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数字参考内容



“世界图书”的演变

• 第一部《世界图书百科全书》于1917年出版。

• 1972年，该百科全书扩充到22卷。

• 1986年,“世界图书”进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旗下。

• “世界图书”于1990年起发行电子版，并保持其作为全球销量最大
的纸质百科全书的地位。

• 1998年，“世界图书网络版”首次提供给个人家庭。

• 今天，我们提供20多种针对移动设备优化过的数字产品。



我们的专长

经研究考证的可靠事实
我们的编辑顾问委员会由学者和专业人士组成，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以始终确保我们文章的
准确性。

适龄信息
我们的编辑使用适龄词汇和句法来编撰内容。

易于理解和阅读的文章
我们的文章使任何年龄段的任何读者都能够掌握他们想要探索的任何主题的基本概念。

极具吸引力的展现形式
任何孩子或成人在阅读《世界百科全书》的文章后，都不会对其所阅读的内容感到困惑、烦恼或沮
丧。



全球影响力

• “世界图书”的产品和服务向全世界180多
个国家的图书馆、教育机构、政府和私人
用户提供。

• 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 经销商遍布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菲律宾、日本、南非、中非、埃及、中东、
巴基斯坦、印度、英国、爱尔兰、德国、
斯堪的纳维亚、东欧、加勒比地区和拉丁
美洲。



《学习的早期世界》
(Early World of Learning)

《儿童》
(Kids)

《儿童在线学习》
(Kids eLearn)

学生百科全书
《Student》

《Advanced》
高级百科全书

《发现》
(Discover)

西班牙语
《Estudiantil 

Hallazgos》
百科全书

法语
《L'Encyclopédie 

Decouverte》
百科全书

《历史年表》
(Timelines)

《电子书套装》
(eBooks Suite)

《发明和发现》
(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

《活动区》
(Activity Corner)

《早期人类》
(Early Peoples)

《绿色生活》
(Living Green)

《戏剧学习》
(Dramatic Learning)

《科学力量》
(Science Power)

世界百科全书网络版的与众不同之处

• 在一个站点上提供16种数字参考资源

• 超过55000篇文章

• 教育工作者的教案

• IB课程相关内容

• 100多种语言版本

• 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的专用资源

• 每日更新

• 先进的研究工具，包括词典、地图集等

• 对文章进行蓝思阅读分级 (Lexile® measures)，
提供针对性的阅读体验

• 视频内容



电子书

可访问超过3000本电子书和“世界图书”的独家内容！
• 350多种独有的“世界图书”电子书，专门为您的学生提供！
• 支持每本书无限用户同时使用、每个用户无限更新。

读者可以随身携带图书馆！
• 移动app方便学生在其设备上随时随地阅读电子书！
• 可离线阅读保存在学生个人书架上的电子书。

每个读者都可以对其阅读方式进行个性化设置。
• 书架可以锁定，以保护用户的标题。
• 用户在其移动设备上的阅读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3-7岁

学习的早期世界
(Early World of Learning)*

儿童 (Kids)*

儿童在线学习 (Kids eLearn)*

戏剧学习 (Dramatic Learning)

活动区 (Activity Corner)

7-10岁

儿童 (Kids)*

儿童在线学习 (Kids eLearn)*

科学力量 (Science Power)

学生 (Student)*

历史年表 (Timelines)*

活动区 (Activity Corner)

数字图书馆 (Digital Libraries)

戏剧学习 (Dramatic Learning)

西班牙语《Estudiantil 

Hallazgos》百科全书

法语《L'Encyclopédie 

Decouverte》百科全书

14-18岁

高级 (Advanced)*

数字图书馆
(Digital Libraries)

发现 (Discover)

学生 (Student)*

历史年表 (Timelines)*

活动区 (Activity Corner)

法语《L'Encyclopédie 

Decouverte》百科全书

18+岁

高级 (Advanced)*

发现 (Discover)

历史年表 (Timelines)*

活动区 (Activity Corner)

11-14岁

高级 (Advanced)*

学生 (Student)*

历史年表 (Timelines)*

数字图书馆
(Digital Libraries)

戏剧学习
(Dramatic Learning)

