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系统概述 

1.1 系统简介 

EDS(Find+)资源发现系统（以下简称 EDS(Find+)）是美国 EBSCO 公司与南

京乐致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的中国地区本地化产品，系统整合外文发现、中

文发现、馆藏目录发现、全文导航、学科发现等，并提供本地化技术支持和客制

化服务的综合资源发现系统；EDS(Find+)包含国外出版商授权提供的元数据和先

进的多语种搜索技术，结合上述本地化功能和服务，搭建国内领先的、适合中国

地区图书馆用户的一站式检索服务平台。 

系统覆盖全球 9 万多家期刊和图书出版社的资源总量已达到 10 亿多条，覆

盖的学术期刊超过 17.7 万种，其中全文资源近 7 千万，包含学科期刊、会议报

告、学术论文、传记、音视频、评论、电子资源、新闻等几十种类型的学术资源。

学术资源的语言种类有近 200 种，非英语的出版社资源超过 3000 家。中文资源

总量也达到近 2亿条，期刊论文篇目数据达到 8000万,书目信息资源 800万，电

子书资源 200万；图书超过 1200万种，同时 EDS(Find+)平台也扩展了期刊导航、

学科导航、数据库期刊浏览、期刊检索、参考引文检索等功能。 

系统包含外文资源发现、中文资源发现、馆藏资源发现、全文导航四大模块，

其中外文资源发现，是基于合法授权的内容极丰富的，部署于美国的元数据仓和

外文检索技术来实现；中文资源发现采用元数据仓储和检索技术，内容涵盖所有

主流中文数据库；馆藏目录发现在揭示 OPAC 信息的基础上，扩展提供封面、目

录、简介、评论、图书馆导购等多种书目增值服务信息。系统为读者提供统一的

检索界面和检索方式，使读者能对图书馆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系统：电子期刊、电

子图书、馆藏书目、机构典藏、开放存取数据库等资源进行一站式整合检索。 

系统可以接入图书馆自建数据库等特色资源。对于本机构没有全文的资源，

提供文献传递和参考咨询等服务，以及其他协助获取全文的服务。 

系统可以为图书馆用户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学术资源发现和共享服务。系

统针对读者给予一个简单易用、功能强大且容易客制化的整合平台，通过一个统

一的检索界面，去帮助读者迅速获取所需的文献。所有不同类型和来源的数据和



检索结果将被统一且完全整合在检索结果清单中。更重要的是，系统通过独特的

相关性排序(Relevancy Ranking)，将这些海量数据汇编成序，方便读者用最短

的时间找到所需的研究文献。 

    系统为用户提供单一的检索入口，可实现：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原文/文

摘获取等多种服务。基于云计算原理，系统可以实现无需在本地安装部署服务器，

无需馆员维护。系统可以提供云、本地、云+本地三种灵活选择的部署模式。 

通过 EDS(Find+)资源发现平台，可以整合揭示图书馆 90%以上的学术资源，

并提供远超已有资源的海量未购学术资源元数据，是性价比很高的资源发现系统。 

系统截图： 

1 )系统检索页面 

 



2 )系统检索结果列表页面 

 

3 )文献数据详细页面  

 

 

 

 

 



1.2 系统架构及功能模块 

 

 

EDS(Find+)包含 6 个重要模块 

（1）外文资源 — EBSCO 提供的元数据仓 

提供基础的中央数据索引数据集成服务， 集成海量文摘数据（“THICK 

METADATA”）：目前 EDS 外文资源的元数据量，涵盖约 20,000 个期刊出版社，以

及 70,000 个图书出版社(出版社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 

  

（2）馆藏目录发现：馆藏书目发现 OPAC+ 

可自动整合图书馆的 OPAC 数据库，读者在检索时，可实时显示馆藏的动态

结果在结果列表中，也可整合图书馆的机构典藏或自建数据库。此外馆藏书目还

提供整合电子资源方面的资讯，以及其他本地化服务、馆际互借和参考咨询服务

等等。基于 1200万书目数据库，为 OPAC内容提供扩展信息，包括图书封面、简

介、目录、评论、导购等内容。自动集成到馆藏目录检索结果页面中显示。 

还可以支持图书情报领域中各种格式，例如 MARC 规范（CNMARC、MARC21



等）、DC 元数据标准、METS 标准、以及文本格式的数据规范化处理流程，并可

实现各种格式的数据转换。并能够在发现系统中显示馆藏实时流通信息，如：索

书号、馆藏地、借阅状态等。 

 

