均可实

现同步阅读.通过对下载保存的内容进行云同步,
实现PC端、移动端之间的同步更新、同步阅读进度

和记录,这不仅让读者离开了PC也能阅读,同时下

载的图书保存在云端,可实现永久保存和管理.更

进一步,畅想之星和田田网还实现了去APP化,PC
端不用安装客户端或插件,可在网站上直接进行网

页阅读,移动端也可以不安装 APP,在微信公众号

里同步阅读.
统计功能方面,畅想之星统计功能较强,可以统

计点击量、下载量、阅读时长,是否阅读完毕,具体阅

读时间,荐购排行,阅读达人排行,按图书分类、种数

的阅读次数,某一时间段、IP地址段的阅读人次等,
并具有分析功能;田田网的管理平台,具备基本状

态、流量分析、用户管理、排行管理、图书管理等管理

和分析功能,可查看电子书的馆藏、流通及读者阅读

统计.中文在线提供的数据统计功能,可以直接下

载提交投入产出成效报告.
在提供OPAC接口,支持用户驱动采购(Patron

DrivenAcquisition,PDA)及实现“纸电同步”(荐)订
购等方面,田田网和畅想之星均具备这一系列功能,
并且是这两个平台功能开发的重点方向,超星也整

合了图书馆的OPAC系统,中文在线的“书香校园”
暂时没有这些接口.另外,在电子书的试读方面,田
田网和畅想之星对未购买或未登录读者,均提供图

书前１０页的试读功能.
在对接微信公众号方面,田田网、畅想之星和

“书香校园”均可与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对接,超星

的相关介绍材料中未提及这一功能.
中文在线的“书香校园”提供组织读书活动、个人

书房等个性化功能,是其他三家电子书平台所没有的.

３　平台运营模式及理念

３．１　平台运营模式各有侧重

基于平台运营理念的不同,在平台运行模式上,
数据库商和纸质书馆配商的电子书平台各有侧重.
数据库商的平台以电子书的使用为主,而纸质书馆

配商则兼具使用和采购两种功能,尤其是对采访功

能的构建更为完善.
超星和中文在线的网站或平台,可以实现已购

电子书的阅读、下载,也可以对已购电子书进行检

索,中文在线甚至可以进行在线读书活动的组织和

个人书房的创建.但两者搭建的只有使用平台,没
有提供采购平台,也没有提供电子书可选书目查询.

田田网打造的是一个面向全国出版机构、图书

馆藏机构的正版数字资源的第三方共享平台,旨在

为出版方、图书馆搭建信息桥梁,出版机构将可供书

目信息上传至平台,图书馆在平台上获取书目信息

并直接下单购买[３].可以同时完成纸质书和电子书

的采购.
畅想之星是一个集版权管理、新书发布、销售、

电子书采购和借阅服务为一体的开放式综合馆配电

子书服务平台.平台的采购功能比较完善,从上游

４２

馆配中文电子书平台比较研究/段晓林

ComparativeStudyonChineseEＧBookSupplyPlatform/DuanXiaolin



2
0

1
9

年
第1

期

出版社角度,可以实时查看平台的点击量、交易量、
回款情况,保护了出版社的利益;从下游图书馆角

度,也可以随时跟踪订单状态,监督发货情况,从而

提高了工作效率.

３．２　数字出版理念基本相似

在数字出版方面,中文在线提出的是全媒体出

版的概念,即图书一方面以传统方式进行纸质图书

出版,另一方面以数字图书的形式通过互联网平台、
手机平台、手持阅读器等终端数字设备进行同步出

版;超星“书世界”采用数字出版模式,出版社的图书

在“书世界”平台直接进行数字出版,保证了出版社

的版权;畅想之星和田田网倡导电子书、纸质书同步

发行,即“纸电一体化”.
当然,无论是中文在线的全媒体出版、“书世界”

的数字出版模式,还是畅想之星、田田网的“纸电同

步”“纸电融合”,其数字出版理念基本是一致的:既
要吸引出版社提供电子书,也要谋求平台的直接出

版;既要保障版权,又要获取更多资源.

３．３　平台应用各有侧重

在平台的应用方面,电子书平台则各有不同的

视角和侧重.中文在线偏重基于平台资源的阅读活

动的推动,而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司和湖北三新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作为传统的纸质书销售商,其研发

的畅想之星和田田网更注重PDA模式、“纸电同步”
等电子书馆配功能的开发和应用.

