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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電子圖書
全球最大的科學、技術與醫學(STM)領域	

電子圖書資料庫

 • 經過嚴格評閱的必備内容

 • 持續使用並有存檔權限	

 • 無數字版權管理(DRM)限制	–	對用戶同時使用、	

打印和下載不設限制

 • SpringerLink整合平台	–	隨時隨地從任何設備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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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電子圖書

全球最大的STM電子圖書資料庫

 • 可在線上瀏覽超過140,000種電子圖書，且每年新增多達8,000種

 • Springer電子圖書回溯數據庫	–	收錄約11萬種電子圖書，可從2004年回溯至1840年代

 • 在link.springer.com上以整合形式提供電子圖書、電子期刊及其他內容

 • 搜尋便捷	–	所有內容已全面提供索引功能並支援檢索到章節級別

 • 無數字版權管理(DRM)限制	–	對用戶同時使用、打印和下載不設限制

 • 符合OpenURL標準，並與所有主流鏈接解析器實現完全整合

 • 可下載MARC數據記錄

 • 符合COUNTER標準的使用量統計	

Springer的電子圖書是無與倫比的科學研究寶庫。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提供對當今

最大的科學、技術與醫學出版物文庫的全文瀏覽，內容涵蓋專著、教科書、手冊、圖解

集、工具書、系列書等。

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收錄超過140,000種圖書，包括來自世界頂級學者的研究成果。該

書庫不斷充實壯大，每年新增超過8,000種最新出版的STM圖書、系列書和工具書。

	

整合與簡化
Springer電子圖書由單一整合平台SpringerLink提供，該平台包含超過800萬份文檔，

內容涵蓋各個領域的科學研究。SpringerLink平台上的內容可輕鬆查找和瀏覽；所有

Springer文本均已由Google及其他主流搜索引擎編入索引，並與全部主流連接解析器(包
括Summon和SFX)實現完全整合。由於各種Springer產品均由SpringerLink提供，因此所

有電子圖書(包括參考工具書、系列書等)都可與其他Springer出版物相互檢索。	

無DRM 限制
Springer電子圖書擺脫一般數字版權管理(DRM)限制，為讀者帶來更大的靈活性和可用

性。由於沒有DRM限制，讀者可以隨時隨地輕鬆訪問所需內容。此外利用SpringerLink的

網頁響應式設計，用戶可通過專為小屏幕上文本查找與閱讀而優化的界面，從移動設備

瀏覽所需內容。

Springer電子圖書可透過我們精心挑選的合作夥伴，以多種不同商業模式獲得。請瀏覽

springer.com/ebooks了解更多電子圖書使用與銷售信息。

	



13個學科子資料庫
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分為13種學科子資料庫，一方面圖書館可迅速確認讀者所需內容

並準確地提供相應信息，另一方面用戶可以便捷地查詢和使用有關內容，方便省時。

新增子資料庫：能源

Springer能源類電子圖書資料庫涵蓋基礎科學、新興研究及實際應用等領域。該資料庫迅

速增長，從而滿足讀者對更高效且減少對氣候影響的能源及燃料方面的興趣和需求。

雖然技術進步往往源於工程學科，但對於此類複雜問題的社會解決方案還來自許多其它

領域，包括材料科學、物理、化學、地球科學及商業與經濟等。

 

電子圖書資料庫包含哪些內容？

springer.com/ebooks 無限制獲取必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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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為科學

 • 生物醫學和生命科學

 • 商業和經濟

 • 化學和材料科學

 • 計算機科學

 • 地球和環境科學

 • 能源

 • 工程學

 • 人文、社科和法律

 • 數學和統計學

 • 醫學

 • 物理和天文學

 • 專業與應用資訊

13個電子	
圖書資料庫

內容

主要工具書
教科書

電子系列書                 
(如 LNM, LNCS, LND)