（3）中文资源发现 — 配置 EDS(Find+)中文发现 

作为 EDS(Find+)数据库的中文资源方面的检索工具和手段，EDS(Find+)数

据库支持包括所有中文数据库、自建中文数据库的集成检索，包括：万方学术期

刊、维普期刊、读秀、超星电子书、书生电子书、方正电子书等等。该数据库可

以将元数据仓未能覆盖的资源内容完全整合在 EDS(Find+)平台下，利用该平台

下强大的“结果浓缩（内容聚合）”工具和各种其它功能，让读者统一筛选和挑

选他们需要的检索结果。 

 

（4）谷歌学术搜索全文资源发现 

当用户使用发现服务检索到地区图书馆没有全文的资源时，如果谷歌学术搜

索有该全文资源，系统为用户提供直接的全文链接，扩展本地区图书馆可以提供

的全文资源。 

 

（5）AtoZ 期刊导航— 电子期刊导航服务 

提供馆藏中外文电子期刊的导航服务，支持按字母浏览、按学科浏览、按数

据库浏览期刊、按关键词检索、参考引文检索等多种期刊发现服务，提供期刊的

刊名、ISSN、出版者、主题、资源类型、所在数据库名称、在各个数据库的收

录 URL、收录年代等信息导览服务。 

 

（6）LinkSource 链接解析器服务 

平台基于已经为 LinkSource 链接解析器，为用户提供的数千个外文数据库

的链接解析规则，为本项目量身定制全文链接服务，让用户可以直达全文所在页

面。 

1.3 EDS(Find+)独有特点 

 



主要模块 EDS(Find+)独有特点 

外文资源 

发现 

检索设定：简单检索时可选择题名、作者、关键词、所有字段 

检索词 WIKI 

检索词 RSS订阅 

二次检索、精确匹配 

核心期刊收录显示 

元数据：包含主题词、摘要等详细信息 

文献传递：非本馆资源文献传递，接通 CALIS 协议传递 

部分全文资源提供直接点击可打开的 PDF链接 

全面的分面聚类功能：包括资源类型、时间、主题词、语言、地

区、出版商、出版物、内容提供者 

检索范围：支持在期刊内检索 

文件夹和导出功能 

检索词热度分析 

馆藏目录 

发现 

图书封面：中外文不少于 1000万种，中文不少于 800万； 

图书内容简介和目录：中文书不少于 800万种，外文不少于 400

万种 

豆瓣评论：同步显示豆瓣书评，支持用户发表评论，并由豆瓣完

成审核 

图书导购：显示各大图书网站书目链接 

MARC数据：100%覆盖 

结果排序：和 OPAC 排序保持一致 

馆藏状态：实时同步揭示 

相关图书：显示书架周围书目的封面等信息 

学科发现 

独家覆盖以下财经类重要数据库的元数据： 

• Bloomberg BusinessWeek  

• Business Abstracts with Full Text  

• Business Source  

• EconLit  

• Forbes 

• Fortune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Hospitality & Tourism Index  

• Human Resources Abstracts 

• Insurance Periodicals Index  

 

独家覆盖以下农业类重要数据库的元数据： 



 AGRICOLA 

 Biological & Agricultural Index Plus 

 Garden Landscape & Horticultural Index 

 Food Science Source 

 Environment complete Environment Complete 

 

独家覆盖以下医学类重要数据库的元数据： 

 Medline with Full Text 

 CINAHL with Full Text 

 SPORTDiscus  

 Cochrane Collection Plus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Instruments (HaPI) 

 Global Health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Abstracts (Thomson) 

