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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掌阅精选·品质阅读库

是掌阅旗下专注为东莞图书馆提供数字阅读服务的高品质阅读产品。
依托掌阅产品和内容优势搭建数字图书馆，并通过阅读服务帮助读者
养成阅读习惯，助力提升城市阅读学习氛围，打造“书香东莞“。



1.1   内容资源
1）电子书资源    

2）有声书资源



精品 
新书、畅销书、热门书、名家名作、大奖书系…
优中选优、只做精品

海量 
21个基本大类，60个小类，覆盖主流图书分类
超20万册海量书库

正版 
700家出版单位，版权来源广、授权正规

电子书资源 拥有10万册 精品电子书资源 拒绝充量书

特色
独家授权、特色定制书库、全套[新时代·新经典]



精选书库 内容升级
        基于新书热门书、豆瓣高分、亚马逊/当
当/京东TOP排行榜、名家权威、大奖书系
等不同维度，从几十万种掌阅图书中精选出10万余
种精品图书。当当新书热卖榜覆盖80%，近3年上市
新书占比50%。

新书热
门书

豆瓣
7分+

亚马逊
TOP

当当
TOP

大奖
书系

名家
经典

精品 优中选优 只做精品



精品 优中选优 只做精品

汇聚行业顶尖出版社，名社好书



精品 优中选优 只做精品

雨果奖
星云奖
银河奖
文津图书奖
中国好书
奥斯卡获奖原著
······

大奖书系覆盖

茅盾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
布克奖
龚古尔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
日本芥川奖
日本直木奖



2018 年 9 月 29 日，“新时代 新经典—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电
子书专栏”在掌阅平台正式上线，覆盖 16 家出版单位出版的 108 种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电子书。

权威性：中宣部授权，正版支持
习近平系列书籍全球发售四大平台 

便捷性：多端支持，线上随时学
融合性：携手 16 家出版单位，内容全覆盖
时效性：后续同类型新书电子书优先发布

[新时代.新经典]
特色



50本名家解读
深度剖析书籍精华内容

拥有超过5万集有声资源
有声书资源

500余本听书作品
逐字逐句还原纸书，碎片化时间听书



体验领先 

极致排版
极致阅读体验
数字阅读领先的排版引擎，
每本图书都人工打磨，完美
复刻纸书阅读体验。



1.2   访问方式

手机APP端微信H5端电脑PC端



1.PC端：登录东莞数字图
书馆网站—数字资源—电子
图书—掌阅精选，登录读
者证号及密码，进入“东
莞图书馆专属书城”。见
下图↓

2.微信端：关注“东莞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微服务——数
字资源——电子图书——掌阅
精选。见下图↓

3.APP端：进入微信端掌阅精
选-我的-手机号-绑定成功后，
方可登录掌阅精选APP端阅读。
见下图↓



“2.各阅读端详细使用介绍

查找书籍、阅读书籍、读后体验…
贯穿阅读全流程

阅读功能一应俱全、得心应手



掌阅精选H5端是为了向用户提供更方便的体验方式和接入方式，直接通过公众号、小程序等即可访问机
构图书馆，阅读书籍、参与活动，读者可通过关注东莞图书馆微信号登录读者证使用，体验优质的在线
阅读服务。

2.1 微信H5端产品简介



掌阅精选H5端登录方式（东莞图书馆专用）

H5端登录方式

方式一：系统对接注册
     服务端进行系统对接，用户进入东莞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进入“掌阅精选”H5书城服务时，用户通过身份认证后获得
免登陆阅读体验。（温馨提示：点击“我的”-绑定手机号后，
该手机号可同步登录APP端使用）

   