摘要

專著
會議論文集



Springer 電子圖書的優勢

出色的使用率 

 
全球使用量

2012年版權年份的平均章節下載量

Springer為提供全球最大的

STM圖書資料庫而感到驕傲

springer.com/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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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域下載量顯示出Springer電子圖書的全球分佈和使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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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持續時間長於印刷版本

與印刷版本相比，Springer電子圖書

的持續時間較長，並且可供讀者隨時

使用。

電子圖書使讀者對幾年前出版的“

陳舊”電子圖書保持興趣並使用，相

比之下，印刷版本圖書的使用量相對

較少。

無限制獲取必備內容



“如果我比別人看得更遠些，那是因

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

艾薩克·牛頓爵士

springer.com/ebooks

Springer 電子圖書回溯數據庫

經典著作並未絕版	–	現在可以線上獲取！

 • 大約110,000種STM電子圖書，出版日期可追溯到1840年代

 • 無數字版權管理(DRM)限制	– 對用戶同時使用、打印和下載不設限制

 • 整合於SpringerLink平台 

Springer擁有悠久的出版歷史，提供重要圖書以培育和啟發一代又一代的研究人員。為履

行我們對科學界作出的持續承諾，Springer已投資一項重要計劃：Springer電子圖書回溯

數據庫(SBA)	 –	 讓廣大讀者能夠從SpringerLink平台或以印刷版本獲得，從2004年追溯至

1840年代出版的約110,000種高品質圖書。

Springer電子圖書回溯數據庫讓研究人員可以隨時隨地透過SpringerLink平台，瀏覽過

去、現在和未來的學術研究成果。研究人員可以便捷查閱科研領域中最高水平的圖書，

許多圖書更是第一次以電子版呈現。圖書作者均為世界著名的科研人員	 ，	 比如:	 Rudolf 
Diesel, Marie Curie, 和Paul Ehrlich.

如需更多信息，請訪問：	

springer.com/book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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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版權年份劃分的英文SBA書目所佔百份比(%)

按版權年份劃分的德文資料庫SBA書目所佔百份比(%)

無限制獲取必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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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 電子參考工具書
作為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的其中一部分，Springer電子參考工具書由全球各地傑出科

學家和專家所撰寫，為大學教職員、學生以及企業研究人員提供了最專業的參考資料。

高效的線上工具提供了獨有而靈活的方法，瀏覽現今最相關的研究課題。Springer透過

250餘部電子參考工具書，將最新的科研成果，擴展至全球用戶均可以觸及並瀏覽。

在此基礎上，Springer以SpringerReference資料庫將參考工具書推向更高水平。這

一資料庫提供各學科領域最新和即將出版的Springer線上參考工具書，同時通過同

行評審出版程序持續更新內容。SpringerReference的創新出版模式確保根據學術發

展而獲得更新，保持參考工具書與時俱進，並向研究人員提供最新的科學資訊。 

 • 當今世界一流參考工具書資料庫

 • 高品質，持續更新，並經同行評審

 • 絕無僅有的獨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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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工具書的出版緊隨

科學發現的步伐

無限制獲取必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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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信息，請訪問：	

springer.com/ebooks 

Springer 電子系列書
Springer電子系列書以專題論文形式提供最新研究成果，是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中另

一種專業文庫。Springer目前以分類購買的形式提供了24種享有盛		譽的電子系列書，每年

出版量超過1000冊，它們的時效性、即時性及編輯一致性可與學術期刊相媲美。

系列書包括： 

 •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 Studies i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 Topics in Current Chemistry

 • Lecture Notes in Mathematics

 
Springer 系列書資料庫
Springer系列書資料庫是Springer回溯數據庫的基石，其中包含從第一捲起開始收錄的16
套系列書，內容涉及講義、學科進展及各類專題等。7,500卷線上系列書中有大量書目是

由獲獎作者所著。系列書資料庫既可單獨購買也可作為整套Springer電子圖書回溯數據庫

的一部分，並與SpringerLink平台上所有其他電子圖書內容一樣享有強大的、無DRM限制

的功能。

探索、檢索與靈活性集於一身
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除了提供與Springer印刷版圖書相同的高品質製作和插圖外，同