中文在线“书香校园”着力打造的是集资源、阅
读及读书活动交互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为读者

提供的个性化书房,不仅能够自助选择图书来阅读,
在书房内进行阅读和作品上传,记录和保存自己不

同时期读过和写过的作品,更能查找和添加好友,与
好友相互交流,分享朋友和优秀读者的成长轨迹和

思路历程.通过这个平台,还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读者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阅读社区.
另外,在组织阅读活动方面,中文在线的互联网数字

图书馆可以非常方便地开展读书、征文活动,可组织

面向全球不同范围读者的读书、征文活动,活动的数

据,如参加人数、征文数量、书籍情况等统计数据即

时在后台显示,活动过程中可根据统计数据的变化

随时进行资源投入的调整.
畅想之星和田田网更重视“纸电同步”“纸电融

合”方面功能的开发.畅想之星的平台构建主要针

对图书馆传统电子书资源的一些不足,比如格式单

一、无法多终端阅读、不能全文检索、使用的管理和

统计不完善、无法作为永久资源纳入国有资产等.
畅想 之 星 具 有 OPAC 接 口,电 子 书 可 以 整 合 到

OPAC系统,从而融入图书馆的馆藏体系之中,实现

PC端、移动端的统一检索.对接可供书目平台,支
持电子图书荐购、纸质书荐购、用户自定义专题,支
持PDA采购模式,提供签约出版社纸质书回溯电子

书的“纸电同步”服务,实现“纸电同步”(荐)采购,提
供１００余万种可供纸质书书目数据,并与电子书数

据整合.田田网也提供与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对接,
同样支持PDA采购模式,同时提供１８０万种在版书

目,并以每周上千本的速度更新,提供全品类覆盖在

线纸质书馆配,实现“纸电同步”(荐)采购.

３．４　销售模式和策略各不相同

图书馆以前购买的电子书通常是以数据库的形

式销售,比如超星“汇雅”、书生之家、方正阿帕比等.
这些电子书的折合单价较低,但资源存在同质化的

情况,特色也不明显,很容易造成高校图书馆资源建

设的重复浪费.另外,图片形式的数据格式,也使这

些电子书无法接入图书馆的检索系统.２０１４年后,
由于版权、定价、分账不透明等因素制约,几大电子

书平台数据更新缓慢,很难提供与最新纸质图书同

步的电子书,甚至有的平台已不再更新数据[４].
针对原来电子书的诸多不足,四家电子书平台

根据自己不同的平台应用理念,制定了不同的销售

模式和策略.
超星的两个电子书均采取包库和镜像单册的采

购模式.镜像单册购买让图书馆拥有电子书资源的

所有权,包库购买则需要每年支付使用年费.“书世

界”电子书在格式上与当前市场和读者移动阅读的

需求相适应,但其销售模式仍旧维持了以往“汇雅”
电子书包库和镜像的基础模式,镜像单册购买也以

分类打包的形式为主,或者以Excel表格形式选购,
没有提供采购平台[５].

中文在线作为另一家较早进入电子书市场的数

据库销售商,其运营方式是为高校开通“书香校园”
独立的访问地址和网络名称,如书香复旦、书香同济

等.应该说书香校园所卖的不仅仅是电子书的资

源,还包括所提供的网上读书活动的组织、个性化书

房等功能.销售模式是包库租赁的形式,使用者每

年支付资源使用费和运营服务费.该种销售模式

下,电子书资源不属于图书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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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据库商的销售模式有所不同,作为传统的纸

质书商,畅想之星和田田网为适应和应对数字化出版

的发展应运而生,其对于电子书的销售理念,是要把

电子书卖给图书馆,让它成为图书馆的永久资产.
畅想之星提供的销售模式比较多元,既包括传

统的包库模式,也有按需选书的专业资源库模式,另
外还有PDA模式,以及租借阅读器的墨水屏阅读器

Unlimited业务.其中包库模式以本地镜像方式提

供２．８万种可以一次性买断的图书,主要销售对象

是公共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和综合、社科类高校图

书馆;专业资源库模式主要面对专业性强、按需采购

的高校图书馆,免费赠送图书馆电子书订购系统,提
供单本采购;PDA采购则是在设置采购金额、采购

类别、最大复本数,单个读者采购册数、单册金额限

制的前提下,读者每下载一本书即视为图书馆采购;
电子墨水屏阅读器借还系统采用月租方式,提供近

万种畅销书的任意下载阅读.田田网的销售模式包

括单册采购及PDA模式.当然,无论是包库,还是

单册选购,还是PDA,畅想之星和田田网提供的销

售模式,图书馆均可实现永久购买,一次购买即拥有

电子书的所有权,不需要每年持续付费.

４　满足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需求程度

４．１　对资源的需求

从拥有资源的数量上来看,目前超星１４０万种

电子书的资源优势,是后起的电子书平台暂时无法

比拟的,但畅想之星和田田网近年来对电子书市场

的重视及其对电子书资源的大力拓展,其新增资源

的幅度和速度也不容小觑.然而四家电子书平台提

供的资源,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比如超星电子书

虽然数量众多,但新书较少,学术性不强,其他几家

电子书的数量,目前均只在１０－２０万之间,收录图

书虽有侧重,但覆盖范围有限,而且四家电子书的收

录还存在交叉重复.应该说,目前尚没有一家电子

书平台能完全满足图书馆的需求.图书馆如果想拥

有更多的电子书资源,从目前馆配电子书市场来说,
势必需要购买多家馆配商不同平台的电子书资源,
必然会造成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复和浪费.