 Mental Measurements Yearbook  

 Ageline, Alt-HealthWatch, AMED 

中文资源 

发现 
覆盖超星中文电子书数据（需数据库商授权） 

自建特色库 

发现 
可接入本馆的自建库 

扩展全文资源 
扩展全文资源：如果该文献在谷歌学术搜索中有全文，在系统中

可以直接揭示谷歌学术全文 

用户互动服务 
嵌入本馆微博、QQ 

对接本馆参考咨询服务 

小语种支持 
支持多达 300 种小语种，其中包含阿拉伯语、越南语等在其他发

现系统中较难查找的资源。 

二、 EDS(Find+)资源发现系统详细介绍 

2.1 EDS(Find+)外文资源发现 

EDS(Find+)与其他外文资源发现系统相比，具有以下四大独特优势： 

 较完整的元数据 

 优质的相关度排序 

 直接的全文链接 

 平台合一，可以揭示二次文献 



2.1.1 较完整的元数据 

不同于普通的统一检索或资源发现工具仅仅简单的提供标题、作者、来源等

主要字段信息，高质量元数据包括详实的由各个数据库提供的多个丰富字段，包

含标题、作者、来源、主题词、作者提供的关键词、文摘、作者机构、ISSN、DOI

编号、来源数据库、全文链接等字段。95%的期刊文献揭示到文摘一级，帮助读

者详细了解资源情况和价值，以便判断是否需要阅读全文。更详实的元数据是平

台的重要优势。 

 

 

 

 

其中医学资源提供 MeSH医学主题词表的主题词，可更好揭示医学文献资源。 



 

2.1.2 优质的相关度排序 

  EDS(Find+)资源发现平台基于二次文献主题词表，可融合二次文献优化排序规

则。 

• 如同 Google/Baidu 等搜索引擎的作法,首先经过词频/密度分析( term 

frequency/density analysis) 

• 关键词键入后,检索依下列次序呈现匹配结果: 

– 控制词汇表的主题词 (EDS独特之处:其他平台均无此强项) 

– 文章篇名 

– 作者关键词 

– 摘要内的关键词 

– 全文内的关键词 

• 权重比例分配,范例如下: 

– 主题(Subjects): 15 

– 篇名/刊名(Title): 10 

– 关键词(Keyword): 5 

– 摘要(Abstract): 2 

– 全文(Full Text): 1 



相关度排序 – 多层计算: 

 二次评分机制  

• 当多笔数据总积分相同, 二次评分机制启动 

• 出版物发行时间, 文章长度, 出版物类别  

  (如专家评审期刊的文章,权重会高于书评)  

 完全匹配  

如果输入关键字与某字段完整匹配一致(如篇/刊名),则总积分会额外增加。 

 总积分  

基于以上所列因素，算出一个最终相关度积分。               

 

2.1.3 直接的全文链接 

平台唯一可提供直接的全文链接地址，避免了链接解析器容易出错，造成用

户无法访问全文的问题。系统提供 200 多种数据库的直接全文链接。 

系统提供全文链接的规律如下： 

（1） EBSCO自有数据库，提供 PDF阅读全文链接 

 

（2） 出版商提供直接全文链接地址，如 ScienceDirect，Wiley 等常见数

据库；系统提供以下直接的全文链接 

 

（3） 以上之外，本馆购买的全文数据库资源，系统通过 LinkSource 链接

解析器提供全文链接 

 

（4） 本馆没有的全文资源，系统通过谷歌学术搜索的对接服务，提供直接

的谷歌学术搜索全文链接 

 

（5） 对于本馆和谷歌学术搜索都没有的全文资源，如果元数据中有 DOI编



号或 URL 链接，系统通过 DOI 解析协议提供直接的全文链接；对于

OA和部分过刊资源，用户也可以通过此方式获取原文。 

 

以上全文资源获取方式中，（1）（2）（4）（5）都是 EDS(Find+)独家提供的

服务，可大大扩展图书馆的全文供应量，提高读者满意度。 

 

2.1.4 平台合一，可以揭示二次文献 

平台基于和 EBSCOhost平台合一，唯一可以揭示 INSPEC、Agricola等所有

购买的二次文献。 

    因为绝大多数二次文献服务商未将元数据提供给资源发现系统，而 EBSCO

公司的 EDS 资源发现平台与 EBSCOhost 数据库集成平台是同一平台，EBSCOhost

数据库集成平台代理并揭示了绝大多数的二次文献；所以 EDS(Find+)是唯一可

以揭示图书馆购买的二次文献的资源发现系统。 

 