H5端登录方式

登录后可选择所在分组（如有）

机构分组由掌阅精选工作人员配置

掌阅精选H5端支持分组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机构用户热读书籍以
排名形势展现

热读榜

围绕节假日、热点等
主题推荐书单

书单

根据书籍内容特征，
将书籍进行分类

分类

可以根据书名、作者
关键词进行搜索

搜索

组织成员共同阅读书
籍，支持查看参与成
员的阅读进度、随感

等信息

机构共读

热读

搜索

书单

分类

共读

查找书籍



1、机构图书馆首页

进入H5，呈现机构图书馆首页，整体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

【 Banner广告】 展示机构图书馆当前内容及活动信息

【内容模块】 根据内容的特征，展示为“热读榜”、“分类”、“听

书”、“书单”四个内容模块

【机构共读】 展示当前机构进行的“共读活动”

【书单频道】 展示由管理人员配置的不同主题书籍，如每月新书、行业

书单等

查找书籍



2、热读榜、热门分类

【热读榜】 根据机构图书馆用户阅读数据，将用户

热读书籍以排名形势展现，数据每日更新

【热门分类】 展示用户关注领域

【有声书籍】分为听书、解读书、课外书等大类

查找书籍



3、听书、书单

【听书】 展示机构图书馆有声书资源

【书单】 该类目主要为专业老师推荐主题书单，

主要围绕节假日、热点、作家、月度排行榜等

主题展开

根据机构实际情况，也可以展示机构相关主题

书单，如“女性成长力”、“党史学习教育”