時還兼有電子版本提供的額外優點以促進檢索所需內容。功能包括在章節和書目級別對

摘要及DOI進行檢索，免費MARC記錄以及語義連接。

隨著數位資源數量不斷增加，以及其對研究技術的持續影響，用戶已很少單獨使用

DOI、免費MARC記錄以及單一電子資源；由於它們只能反映所獲取結果的搜索鏈

上的一個環節，整合探索方法正逐漸成為一種研究模式。通過SpringerLink，研究

人員可以瀏覽數百萬個可搜尋電子圖書頁面，而這些頁面皆可以連接至圖書館目

錄之中並同時連接到Springer期刊，從而形成了一個更全面的線上文獻資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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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速覽 

 • 收錄超過7500本書目，	

可追溯到1902年

 • 從第一卷開始收錄

 • 購買模式

 • 無DRM限制

 • 免費提供MARC記錄

 • 英文和德文著作

 • 書目和章節級別DOI   

 

無限制獲取必備內容



Springer 移動
作為全球領先的科技出版社，Springer不斷尋求創新的產品與服務來提供優質內容。無論

用戶身在何處，使用何種設備，均可在線上瀏覽Springer的內容。

SpringerLink – 網頁響應式設計
全新的SpringerLink是一個採用響應式設計技術的“移動優先”平台，其對內容做出優

化，以便於在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手機等各類設備上進行閱覽。

Springer的移動優先方案的優勢在於不需要針對每種操作系統而設置專用app。無論

您使用何種設備、屏幕大小如何，或是運行何種操作系統，只需打開瀏覽器，前往

SpringerLink，即可由始至終享受到最佳體驗。這種策略還讓我們能夠在各類閱覽設備間

保持一致的用戶體驗。

 

由全球領先的STM出版社為圖書館提

供最可靠的支持 
 • 通過聯繫當地辦事處或我們的銷售團隊，客戶可直接獲得Springer專業的	

客戶服務支援

 • 能夠與本地圖書館系統和線上公用目錄（OPAC）系統內容整合，併入圖書館現有系統

及工作流程中

 • 透過創新的網絡下載工具免費提供Springer MARC記錄，或將記錄按月遞送至您的FTP

 • 利用Worldcat Collection Sets服務免費提供OCLC MARC記錄

 • 符合COUNTER標準的使用量統計

 • 詳細至章節級別的數位物件識別碼(DOI)

 • 與所有主流連接解析器完全整合

 • 提供額外平台以及研究支援工具

 • 提供圖書館員及終端用戶培訓、在線和離線支援使用手冊、快速參考手冊等

 • 針對“使用需求”作推廣宣傳

springer.com/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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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指尖全面掌握	

我們的內容

隨時隨地瀏覽

link.springer.com
 

無限制獲取必備內容



可以下載MARC記錄

為何引入Springer電子圖書MARC記錄？

使用MARC記錄的圖書館發現Springer電子圖書使用率可獲得高達50%的提升。

每月在springer.com/MARC更新的Springer MARC記錄，提供了重要的元數據來源，以保持

圖書館目錄達至最新狀態。下載工具以MARC21、MARCxml和excel表格(標題列表)的形式

提供關於電子圖書、Springer電子圖書回溯數據庫和SpringerProtocols資料庫。

如果您的機構使用OCLC記錄，那麼您還可以通過OCLC WORLDCAT或OCLC Collection Set 

服務來免費下載Springer電子圖書的OCLC記錄。

 • 標簽下載工具的直接連結：	

http://www.springer.com/?referer=springer.com&SGWID=1-148802-3020-0-0

 • 該工具每月自動更新最新記錄。頁面底部為設定的語言、學科和出版年份，作運行統計。

 • 如果您認為合適，您可以訂閱並接收有關在springer.com/marc每月MARC記錄更新的快

訊電子郵件。

 • 請在twitter上關注我們：@SpringerMARC

 

springer.com/e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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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信息，請訪問：	

springer.com/MARC 

無限制獲取必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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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各類規模圖書館的	

