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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如下这些情况，当在图书馆借到一本书的

时候，发现后面附的光盘不见了，而你又非常需要这个光盘，应该去

哪里找呢？在学习专业课之余想看一些学术视频，应该去哪里找？当

大家需要进行小组讨论，却发现不知道该去哪里，食堂？太乱。水穿

石？太贵。那去哪里是又安静又免费又高端大气有档次呢？想看最新

的大片和电视剧，可是好费流量，去哪里可以看到免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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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资源是指由声

音、图形、动画和视频等

多种信息载体所构成的资

源。

多媒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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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频资源

• 图书馆馆藏音频资源收藏有英、法、德、意、日、俄等语种的听力资

料近700种。

– 磁带资料：420余种、2千余盘

– CD资料：223种

– Mp3：磁带语音资料现已大部分转换成Mp3格式

• 包括英语四六级、研究生考试、TOFEL、GRE、托业等，以及小说、短

文、故事、电影录音、歌曲等趣味性较强的听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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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频资源

• 图书馆馆藏视频资源收藏有英、法、日、德、西班牙、俄等多种语

言、多种类型的录像带和光盘近五千种，其中包括故事片、音乐片、

科教片、文献片等，内容丰富，具有较强的可视性。

• 载体格式：录像带、VCD、DVD。

– 中外文录像带共有2953盘。

– DVD资料：包括科教片、故事片、各类多媒体资料等

共有3000多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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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缩微资源

• 我馆可提供查阅的缩微资料分为缩微平片55种13985张、缩微胶卷22种640卷

• 中文资料有民国、清代及以前的资料37种

– 外文资料主要侧重于法律、政策等方面36种

• 对部分馆藏资源进行扫描加工

– 解放区出版物，近3000种，没有提供服务

• 使用阅读机查阅缩微资料内容

• 查阅地点：新馆31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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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媒体数据库

为了方便同学们的学习，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

我馆购买和试用了40余种多媒体数据库，供同学们学

习娱乐之用。



多媒体数据库

多媒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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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学习类

音频源

多媒体数据库

视频资源

缩微资源

1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多媒体资源管理平台

2 非书资料管理系统(随书光盘）

3 超星学术视频数据库

4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

5 “知识视界”视点周刊

6 雅乐国际教育视频数据库

7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8 新东方掌上学习平台

9 3E英语多媒体资源库

10 智课网《英语学练在线服务平台》

11“软件通”计算机技能视频学习数据库

12 中国知网学术图片知识库

13 中科UMajor大学专业课数据库



知识学习类

音频源

多媒体数据库

视频资源

缩微资源

14 万方视频（试用）

15 《森途IT在线学习平台——ITYE》数据库（试用）

16《口语伙伴》（试用）

17  FIF外语学习资源库（试用）

18 “知识视界”视频图书馆德语学习平台（试用）

19《中经视频 财经专版》视频资源库（试用）

20《全球商学院》视频资源库（试用）

21“51CTO学院-IT技能学习在线”数据库（试用）

22 云图数字有声图书馆（试用）

23 新东方在线微课堂（试用）

24 中联全媒体数字资源系统（试用）

25 中华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库（试用）

2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知识服务平台（试用）

27 数据公园（试用）

28 翼狐设计学习库（试用）

29 创新树—全球创新知识服务平台（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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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多媒体资源管理平台



新平台

• 此平台是图书馆进行多媒体资源的组织管理与服务的特色数据库。

该平台可以对音频、视频、图片、相片、胶片等多媒体资源进行组织

、加工、发布、浏览与利用。

• 主要功能有：资源分类浏览、数据库浏览与检索、网站内资源统一

检索、多媒体空间利用、多媒体服务活动展示、多媒体“微服务”活

动申请及使用统计等。

• 根据资源的版权限制，读者可以1人或多人在线收看、收听、阅读并

下载部分资源。



非书资料管理系统（随书光盘）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6%E0%C3%BD%CC%E5&in=16475&cl=2&cm=1&sc=0&lm=-1&pn=627&rn=1&di=2003988456&ln=2000


非书资料管理系统（随书光盘）

初次使用，需先下载安装“网碟虚拟光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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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工具下载”进入下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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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网碟虚拟光驱”



10/16/2020

通过浏览查找资源：分类导航按照中图分类法下的具体类目进行浏览。或者
点击“分类浏览”进入分类浏览页面，可以选择按中图法或者出版社浏览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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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字段检索：选择检索方式，输入检索词，点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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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检索：输入检索词、选择检索条件、选择逻辑关系，进行组
合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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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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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是将光盘内容下载到本机使用。
“在线” 是系统自动加载镜像文件，并自动打开该镜像文件，直接就可使用