书单等

查找书籍



4、书籍搜索

数字阅读行业领先的搜索算法，可以根据“书名”、 “作者名”进行搜索，支持搜索电子
书籍、有声书籍等多维度内容

查找书籍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1、基本设置 

【背景及夜间模式】 支持调节屏幕亮度，提供3种日间阅

读背景和1种夜间阅读背景供读者切换

【护眼模式】 避免蓝光辐射，支持护眼模式

【字体和行间距】 支持调整文字行间距，支持切换字体

类型和大小

【翻页方式】 支持多种翻页方式，包含模拟纸书的“仿

真”和简约的“覆盖”以及“滑动”翻页方式

阅读场景



2、内容定位

【目录】 支持目录查看和跳转，点击对应章节
目录可跳转至对应的章节

【书签】 点击阅读页面右上角“三个点”可以
添加书签

在目录处点击“书签”可直接跳转至书签内容处

阅读场景



3、发布随感

【随感】 阅读过程中，读者可随时发布对

书籍内容的感受和收获

发布的随感支持互动、点赞、评论等行为，

方便读者间进行分享交流

阅读场景



4、添加批注、划线

阅读过程中，读者可随时对书籍内容添加

批注，对重要文字划线标亮

（划线和批注目前仅支持android系统）

阅读场景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1、真人有声  

内容包含：听书、解读书、知识课程

【听书】真人全文朗读

【解读书】 资深名家解读书籍内容，名家通过

自身对书籍的理解，生产30-60min的书籍解读

有声内容

【知识课程】 行业大咖将多年经验总结为主体

音频课程，帮助读者快速理解对应知识内容

有声场景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1、书架管理

【书架】 读者喜欢的书籍，可以一键加入书架，方

便读者阅读、查找及移除

书架中优先展示为最近打开的一本书籍

点击书架中书籍，可直接进入阅读页面

个人管理



2、基本信息

【我的账号】点击首页右上角图标进入“我的账号”
个人主页详细记录读者账户、共读等信息
在此可编辑用户昵称等信息

个人管理



3、阅读信息管理

【浏览历史】点击首页右上角图标进入“浏览历史”，

读者可在此进行删除浏览记录等操作

个人管理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共读活动

【配置共读】 确定共读书籍后，在售后人员进行配置

配置信息包含：共读书籍、共读时间、共读介绍等信息

【参与活动】 共读配置后，读者可在图书馆首页看到共读模块，

进入共读活动详情页后点击立即参与即可

【活动进展】 活动开始后，参与共读活动的组织成员可共同开

始阅读书籍，支持查看参与成员的阅读进度、随感等信息，实现

线上共同阅读学习，阅读不再孤单

【共读信息查看】 在[我的账户-共读]可查看历史参与共读活动

阅读成长



机构发起读书打卡活动

职工参与，培养阅读习惯

阅读打卡

阅读打卡



掌阅精选APP是机构数字图书馆的移动阅读端，是掌阅精选为机构成员推出的在线阅读、学习和
交流的产品，读者可通过微信端绑定手机号后使用，体验优质的在线阅读服务。

2.2 App端使用说明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热读榜

机构用户热读书籍以
排名形势展现

书单

围绕节假日、热点等
主题推荐书单

智能推荐

通过阅读大数据

进行书籍推荐

分类

根据书籍内容特征，
将书籍进行分类

搜索

可以根据关键词进行
搜索

同事在读

查看机构同事公开在
读书籍

热读 推荐

搜索

书单

分类 在读

查找书籍



1、东莞图书馆首页

进入App，呈现东莞图书馆首页，整体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

【 Banner公告】 展示图书馆当前专题内容及活动信息
【内容模块】 根据内容的特征，展示为“热读榜”、“分类”、
“听书”、“书单”四个内容模块
【共读活动】 展示当前机构进行的“共读活动”
【书单频道】 展示由管理人员配置的不同主题书籍
【每月新书】 展示掌阅精选平台新上架书籍

查找书籍



2、热读榜、分类

【热读排行榜】 根据机构图书馆用户阅读
数据，将用户热读书籍以排名形势展现， 
数据每日更新

【分类】 根据书籍内容特征，将书籍
进 行分类
其中电子书籍分为21个大类

有声书籍分为若干个大类

查找书籍



3、听书、书单

【听书】 展示机构图书馆有声书资源
注：如机构图书馆内无有声资源，则该

项 不展示

【书单】 该类目主要为专业老师推荐主
题书单，主要围绕节假日、热点、作家、 

月度排行榜等主题展开

根据机构实际情况，也可以展示机构相

关 主题书单，如“沟通力书单”、“红

色书单”等

查找书籍



4、书籍搜索

数字阅读行业领先的搜索算法，可以根据“书名”、“作者”、“出版社”等关键词进行搜索，
支持搜索电子书籍、有声书籍等多维度内容

此外，还支持“实体书条码”扫码搜索，扫描实体书条码可直接搜索到对应电子书

查找书籍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1、基本设置

【背景及夜间模式】 支持调节屏幕亮度，提供3种日间阅
读背景和1种夜间阅读背景供读者切换
【护眼模式】 避免蓝光辐射，支持护眼模式
【字体和行间距】 支持调整文字行间距，支持切换字

体类型和大小

【翻页方式】 支持多种翻页方式，包含模拟纸书的
“仿真”和简约的“覆盖”翻页方式
此外，还支持音量键翻页展示（我的-设置-音量翻页）
【背景音乐】 提供阅读背景音乐，沉浸式阅读