成本高效購買模式與定價方案
圖書館正面臨文獻資源急劇增加以及電子資源檢索與交互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等一系

列問題。如何在預算壓力下，從海量的文獻資源中篩選出最符合讀者需求的內容，已

成為現代圖書館工作的一項重要挑戰。	

隨著可支配資源的減少，圖書館正日益轉向電子圖書以改善為讀者提供的服務水

平。電子圖書是對各類規模圖書館皆具有成本高效的解決方案。憑藉管理費用低廉

和對物理空間零需求的優勢，電子圖書支持圖書館以最低的附屬成本來壯大自己的

數據庫。

Springer電子圖書為讀者提供最專業的可靠資源，所有內容皆通過專家嚴格評審。同

時，Springer始終堅持出版主要學科領域的最新研究專題，旨在為圖書館實現“高品

質”服務之餘，同時還提供成本高效的採購方案。除了最新的研究成果，Springer資
料庫還提供以往的優秀著作，它們對於研究人員常常具有重大價值。

Springer明白衡量電子圖書為機構帶來的價值的重要性。我們有若干份關於各類電子

圖書課題的白皮書，其中一份特別針對電子圖書的投資回報率(ROI)問題。無論您的圖

書館所支援的是哪類形機構，Springer和我們的研究夥伴都將繼續關注於提供電子圖

書資料庫價值的證據。

關於電子圖書的白皮書

springer.com/whitepapers
 

無限制獲取必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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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多信息，請電郵marketing.apac@springer.com

銷售模式和可用性
您可以向Springer直接訂購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也可以通過書商、代理商或線

上合作夥伴購買。

直接訂購
如需經由Springer直接訂購，請訪問springer.com/salescontacts 聯繫您當地的Springer 
代表。機構用戶通過IP驗證訪問後，個人和學會會員就能通過密碼/用戶名登入訪問。

圖書館訂購
Springer電子圖書、電子參考工具書和電子系列書均以版權年度收費模式訂購。圖書

館、機構和組織可以購買完整年度資料庫或任何個別學科子資料庫。只要訂閱機構在

Springer的賬戶保持活躍狀態，便可以免費持續瀏覽已訂購的內容。通過與CLOCKSS和

Portico等第三方合作，全球大型研究社群訂購的電子圖書的利益能夠得到長期保障。

 • Springer電子參考工具書可以按書目單獨訂閱，或以學科子資料庫購買。

 • 24套Springer電子系列書也可以通過系列書訂閱方式單獨購買，	

或以學科子資料庫購買。 

 

 
 
 
 
 
直接訂購模式

完全基於全職人數以及研究密度

學術機構和企業客戶在購買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時，可以選擇單一許可或簽署包

含多個地點的全球檢索協議。Springer均以研究密度和讀者數量為基礎，提供一系列

量身定製的訂購方案。靈活的訂購模式，加上符合成本效益的優質客戶服務和綜合管

理支援，使Springer電子圖書資料庫更符合現代圖書館的管理要求。

如需查詢有關Springer電子

圖書資料庫訂購方案的信

息，請與Springer 代表聯繫

無限制獲取必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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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er白皮書
Springer對高品質內容的承諾不僅局限於圖書、期刊和/或資料庫。我們與圖書館員和更

廣泛的學術群體擁有長期的合作歷史，為他們提供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我們全部產品的白

皮書。我們由衷地希望這些項目可以相互促進，彼此相關並提供深刻的洞察力。

實例包括： 

 • Digital Preservation – The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Encouraging Future

 • Springer eBooks – eBook Use and Acceptance in an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

 • Scholarly eBooks – Best Practices to Encourage High Usage

我們正在籌備更多項目，並期望在發佈後與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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