发现 (Discover)

活动区 (Activity Corner)

法语《L'Encyclopédie 

Decouverte》百科全书

*已针对平板电脑进行优化

年龄段



Early World of Learning 的主页采用易于浏览的页面设计，为小读者提供丰富多彩的视觉提
示和旁白音频。



Trek's Travels 系列讲述稻草人 Trek 及其伙

伴的知识发现之旅，适合早期学习者。这
些有声读物有英文和西班牙文两种版本！

“欢迎阅读”(Welcome To Reading)是“Early 

World of Learning”的一个分四级的、包含48

个主题的阅读课程。这些主题涵盖了早期学习
课程中的关键概念，有助于教师评估学生从学
年开始到结束的表现。



在我们的主页上，通过快速点击学习，即可将我们
的青蛙变成了王子。这里，用户可以找到其喜爱的
童年故事、童谣和经典歌曲 (可在线播放或下载为
MP3文件)。



教学工具(Educator Tools)可为教
师提供EWOL指南、课程相关内容、
以及有关文章和读物的链接。

教师还可以访问“欢迎阅读”
的可打印版本，以及查阅每
个EWOL模块的Lexile®分数。



Kids主页提供一个预测搜索引擎。便利的导航，超过200张可滚动的有趣图像，可快速访问
各个模块。



文章页面

打开文章页面时，会出现一张较大的启
动图片，采取两列的版面设计：媒体在
左边，相应的文本在右边。

“图片”、“视频”和“更多”选项卡
在一个位置显示一篇文章的所有媒体。

“更多信息”(More Information) 选项

卡包含相关文章、游戏和活动的链接，
甚至还有来自我们的编辑团队的提问。

在每篇文章右上角的下拉菜单可找到文
章的“内容和工具”(Contents & Tools)。



“我们的活动”(Our Activities) 部分让
年轻用户轻易地找到11类有趣的活动。

“成人读者”(For Grownups) 部分提供75多个

与大部分活动相关的课程计划，以及一些科学
项目和游戏。



“世界图书儿童百科全书”(World Book Kids) 增加了丰富的传记，可在
“重要人物”(Important People) 模块中按类别访问或通过搜索访问。



主页特点：
• 全新和别具特色的文章和视频
• 通过下拉菜单快速访问所有模块
• 响应式设计
• 研究工具快速链接
• 突出显示的搜索栏

“世界图书学生百科全书”(World 

Book Student) 包含引人入胜的内容、

内置功能以及有趣的工具，其设计方
便儿童到中学的学生查找知识。



“头条背后”(Behind the 

Headlines) 为用户提供World Book

就世界头条新闻发表的社论。针对
某些中级读者,“头条背后”包括每
周时事知识游戏和课程计划。

“世界资源”(World 

Resources) 允许学生以多

种方式探索地图，包括世
界图书地图集、比较/对
比选项、以及互动形式。



“世界图书高级百科全书”(World Book Advanced) 将参考文章、原始文献和
更多信息整合在每个搜索中，并包含世界各地最新的出版物。



“利用文献教学”(Teaching with 

Documents) 使用原始资料，鼓励读者对

历史文献进行批判性思考。每个“利用
文献教学”的页面包含历史背景信息、
文档的原始文本、以及分级的问题。

“路径查找器”(Pathfinders) 保存在“我的研
究”(My Research) 平台中，提供所选定主题的

文章、图像、声音和地图的可共享路径。用户
创建的 “路径查找器”可以简单的方式在班级
之间共享信息。



Student 和 Advanced 版的“教学工
具”(Educator Tools) 为英语学习者、语
言艺术/英语、科学和社会研究/历史提供
IB课程相关内容。

其他工具：

• 图形组织图
• 课程计划
• 专业链接
• 网络探究



在“世界图书历史年表”(World Book Timelines) 中，用户将看到500多条

独特的时间线，涵盖艺术、科学和技术、社会和文化、体育、世界历史和
地理等学科。



通过“我的时间线”(My Timelines)，用

户可以在存储其选择的数字文件夹中创建、
自定义、整合和重新访问时间线。



用户可以编辑当前条目，
包括注释、颜色代码事件、
添加日期和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