2.2 EDS(Find+) 馆藏目录发现 

EDS(Find+)资源发现系统可全面扩展 OPAC内容和服务，提升读者满意度。 

2.2.1 主要功能 

 将 OPAC 中所有记录的详细信息、馆藏状态、可借阅状态直接显示于发现平

台之中。 

 基于书目数据库，扩展提供 OPAC中没有的书封、简介、目录、豆瓣用户评

论、图书导购等信息。 

 无需馆员导入 MARC和日常维护，减少了馆员数据处理的繁杂工作和避免

MARC 数据不被识别。 



2.2.2 整体框架 

 

 

 

 

 

 

2.2.3 揭示更多图书信息  

   基于自有的 1200万中外文书目数据库，可提供比学校自身馆藏更加丰富的图

书信息，包括封面、简介、随书光盘等。 

 



 

 

  详细页面： 

 

2.2.4 豆瓣图书评论服务 

  集成豆瓣书评功能，读者评论经由豆瓣社区审核后，再显示在图书的相关书评。 



 

2.3 EDS(Find+) 中文资源发现 

中文资源总量达到 1亿多条，期刊论文篇目数据达到 8000 万,书目信息资源

800 万，电子书资源 200 万；图书超过 1200万种。 

平台包含以下特点： 

 基于元数据，收录主要中文电子资源数据库资源，弥补外文发现平台对中文

数据库收录不足的问题。 

 资源链接解析服务基于知识库，无需图书馆员日常维护，自动维护更新知识

库。 

 全文数据库支持点击下载全文 

 支持将本机构自建数据库 MARC 导入发现平台，统一揭示。 

 中文期刊超过 1.8万种， 

 覆盖维普、万方等主要期刊数据库； 

 期刊论文篇目数据达到 8000 万； 

 图书超过 1200万种，提供超星、书生、方正等电子书链接解析； 

 博硕士学位论文近 300万篇； 



 中文报纸 1000多种； 

 各种中文特色数据库资源 

2.4 EDS(Find+) 谷歌学术搜索全文发现 

EBSCO 和谷歌学术搜索相互协作，可实现资源共享; 谷歌学术搜索和

EDS(Find+)发现系统融合服务，帮助用户直接获取谷歌全文资源。 

当用户使用发现服务检索到地区图书馆没有全文的资源时，如果谷歌学术搜

索有该全文资源，系统为用户提供直接的全文链接，扩展本地区图书馆可以提供

的全文资源。 

对于本馆未藏，但谷歌学术搜索有全文的资源，通过和谷歌合作，实现直接

阅读全文。举例如下： 

 

 

 

 

 



如果谷歌学术搜索中没有全文的，则图书馆提供 EDS(Find+)全文链接服务 

 

2.5  EDS(Find+) AtoZ 期刊导航 

提供馆藏中外文电子期刊的导航服务，支持按字母浏览、按学科浏览、按数

据库浏览期刊、按关键词检索、参考引文检索等多种期刊发现服务，提供期刊的

刊名、ISSN、出版者、主题、资源类型、被所在数据库名称、在各个数据库的

收录 URL、收录年代等信息导览服务。 

电子期刊导航整合机构所有的电子期刊资源，包含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以

及电子书，使用者可以通过简易的浏览以及检索方式，找到图书馆所有的馆藏以

及电子期刊资源。 

2.5.1 A-to-Z 电子资源列表连接工具 

•整合图书馆所有的电子资源，包含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及电子书 

•针对图书馆的馆藏，提供单一使用界面且收录范围广泛的在线馆藏清单 

•使用者可以通过简易的浏览以及检索方式，找到图书馆馆藏以及电子资源 

•丰富的管理功能，如客制化馆藏列表、 自定义使用接口等，可以帮助馆员

有效率的评估馆藏与增加使用率 

•EBSCO 整合知识大脑为期刊数据提供的基础 

•数据的维护与追踪均由专业的管理团队来负责 

 