阅读场景



2、内容定位与离线下载

【目录】 支持目录查看和跳转，点击对应章节 

目录可跳转至对应的章节

注意：目录处“下载全部”可下载全文，下载后
书籍支持离线阅读

【书签】 下拉阅读页面即可添加书签，支持书
签跳转，点击对应书签可跳转至书签内容处

阅读场景



3、读书笔记

【划线】 用于记录书籍中不错的内容，长按文字后选择
对应内容即可划线。
包含两种划线形式：下划线型和背景高亮型
【批注】 用于记录对内容的感受和感想

【查看笔记】 可以在阅读页面和[我的-笔记]中查看对应 
书籍笔记，包含划线和批注两种
【笔记导出】 提供复制到粘贴板和导出到印象笔记两种

导出方式

阅读场景



4、快捷管理工具

【搜索】 阅读页面支持“全站搜索”和“全文搜索”  全

站搜索：在全站中搜索关键词对应书籍

全文搜索：在本书中搜索关键词对应内容

【词典】 对所选关键词进行内容解读和说明，信息员主要

来源于词典

【分享】 支持将所选内容分享到微信和朋友圈

【百科】 对所选内容进行全网搜索，内容源来源于百度

阅读场景



5、阅读报告
当读者读完一本书，系统会自动生成该书的阅读报告

阅读报告包含：阅读字数、阅读时长、阅读速度、笔记条目信息等信息

阅读场景



6、发布随感
【随感】 读完书籍后，读者可发布对该
书的整体感受和收获

发布的随感支持互动、点赞、评论、分
享等行为，方便读者间进行分享交流

阅读场景



7、阅读排行榜

展示为机构成员阅读时长排名，有周排名和月度

排名

周排行榜支持对阅读排名进行点赞互动，月榜暂
不支持
点击对应成员头像，可查看成员详细信息，包含：

在读书籍、随感、阅读时长等信息

阅读场景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1、真人有声

内容包含：原文朗读、解读书、只是课程
【原文朗读】 真人逐字逐句朗读，与原书籍保
持一致
【解读书】 资深名家解读书籍内容，名家通过
自身对书籍的理解，生产30-60min的书籍解读
有声内容

有声场景



2、AI朗读

掌阅精选App支持对当前内容进行AI朗读
【读速】 支持调整AI朗读的读速，找到最适合
你的朗读速度
【音色】 支持进行音色切换，App内有11种音
色 可供选择，同时支持粤语、主播音等特色AI
语音 朗读

阅读场景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1、书架管理

【书架】 读者喜欢的书籍，可以一键加入书架，方
便读者阅读和查找
书架中优先展示为最近打开的一本书籍，点击[全部
书籍]或“右滑”支持查看全部书籍
点击书架中书籍，可直接进入阅读页面
全部书籍页面，支持通过关键词进行书籍搜索
【书架管理】 书架提供了分类整理功能，读者可以 根据
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将书籍进行归类整理，方便 读者管
理书籍内容

此外，还支持书籍的分享、删除、退还等功能

个人管理



2、基本信息管理

【个人主页】 [我的]页面顶部区域，点击进入个人主

页 个人主页详细记录读者各项阅读数据和阅读信息

其中，阅读数据包含今日、本周、累计阅读时长
阅读信息包含在读书籍和随感，对于不想让他人看到

的书籍，系统支持设置私密模式

【基本信息】 [我的]页面右上角[编辑]，点击进入基本

信 息编辑页面

支持修改昵称、性别和头像信息

个人管理



3、阅读信息管理

包含阅读笔记、阅读记录、阅读报告三个主要模块

【阅读笔记】 展示读者所有阅读书籍的阅读笔记，

笔记类型包含划线、批注和书签等信息

【阅读记录】 展示读者所有阅读记录
【阅读报告】 展示读者所有读完书籍的阅读报告，

点击对应书籍可查看详细报告内容

个人管理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1、个人阅读计划

【设置计划】 阅读计划是帮助读者养成阅读习 
惯的工具之一，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设定对应阅读计划

设置信息包含：每周阅读时长、提醒时间、是
否设置私密计划
【系统提醒】 当日未完成阅读计划，系统会在
设置时间提醒读者

阅读成长



2、共读活动

【配置共读】 确定共读书籍后，在管理后台进行配置
配置信息包含：共读书籍、共读时间、共读介绍等信息
【参与活动】 共读配置后，读者可在图书馆首页看到共读
模块，进入共读活动详情页后点击立即参与即可
【活动进展】 活动开始后，参与共读活动的组织成员可共 同

开始阅读书籍，支持查看参与成员的阅读进度、随感等信 息

在阅读详情页可看到参与成员的阅读笔记和批注，实现线上 

共同阅读学习，阅读不再孤单

【共读信息查看】 在[我的-阅读活动-共读]可查看历史参与 共

读活动

阅读成长



3、阅读打卡

【设置打卡】 阅读打卡是帮助读者养成阅读习 
惯的工具之一，管理者可以在后台配置打卡活 
动

打卡信息包含：起止时间、打卡任务、参与付
费等信息
打卡任务可选择：阅读时长、批注、随感
【打卡报名】 打卡开始前，读者可参与打卡，
如打卡活动需要付费，需支付金币后才能参与
【打卡开展】 打卡活动开始后，读者可以按照
要求完成打卡任务