该光盘。

直接下载光盘
在线运行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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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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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星学术视频数据库

• 邀请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学术权威，通过影像技术将他们多年学术

研究成果系统地记录、保存并传播。

• 包括大师风采、治学方法、哲学、文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律政治、

工学、理学、医学、教育学、农学、管理学、军事学等系列，目前参加

拍摄的名师、专家学者已经达到3000余名，拍摄完成学术专辑五万余集。

• 视频讲授形式包括：课堂教学系列、专题讲座系列及大师系列。每个系

列的选题和授课名师均由专业的学术委员会精心策划并挑选，有力的保

障了所有讲座的权威性、学术性和前沿性。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是由新东方在线推出的“一站式”综合学习

平台。该平台凝聚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多年的教学精华，包括

课程、考试、咨询、训练专项等4个专栏，涵盖CET4、CET6 、

TOEFL、GRE、GMAT、IELTS、考研、专四、专八、考博、

MBA、专业硕士考试、小语种（德、法、日、韩、西、俄、意）

、商务英语、口译笔译、实用英语、医学、司法、金融类考试等

等，还提供求职指导、计算机应用、英文法律法规等多种课程及

相关考试训练，资讯模块提供海量考试学习等相关资料讯息。



智课网《英语学练在线服务平台》

平台包含最新最全的TOFEL\IELTS\GRE\GMAT\大学英语四六级、考研等名

师课程及外教在线写作、口语批改一对一服务

• 超清品质课程：配有中英文字幕。

• 外教在线批改服务：通过网络提交口语和作文外教逐一诊断、批改、纠错、

点评。（人工作文批改服务和口语诊断服务需要注册后方可使用）

• 真题逐题精讲课程：最顶级国外考试教学专家逐题精讲

• 免费讲义下载：智课网每门名师课程均附赠最新、最全的讲义资料，读者

任意下载，免费使用。

• 互动直播讲堂：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教学环境，摆脱了时间、空间、规模的

约束，参与在线直播与名师与学友实时交流互动。



“软件通”计算机技能视频学习数据库

• 通过视频讲解（知识点+实例）快速学习和精通掌握各院系、各学科

主流计算机软件操作技能。数据库系统已覆盖14个大类，近300个版

本的软件学习资源，总视频数将近30000个，总时长超过2200小时

• 资源分类：
《办公自动化》《计算机程序语言》《多媒体设计》《影视后期设计》
《系统开发》《平面设计》《数据库程序语言》《计算机辅助设计》
《数据处理》《全民学电脑》《网络编程》《三维设计》《计算机基础》
《网页网站设计》



考试培训类

音频源

多媒体数据库

视频资源

缩微资源

1 VERS维普考试资源系统

2 高教网考研互动精品课程

3 正保会计视频数据库

4 中科VIPExam考试学习库（试用）

5 IBCET大学英语四六级网考学习数据库（试用）

6 学问网全媒体自主学习库（试用）

7 起点考试网（试用）

8 起点考研网（试用）



VERS维普考试资源系统

• “VERS维普考试资源系统”（简称VERS）是维普资讯专门研发的集日常

学习、考前练习、在线考试、模拟测试等功能于一体的教育资源数据库。学

生可以根据个性化需求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和考前练习，教学部门可根据

需要构建题库、组织在线考试等。

• VERS题库目前涵盖了公务员类、从业资格执照类、工程类、语言类、计算

机类、经济类、医学类、研究生类、法律类、综合类十大分类，220余个热

门考试科目，2.5万余套试卷。包括模拟自测、专项练习、随机组卷、我的

题库、题库检索、自建资源、在线考试等主要功能模块。



高教网考研互动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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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研名师公开课

考研互动精品课程是一套高清考研辅导互动视频课程。主要针对研究生入学考试考前复习

准备使用，包含政治，英语一，英语二，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6个公共科目。覆盖全年

基础，强化，冲刺阶段的所有课程。力邀原国家命题组组长及成员教师作为主讲老师，并

通过视频互动的方式给考生最生动，最正确的解题方法和复习方法。

2、名校学霸专业课（试用）

上百门考研专业课由各院校各专业学霸提供，涵盖了国内多数院校和专业，覆盖全国统考

专业课（分值为300分）共13门；由嫡系师兄师姐提供课程讲授，练习，答疑等服务。国

内名校，重点专业覆盖率达80%。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高教网考研互动精品课程 登录账号：gjwtest@higher-edu.cn  