2.5.2 A-to-Z 整合知识大脑为您从数百种资源追踪您所需的数据 

•多数已签约的全文数据库期刊 

•出版社期刊网站 

•期刊入口网站 

•个别期刊网站 

•著名的科学、技术与医学类出版社电子书选集 

 

 

2.5.3 A-to-Z 整合知识库收录的期刊信息 

•期刊名称、ISSN/ISBN、出版社 

•资料供货商 

•主题分类(LCC, General 或 Medical headings) 

•收录范围(包含 Embargo/全文延迟性) 

•资源连结 

 

 

2.5.4 A-to-Z 的附加价值 

A-to-Z 可完整的利用图书馆所有资源： 

•有效的控管功能，所有馆藏资源能有效被利用 

•自动更新与维护图书馆通过 EBSCO 订购的资源 

•透过注记与图标，图书馆可自行标记资源的特定信息，如上线人数限制等 

•提供使用统计报表与工具，协助分析馆藏资源的使用状况 

•确保连结正确性， 提供整体使用者满意度 

 

 

 

 

 

 

 



2.5.5 A-to-Z 系统截图 

电子期刊导航：以 A-to-Z方式，一键筛选所需期刊。 

 

可通过学科主题查找所需期刊。 

 



可通过不同字段，检索参考引文。 

 

2.6 EDS(Find+) LinkSource 全文链接服务 

平台基于 LinkSource 链接解析器，为用户提供的数千个外文数据库的链接

解析规则，为本项目量身定制全文链接服务，让用户可以直达全文所在页面。 

基于链接解析服务，利用 OpenURL 技术的电子资源链接系统进行了相关配置。

通过链接解析器，对查取的文献原文地址进行解析，目的是让动态变化的原文地

址保证链接时时更新，防止产生无效的链接。 

提供整合链接繁复的电子资源，有效实现二次文献与一次文献之间的无缝链

接。提供链接的资源类型有： 

（1）单本电子期刊 

（2）全文数据库 

（3）OPAC 

（4）开放存取期刊 OA 

（5）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 

 



在检索结果详细页面提供 LinkSouce 链接解析服务： 

       

 

链接解析器主功能： 

1) 采用国外平台提供的链接解析器，基于和各家数据库的协议，获得动态有

效的全文链接地址。 

2) 基于后台知识库配置。 

 

三、 EDS(Find+)资源发现系统本地化服务 

EDS(Find+)可提供比 EDS 更多的本地化服务，可以更好地满足图书馆本地化

定制服务的需求。目前已实现的本地化服务如下： 

 



 

 

 

 

 

3.1 支持二次检索 

   勾选二次检索框后，可对当前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 

 

 

3.2 支持精确匹配 

   勾选精确匹配框后，等同于对关键词加双引号，不再对检索词进行拆分。 



 

3.3 检索词 WIKI 注释 

   自动显示检索词的维基百科释义。 

 

 

 

3.4 文摘信息揭示 

   点击摘要按钮，可在检索结果页面直接显示该文献摘要详细信息。 



 

 

3.5 限定和扩展显示范围 

   通过分面，显示常用筛选项目，可限定和扩展检索结果的显示范围。 

 

 

仅显示在线全文资源 

   点选“仅显示在线全文资源”，可筛选有全文资源的检索记录。在线全文资源

可一键下载，或者直接在线阅读。 



 

 

 

仅显示同行评审期刊 

   点选“仅显示同行评审期刊”，可筛选有同行评审期刊的检索记录。 

 

 

仅显示 SCI\SSCI 核心期刊收录 

可点选“仅显示 SCI收录文献”或“仅显示 SSCI收录文献”进行核心期刊筛选。 



 

 

 

3.6 全文检索 

在扩展结果范围分面，可选择同时在全文中检索，此选项默认为勾选状态。  

 

 
 



3.7 提供关联词汇结果 

 

 

在扩展结果范围分面，可选择提供关联词汇结果。如检索“life”，可搜索

到如“lives”等相关词检索结果。  

3.8 学科分类 

        按照中图法规则进行学科分类。通过左侧勾选，可快速定位读者所需学



科资源。  

 

