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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铁军精神
（核心价值观）

同志 战友 兄弟

创新 坚韧 共赢

使命

目标

愿景

数字传承文明

中文数字出版领导者

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通过任何方式
获取任何想要阅读的内容
Anyone Anytime 
Anywhere Anyway 
Anything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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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为梦想

2000 创立于清华大学

2002 担当教育部重点
课题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2004 重回清华科技园

2006 17k小说网成立

2008 成为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
核心运营合作伙伴

2013 成立中国首家
网络文学大学

2014 投资中国电信天翼阅读

2015.01 成功登陆深交所创业
板

成为“国内数字出版第一股”

2015.09 中文在线集团成立

发展历程
COMPANY HISTORY



公司规模及人才战略
COMPANY SCALE AND HUMAN RESOURC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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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北京，全国设10
余家分公司、子公司、参
股公司等分支机构

员工超600人，本科及以上
学历78%，30岁以下66%

建立以优秀员工为核心竞争力的人才体系



首创全媒体出版模式
INVENTER OF FULL MEDIA PUBLS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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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成为中国“全媒体同步出版第
一书”

——2009年8月16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头条

一种内容，多种媒体，同步出版

2,000位畅销作家

600家版权机构

1000,000名驻站
网络作者

内容提供

分成结算

推送到各平台

分成结算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服务平台



中文在线上市，成国内数字出版第一股

1月21日，中文在线（股票代码：
300364）成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
正式挂牌上市，发行3,000万股，
成为国内“数字出版第一股”。

图1：中文在线上市敲钟
图2：中文在线董事长兼总
裁童之磊上市仪式致辞
图3：清华大学陈吉宁校长
（右一）、清华控股徐井
宏董事长（左一）亲自出
席中文在线上市仪式

图1 图3

图2



书香燕山大学平台特点

图书内容：包含10万册数字图书和3万集有声图书，偏
重精品图书、名家作品、国学经典等类别，受众面广。
图书基本上为PDF和TXT格式。客户端阅读体验好，
一本书下载容量小，下载不会太费流量。
图书和听书资源均为正版授权，无版权风险。
每人一个“终身书房”，收藏后可永久保留这本书的
阅读权。
下载图书后可以离线阅读，也可终身拥有。
没有并发数限制也无副本限制。
5A产品理念：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获取任何想
要的内容
（Anyone,Anytime,Anywhere,Anyway,Anything）
交互式阅读体验：书友相互交流



书香燕山大学平台使用说明



1、用户登陆

在浏览器网址栏中输入http://ysdx.chineseall.cn 即可进入
书香燕山大学阅读平台，或者进入图书馆官网——数据库
中如下图所示：

http://ysdx.chineseall.cn/


如下图所示，在校师生在网页右上角登陆：
账号：ysdx学号，如学号为151610041056 ，则
账号为ysdx 151610041056 ，初始密码123456



3. 阅读
3.1 浏览图书

书香中国平台提供的优质图书超过十万种。在页面中的不同分类中浏览自
己想要阅读的图书。阅览室页面右边有详细的图书分类，点击相应的图书
封面即可开始阅读。





点击图书封面，进入图书详情页。在图书详情页中可查
看图书简介、评分等信息。在该页面中，可对图书进行
“推荐”、“收藏”、“评分”等操作，点击“点击阅
读”即可开始阅读之旅。



点击页首、目录、下一页可分别进行跳转至
页首、跳转至目录、跳转到下一页的操作，
如下图。



3.2 搜索图书

在网页右边的搜索栏里面可以通过书名或作者名，快速搜索
图书。在搜索框输入关键字之后，点击放大镜按钮，即可搜
索到平台中所有相关图书，点击图书封面即可进入阅读。



3.3 撰写书评

点开需要评价图书的详情页，在评论框里直接输入书评内容，
点击提交即可上传书评。所撰写书评可在个人书房中查看。
同时，还可查看其他书评、评价书评或者给书评点赞。



3.4 听书

书香平台提供听书超过三万集，用户可以在书香高校平台查找收听本
机构听书。在页面上点击“听书”按钮即可看到平台上的听书列表。
用户可以搜索需要的听书，点击听书封面，即可进入听书页面。