阅读成长



4、阅读社区

【阅读社区】 为组织成员进行读书交流和分

享 的社区，包含：帖子、随感、批注、在读

四类 内容

读者可发布对应内容，编辑完成发布即可 

读者发布的内容支持成员评论、点赞等互

动

【数据看板】 社区顶部展示了机构当前阅读

数 据，包含阅读人数和阅读总时长

同时，该模块支持查看机构图书馆数据概览

阅读成长



5、福利中心

展示所有可参与领取赠币的活动，包含签到任务和
阅读任务
【签到任务】 每日签到任务，每天打开App签到后
可领取对应签到赠币
【阅读任务】 每阅读30分钟可兑换1赠送币，每周
最多上限10赠币
微信分享给朋友，可额外获得10个赠币
1赠币=1元，可用于购买非套餐内书籍

阅读成长



掌阅精选PC端是机构数字图书馆的电脑阅读端，是掌阅精选为机构成员推出的通过电脑PC在线阅读产品，登录东莞数
字图书馆官网-数字资源-选择“掌阅精选”进入东莞图书馆，体验优质的在线阅读服务。

2.3电脑PC端使用说明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机构用户热读书籍以
排名形势展现

热读榜

围绕节假日、热点等
主题推荐书单

书单

根据书籍内容特征，
将书籍进行分类

分类

可以根据书名、作者
关键词进行搜索

搜索

热读

搜索

书单

分类

发现内容



1、机构图书馆首页

进入pc网站，呈现机构图书馆首页，整体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

【 Banner公告】 展示机构图书馆当前内容及活动信息

【内容模块】 根据内容的特征，展示为“热读榜”、“书籍分

类”、“有声书”、“书单”四个内容模块

【书单频道】 展示由管理人员配置的不同主题书籍，如热门推荐、

豆瓣高分、每月新书、主题书单等

查找书籍



2、热读榜、热门分类

【热读榜】 根据机构图书馆用户阅读数据，将用户

热读书籍以排名形势展现，数据每日更新

【热门分类】 展示用户关注领域

【有声书籍】分为听书、解读书等大类

查找书籍



3、听书、书单

【听书】 展示机构图书馆有声书资源

【书单】 该类目主要为专业老师推荐主题书单，

主要围绕节假日、热点、作家、月度排行榜等

主题展开

根据机构实际情况，也可以展示机构相关主题

书单，如“女性成长力”、“党史学习教育”

书单等

查找书籍



4、书籍搜索

数字阅读行业领先的搜索算法，可以根据“书名”、 “作者名”进行搜索，支持搜索电子
书籍、有声书籍等多维度内容

发现内容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1、阅读设置 

【图书简介及二维码】 每本图书配有书籍简介及二维码，

扫码即可手机移动阅读。

【目录】 支持上下翻页和目录索引阅读

【有声二维码】 扫码可直接收听有声版

阅读场景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1、真人有声  

内容包含：听书、解读书

【听书】真人全文朗读

【解读书】 资深名家解读书籍内容，名家通过

自身对书籍的理解，生产30-60min的书籍解读

有声内容

有声场景



发现内容 阅读场景 个人管理 阅读成长有声场景



1、基本信息

【我的账户】点击首页右上角图标进入“我的账户”
个人主页详细记录读者账户、共读等信息
【修改密码】可修改个人密码

个人管理



2、阅读记录查看

【阅读记录】 右上角个人账号-阅读记录-进入个人书

架。查阅最近的阅读的书架记录。点击任一图书可直

接进入阅读页。

个人管理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