密码：88861701



正保会计视频数据库

正保会计视频数据库是正保远程教育多媒体资源库的系列产品之一，汇

集了会计方面的精彩课程，均由国内顶级名师讲授，帮助高校师生顺利

通过会计考试、提升专业能力、增强就业实力。我馆购买了会计从业、

注册会计师、银行从业、证券从业、期货从业、中级会计职称、统计从

业、注会综合方面的课程。



就业培训类

音频源

多媒体数据库

视频资源

缩微资源

1 就业数字图书馆

2 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与就业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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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数字图书馆

《就业数字图书馆》数据库全面涵盖了大学生就业教育所必须

的资源信息，为学生就业指明方向，提升职业竞争力，解决学

生有关就业的各种疑惑。数据库分为职业测评、职位大数据、

行业大数据、城市大数据、生涯规划课、权益保障、前沿资讯、

简历通、名企攻略九大版块。



2.综合时事类

泰克贝思
传奇视频

泰克贝思
多媒体资源
应用中心

添加
内容

博看网
期刊杂志
数据库

新华社
多媒体
数据库

天脉电视
新闻资讯

教研数据库

新时代
党政视频
资源库



10/16/2020

博看网期刊杂志数据库

• 收录2200多种60000多本期刊杂志。

• 分类：博看精选、时政民生、党政军事、文学文艺、时尚

娱乐、医药健康、财经管理、农村农业、科技科普、家庭

生活、教学研究、中小学教育、体育运动、情报档案、高

等教研。

• 原貌版、文本版阅读方式。



3.文化欣赏类

感受文化的魅力

KUKE数字音乐图书馆

中华数字书苑—方正艺术博物馆

橙艺艺术在线

校园经典影院



KUKE数字音乐图书馆

库客（KUKE）一直专注于非流行音乐的发展，推动国内高雅音乐的普及，促进中国音乐素质教育的发

展。

• 唱片：拥有Naxos、Marco Polo、Countdown、Sony Classical等国际著名唱片公司的授权，同时整合

了中国唱片总公司等国内唱片公司的资源。

• 视频：汇集了歌剧、芭蕾、音乐会现场、音乐纪录片、爵士、音乐之旅、特色电影等从中世纪到现当代

1000多部近3000小时的优秀音乐视频作品。

• 库客剧院：2011年库客推出在线直播服务，与全国重点演出场所合作，提供多种类演出的现场同步直播

视频。演出节目类型：音乐会、歌剧、戏曲、话剧、相声、民谣等，每年提供不少于1000场次优质直播

节目。

• 有声读物：分为中文读物和英语读物两种。英语读物，都是由英国BBC广播电台、美国ABC广播电台当红

主播亲自朗读，结合丰富的古典音乐配乐，内容涵盖了儿童文学、诗歌名著、小说、历史传记等1000余

部作品，目前已被众多院校作为英语口语视听课件使用。中文读物为配乐的唐诗宋词等作品，风格优雅清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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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艺术博物馆

• 是方正阿帕比数字资源平台上的精品图片库，回顾和梳理数千

年的审美历程，收藏从文明的发端到20世纪的结束，是大规模

的在线艺术品鉴赏平台。

• 现有资源库：中国美术馆、中国书法馆、中国民间美术馆、中

国红色艺术馆、世界美术馆、中国出土器精品馆、中国老照片

馆、中国古代设计馆、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馆、世界经典标识

设计馆、世界经典商标设计馆等。

• 每个资源库下又分若干子馆。提供标题、主题关键词、编号、

作者、作者简介、朝代、内容说明等项目，可进行简单检索、

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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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经典影院

• 提供高达1.5M码流的高清视频、全球领先的FMSS实时流媒

体技术，支持蓝光高清影音文件格式，实现高清流畅播放。

• 包括电影、电视剧、综艺、动漫、体育、经典回顾等。







三、新媒体的空间布局及服务

区域：图书馆三层中部、南部、图书馆四五层

数字资源阅览区

精品视听室

研修室

多功能厅

视听控制室

智能钢琴（一层中部）

体感互动拍照（一层中部）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 8：00 -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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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