3.9 自定义排序方式 

   可按相关度、时间、核心期刊排序，默认使用关键词相关度排序方式呈现检

索结果。 

 

 

按时间相关度排序：按文献发布时间倒序排列，最新的文献会被会被排在检

索页前列。 



 

 

按核心期刊相关度排序，被核心期刊引用较多的文献记录会被排在检索页前

列。 

 

 

 



3.10 检索词 RSS 订阅 

   一键订阅该检索词最新资源信息。 

 

 

3.11 参考咨询服务 

   可通过文献详细页面的参考咨询服务，获得图书馆员的支持。 

 

 



3.12 图书馆微博和 QQ 

   允许读者在页面上给图书馆员留言。 

 

 

3.13 个人文件夹  

查找到感兴趣的文献后，可将所需文献放入个人文件夹，供以后查看。 

 

 

 

 

 

 

 



 

通过右上角“我的文件夹”进入“搜藏”功能页面，批量管理已选文献。 

 

 

 

3.14 搜藏功能  

点击“我的文件夹”按钮，进入“搜藏”界面；可以对放入文件夹的文献进行导

出、删除操作。 

 

 

 

 



 

 

3.15 检索历史  

点击右上角“检索历史”，可查看历史检索记录。 

 

 

 

在检索历史页面，可对本月检索记录进行删除。 

 

 



 

3.16 相关检索  

页面底部提供相关检索词，供读者扩展检索。 

  

 

3.17 可选的显示格式  

    检索结果可仅显示标题；每页显示数量可根据当前浏览器显示设置。 

 



 

3.18 手机二维码服务 

    可在检索结果页面直接扫描手机二维码，获取期刊、图书相关信息。 

 

 

3.19 社交化分享服务 

    可将检索结果分享到新浪微博、豆瓣、QQ空间等社交媒体。 

 



 

3.20 非馆藏资源的文献传递服务  

   对于无法获取全文的资源，可以通过各地文献传递中心获取全文。 

 

 

可配置对接不同的 CALIS文献传递中心  

文献传递服务 



 

3.21 提供可自主开发的 API 服务 

    为学校预留 API接口，有技术团队的图书馆可以自行开发各种 API服务。 

 



3.22 唯一可实现联盟共享  

   通过联盟用户共享其他成员馆购买的资源，提高全文获取率。 

 

四、后台系统管理和使用统计 

4.1 系统管理和使用统计 

a) 为图书馆工作人员提供多种形式的统计分析功能和后台管理平台，使得工作

人员可以在后台读取用户资源利用状况的分析报表和可视化展现。 

统计数据——可以按数据库、IP、标题等来进行统计，并可按不同字段导出

统计报告或发送至邮箱。 



 

 

 

 

 

 

 

 

统计数据——按数据库统计。 



 

 

图形分析——按数据库统计。 

 

 



 

 

汇总统计数据。 

 

 

b) 资源列表可自行配置维护：增删改。 

可让用户自行配置维护资源列表。 

 



 

c) 同时支持多种统计报表输出格式。 

可以按数据库、IP、标题等来进行统计，并可按不同字段导出统计报告或发

送至邮箱。 

 

 

d) 请描述该服务的使用统计功能，具体提供哪些报表和计量统计，以及报表的

获取方式，途径，及使用统计的格式等。 

统计报告类别可选择：可选择 Standard, Link Activity, COUNTER Reports, 

Personalization Activity, 或是 Graphical Reports. 

 

    STANDARD REPORTS 统计方式有几种模式:  By Session, Session by Hour, 



by Database, Title, originating IP (address), Interface, or by Browser 

and Device. 在框中点选所需选项，然后点选所需 level： site, group, or 

profile 报告中将会显示以上所点选的信息。 

 

可选择日期范围, 显示字段，每页的行数数字，之后可立即点选 (Show Report) 报

告随即出现,或是用Email方式送至您指定的Email信箱 (E-mail Report), 或是设定

要发送的时间 (Schedule Report). 此功能 Schedule Report 可预先设定时间至您

所想要发送的 Email 地址，也可设定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做发送，或是也可将报

告储存为 HTML 文件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