从资源所有权的角度来看,随着电子资源纳入

馆藏统计的呼声和期待越来越高,图书馆越来越重

视电子书的所有权,也会越来越关心电子书是否能

接入图书馆管理系统的问题.田田网和畅想之星作

为纸质书馆配商的电子书产品,已经敏感地注意到

了这一发展趋势,在提供和接入图书馆管理系统、进
入公共检索平台等方面,新的采购模式已经在技术

上和应用层面做出相应准备.作为数据库商的电子

书产品,超星“书世界”和中文在线“书香校园”则尚

未足够重视这方面功能的开发.

４．２　对采购方式的需求

电子资源使用的便捷性,使读者对电子资源的

依赖逐步增强,纸质图书和电子资源的使用呈现出

纸质书借阅率逐年下滑、电子资源逐步上升的趋势.
但纸质书在保存文化、提供亲和阅读、构建完善藏书

体系和学术研究依然重视原版文献等方面有着电子

书所不能取代的特质,应该说电子书只能分流一部

分纸质图书的利用率,而不可能完全取代纸质图

书[６].因此,许多图书馆顺应读者需求的变化及图

书馆发展的要求,采取了纸质书保品种、减复本,电
子书增加数量的采购策略.这使得图书馆对“纸电

一体”“纸电同步”采购提出了迫切的需求.田田网

和畅想之星作为纸质书馆配商开发的电子书平台,
在“纸电同步”销售方面有着比数据库商更多的先天

优势,借助其拥有的遍布全国的庞大纸质书馆配体

系,和畅通的纸质书征订书目汇编渠道,只要把电子

书的可供书目接入平台,即可实现“纸电一体”“纸电

同步”采购.另外,田田网和畅想之星提供图书馆免

费使用平台,可进行书目查询和“纸电同步”的采购

流程操作,其单册选购和PDA采购模式,也为图书

馆电子书的按需采购提供了可能.
相对于缺乏纸质书的馆配体系、电子书还处于

平台与资源整合一体打包销售的超星和中文在线两

个传统的电子书数据库商,田田网和畅想之星的销

售模式和免费平台提供的采购功能更符合当前图书

馆对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采购方式的需求.

４．３　对服务的需求

从提供服务的角度来看,图书馆除了被动的资源

提供外,还需要开展一些主动的资源推介,让读者了

解有哪些资源可以利用.近年来随着全民阅读活动

的开展,图书馆一直在积极推进和开展阅读推广,可
以说也是一种基于资源的阅读活动的组织和实施.
对于电子书的阅读推广和“线上”阅读活动的组织,目
前图书馆开展得比较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少相应

的支持平台.四家电子书平台中,“书世界”、中文在

线、田田网可提供阅读评论分享和标注等功能,但真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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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有助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则是中文在线提供的阅

读活动组织、阅读网络社区搭建的功能.这些功能无

疑对电子书资源的推广和利用,有着非常积极的作

用,图书馆可以利用平台提供的功能,进行阅读活动

的组织与策划,开展基于电子书的“线上”阅读推广,
扩大受众范围,丰富阅读推广的形式和内容.

５　结论

从上述对资源、功能、平台运营模式和理念以及

满足图书馆需求几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四
家馆配电子书平台各有优势.在电子书数量的积累

上,超星优势明显,在市场占有率及影响力上,超星

和中文在线由于进入馆配市场较早,市场占有率和

知名度较高,在设计理念和功能的全面开发方面,畅
想之星和田田网更符合当前需求.应该说,暂时还

没有哪家平台的综合优势能完全引领业界发展或被

馆配市场所公认.
面对各有优势的电子书平台,图书馆有必要根

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电子书平台采购策略.如果

想在电子书数量上有大幅增长,超星可作为首选;要
实现电子书阅读活动的组织与开展,中文在线提供

的功能相对较强;要实现电子书的按需采购、单册采

购,畅想之星和田田网有其优势.但对于既希望拥

有一定的电子书数量,又能具备相对全面的平台功

能,目前尚没有哪家平台能够集中所有优势,因此图

书馆只能通过采购多家电子书平台的方式来满足需

求.通过对上海市３０家本科高校图书馆拥有电子

书平台的抽样调查,超过７０％的图书馆采购了２种

以上的电子书平台,采购３种以上电子书平台的图

书馆也达３０％.显然,多平台采购是目前电子书采

购的基本现状.然而,采购多种平台,势必出现资源

重复建设、平台管理体系多样、采购方式不一等情

况,同时也会造成电子书的检索方式不同,使用模式

互异,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因此,从自身需求的角度出发,图书馆更需要一

个功能全面的第三方综合电子书平台.该平台应被

出版社、馆配商、图书馆和读者共同认可,可吸引绝

大多数出版社电子书的上传,提供图书馆纸质图书

和电子图书书目查询和在线采购,接入图书馆管理

系统,提供读者统一的检索和使用界面,具备图书

馆、出版社及读者间开展互动活动功能等.这个平

台可以说是集中了上述四家电子书平台的优势,即
超星的电子书数量优势,中文在线在提供阅读推广

功能方面的优势,田田网和畅星之星“纸电同步”的
理念以及服务于这一理念的采购平台和采购模式.
相信在图书馆的需求驱动和出版社的发展要求下,
随着馆配市场的发展,通过合理的竞争和行业的整

合,这个平台是可以被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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