预约

申请



10/16/2020

（一）数字资源阅览区



（一）数字资源阅览区

• 地点：图书馆三层中部东侧

• 设备： 112个座位（带电源插头）

4台公共电脑

• 功能：是传统电子阅览室功能的拓展

– 查询互联网

– 检索网络数据库

• 使用：

4台公共电脑无需负责开关机，上网须登录个人微人大。

禁止只使用自带笔记本占用公共机位



（一）数字资源阅览区

音乐电子壁画 “音乐电子壁画”搭载红外体感感应装置，
同时具备赏析和收听功能。当观者靠近画面，
欣赏壁画的同时，更丰富的动态图画将弹出，
扫描二维码后，还能聆听与画面匹配的音乐。
分为：艺术家系列、少数民族系列、乐器系
列。音乐壁画甄选了艺术大师画像、绮丽恬
淡的少数民族自然与人文风光、乐器图片，
结合优美动听的音乐，让读者不经意间穿越
时空，遇见流芳百世的大师、感受少数民族
风情，聆听令人心旷神怡的音乐。在您身边
的空间营造了一个“迷你艺术馆”。

使用方法：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收听使
用，可收藏并免费分享。





（一）数字资源阅览区

云CD

云CD以多媒体触控一体机为载体，实现
“扫描二维码把CD装进手机”的功能，用户可
以在媒体机中浏览唱片，也可进行试听。媒
体机中的每张唱片都对应一个唯一的二维码，
用户只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将当前这张唱
片，收藏进库客音乐手机客户端或是微信上，
可免费分享，不再受时间地点限制，随时收
听自己的最爱的音乐。

云CD包含古典音乐、浪漫金曲、英语经
典、当代爵士、古典跨界、世界风情、影视
音乐、伴我读书、健身音乐、减压音乐、华
夏之韵、唐诗宋词、重回初心、爱上古典、
休闲放松等15个分类，约1500张CD，每张CD
都有专属二维码。实时在线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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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品视听室



（二）精品视听室

• 地点：图书馆三层南侧303室
• 设备：10个电视电脑一体机机位，可单人或双人使用。7个数字留声机机位。6个高品

质音乐机位。 400多种正版DVD。
• 功能：

– 收看有线电视
– 欣赏本地影视
– DVD播放
– 查询互联网
– 欣赏音乐

• 使用：需刷卡登录
– 读者需持校园一卡通在“机位管理系统”机上刷卡
– 刷卡后到305室压一卡通证件领取设备。
– 登陆计算机，认证后方可免费使用机时。
– 单次使用时间为3小时/次，每人每天可使用的最长时限为6小时。
– DVD播放，需在“试听控制室”查询目录，压一卡通证件借阅DVD使用。



（二）精品视听室

数字音乐留声机

数字留声机以客户端的形式，经过

专业分类，精选库客唱片装载至触控一体
机内，使用者可自主选择唱片欣赏，在黑
胶唱盘的主题设计中体验留声机独有的浓
郁古典气息。数字音乐留声机主要提供八
个栏目：电影音乐、缤纷世界、神州民乐、
殿堂经典、音乐剧场、慢享音乐、英文读
物、怀旧金曲。同时提供39期古典音乐电

子杂志，通过音频、视频、文字、图片的
方式，向读者讲述古典音乐的基础知识。



（二）精品视听室

高品质音乐

利用HIFI级的专业立体声耳机，
高品质耳放解码器，欣赏高解析
度的无损数字音乐，享受不平凡
的声音，带来上佳的听音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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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修室



新馆个人学习室（1-2人）

人图新馆为读者提供学习室、研讨室、视听室等独立的研
修空间，环境温馨舒适，上述空间均通过网络预约，欢迎使用。

学习室内配有阅览桌椅、电源、无线网络等；研讨室内配
有研讨桌椅、无线网络、白板、投影仪等；视听室内配有55寸
高清电视电脑一体机、DVD播放机、沙发等。

新馆学习室（共12间）：4-01——4-06 位于新馆四西侧阅览区
501-A、B、C；502-A、B、C，位于新馆五层南侧办公区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22:00 ，限1-2人使用





新馆小组学习室（1-3人）

共四间： 5-01——5-04，位于新馆五层西侧阅览区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22:00 ，限1-3人使用



新馆研讨室（5-18人）

新馆研讨室（共2间）：505、506，位于五层南侧办公区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7:00 ，限5-18人使用



新馆视听室

地点：图书馆三层南侧304（智慧视听室）、306、308室

设备：每间视听室配有音视频播放设备、75寸高清电视电脑一体机（可触摸），适
于10人左右使用。

功能：
—专题研讨
—学术沙龙
—影视欣赏
—有线电视播放
—直播录播功能（304室）

使用：

—进入图书馆主页“研修室预约”进行网上预约
—免费使用（4人-12人）
—每次最多只能申请预约4小时，可预约三天之内（含预约当天）的时段。
—请在预约开始时间前10分钟（前一时段无人预约情况下）和后30分钟内刷卡。
—需使用者4人刷卡（包括主预约人）方可使用。