进入听书页面后，点击绿色“收听”按钮，网站会自动播
放听书选段。下拉页面， 点击听书目录右边的箭头按钮
即可选择选段进行收听。在左侧目录中有听书分类，通过
点击目录可以快速找到听书。



4. 参加活动

机构管理员可通过书香中国阅读平台组织读书征文活动，以便促进读
者间的互相交流。普通用户可通过点击“活动进行时”栏目的“所有
活动”，查看可参加的活动。



进入活动页面后，可查找当前可参加活动，经典活动等
信息。点击不同活动logo可进入相应活动的投稿页面。



进入投稿页面后，即可按照提示输入作品，插入文章配图，确认无
误后即可提交作品。（注：已经上传的文章不能自行删除，请联系
机构管理员在管理后台删除。）



5. 我的书房

“我的书房”可实现对用户账户的管理。点击“我的书房”
的下拉按钮，显示出一个菜单浮窗。管理员帐号的下拉菜单
中含有机构管理后台，普通用户无此功能。



进入个人书房后，可看到读者的基本信息、通知、阅
读记录、推荐书籍、好友推荐、最近来访等信息。

 点击 “账户设置”和“个人设置”可修改个人资料、更新头像、
修改密码等。
点击“我的书友”，可查看已关注的书友，点击头像可进入书友
书房进行互动。
点击“最近阅读”或者“藏书架”可查看最近阅读信息。
点击“读书活动”可以看到与自己相关的征文活动的最新动态。
点击“我的作品”查看提交过的作品。
点击“我的书架”已经“收藏”的书。
点击“我的机构”按钮可以返回到机构首页。管理员账户可以看
到“机构管理”按钮并且对机构进行管理。









微书房客户端使用说明

微书房是配合书香中国阅读平台及云屏数字借阅机的使用的手机客户
端，旨在实现读者随时随地阅读，下载链接：
http://www.chineseall.cn/wsf/index.html



目前有ios 版和安卓版。通过手机扫码工具扫描二维
码，根据手机提示进行下载和安装。



PC端客户端界面



PC端客户端界面



打开微书房客户端，如下图界面，从左至右依次为“菜单栏”、“扫一
扫”和“在线书城”。点击微书房左侧圆圈中的按钮，进入微书房的菜
单栏，分别为“我的书架”、“在线书城”和“个人中心”。



其中，个人中心可进行账户管理。
注：微书房客户端暂不提供注册服务，请用书香中国平台注册
帐号登录。



客户端页面中间位置的“扫一扫”功能可通过扫描在
云屏数字借阅机的图书二维码实现资源的下载。已下
载图书在我的书架中，可离线阅读，无需流量。



点击客户端页面右侧按钮为“在线书城”。在图书详情
页中，可试读、收藏和下载图书。下载成功后，请在个
人书架中查找离线图书。



微书房客户端的阅读页面如下图所示，点击页面左侧区
域可回看上一页，右侧区域可翻至下一页，中间区域可
调出该书菜单，可实现章节跳转，竖屏、横屏切换，白
天夜间模式的切换，分享到朋友圈、QQ 空间以及其他
社交平台等功能。



在线书城中还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听书内容，用户可以
通过在线书城听书分类实现听书的搜索、收藏听书、在
线听书并可以将听书下载到手机中进行收听。



在“在线书城”界面的四个选项中点击“听书”即可到达左上
图的页面，点击图书封面听书不会直接播放，而是跳转到右上
的听书详细信息页面。在这个页面中，你可以选择收藏或者下
载。点击中间一行靠右的按钮，或者目录右边的下载符号、即
可下载听书。下载的听书在离线的情况下也可以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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