智慧视听室（304室）



视听室（306、308室）



多媒体工作室（1-4人）

多媒体工作室的使用，请在三层多媒体值班
室（305室）人工预约，联系电话62511670



多媒体工作室

• 地点：图书馆三层南侧310室

• 设备：配有苹果高配置图形工作站、缩微胶片阅读机、音视频编辑软件、音视频播放

设备、75寸高清电视电脑一体机（可触摸）、蓝光DVD等软硬件

• 功能：

– 音视频资料编辑

– 苹果图形工作站

– 缩微胶片阅读

• 使用：

– 本校读者免费预约使用（要求使用者掌握Mac 

OS操作系统，熟悉苹果专业影视编辑软件

Final Cut Studio应用）

– 预约地点：视听控制室（3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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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功能厅（四）多功能厅



（四）多功能厅

• 地点：图书馆三层南侧307室

• 设备：室内无线覆盖，扩音和播放系统及设备，90人沙发。

• 功能：为音视频欣赏和文化活动需求设计

– 放映中外影视

– 召开学术会议

– 播放有线电视

– 培训讲座



（四）多功能厅

• 使用：

• 使用安排（18:30-21:00）：

每周五、六、日晚上为“图书馆微服务”专场放映日---校内学生社团专场活动
或图书馆电影；

其余晚上时间，校内社团或学生组织可申请免费使用（不定期）

白天专场影视放映、会议、讲座等活动需与图书馆办公室联系。

• 定期免费放映目录发布：视听控制室（305室）门前信息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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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视听控制室（五）视听控制室



（五）视听控制室

• 地点：图书馆三层南侧305室

• 功能：

– 多媒体所有服务空间的管理

– 读者咨询服务

– 设备管理

– 光盘出借

– 多媒体工作室预约



智能钢琴（一层大厅东侧）

智能钢琴

智能钢琴体验区采用的是库客音乐自主研
发的KUKEY智能钢琴，配合库客智能钢琴学习
系统，提供立体有趣的音乐体验形式，激发学
生的参与热情，通过丰富的库客标准艺术课程
学习资源，全方位采集钢琴的弹奏数据，开启
音乐多媒体互动学习新模式。

主要功能：1）、对于没有学习过钢琴的读
者，可以零基础自学。图书馆为这部分读者提
供学习的软件和练习的场地。智能钢琴最大的
特点是可以带耳机弹奏，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2）对于已经学习过钢琴的读者，因为宿舍没
地方练习，图书馆可以给读者们提供一个练习
场地。

位置：一层大厅最东侧

（六）智能钢琴





（七）体感互动拍照

体感互动拍照是实现人物与

景完美融合的实时科技互动拍摄

体验，拍摄过程极具娱乐性和趣

味性，拍摄效果逼真，与身临其

境拍摄效果几乎一样。拍摄完成，

可实时生成二维码，通过二维码

下载保存照片并分享。



四、多媒体特色服务——微服务

图书馆微服务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媒体服务空间为读者提供的

一种不同于传统信息服务的全新服务方式，体现了图书馆多元化服务的理

念。它通过新颖、短小、细致、活泼的信息推介形式宣传图书馆的资源和

服务，并充分发挥馆藏多媒体资源的优势和馆舍空间的文化功能，为读者

营造一种快乐学习和真情互动的氛围。

图书馆微服务通过微博、微信、微课堂、微电影、微记录片和微刊

等形式，让读者在图书馆体验到更加细微、时尚、精致和快乐的服务。



微服务读者申请流程

1、提交活动策划（图书馆311室，赵欣老师）

2、图书馆老师审核

3、领取填写图书馆微服务申请表

4、申请者所在主管单位审核盖章（院系学生组织申请由院系团委
盖章，学生社团申请由校团委盖章）

5、申请表送回图书馆311室，作为图书馆空间场所使用凭证。

要求：在每个月的月底之前提交下个月申请表，人数30人以上

使用时段：晚上18:30-21:00





英语角活动



观影说法活动



社团活动



“悦读多媒体”电子杂志



“悦读多媒体”电子杂志



图书馆主页“教学/培训”栏可以查询相关课件！

欢迎同学们使用图书馆

多媒体资源、空间及服务！

使用中有任何问题请联系：62511024

谢 谢！



欢迎利用图书馆资源和服务

在使用或培训中有问题或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 62511371； 62511024

E-mail: tsgzxb@ru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