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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本文的目的，在于帮助各位更好的寻找、下载、利用网络上浩如烟海的电子资源，有朋友

说，这类网站只需要五个足以，这里整理近百个网站，并且有简单的说明，各位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随意挑选。另，版权问题，希望各位遵守相关规定与法律，这里不多谈。

首先说一下汇总的标准，这也是所有网站推荐的标准

1.国内访问无限制，无需注册或是注册免费

2.免费资源众多，分类清晰，检索方便

3.下载界面友好，下载不设限制或是限制较少， 不需要跳转很多页面，无广告或较少广告，

使用网盘为较方便的类型。

本文可以随意转载，不过因为该汇总不断更新，此为2014年6月新版，所以希望各位可以关

注本主页，以便随时获得最新版本。

本主页

微博：http://weibo.com/p/1005052142733793

人人：http://page.renren.com/601651298?id=601651298

Lofter：http://shedingkong.lofter.com/

本文在线版：http://shedingkong.lofter.com/post/302b9d_d324ec

在线导航版：http://ls.ganquancun.com/ebook/index.html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hqgMAcW#dir

本次更新所增加网站（文中以绿字表示）：

国内：【大道网 】【完全下载】【国学数典】【爱如生】【书林网】

国外：【obooko】【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典电子文库】【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Bodleian First Folio】【Internet Classics Archive】【帕修斯数字图书馆】【中
世纪经典在线书库】【goodreads】【audiofic同人有声小说下载网站】【Gallica 】【德语诗歌图
书馆】【卢恩堡项目计划】【西欧文学电子文库】

请善用搜索功能，查找所需网站，推荐关键词有：【日文】【电脑】【历史】【杂志】【轻小说】

等。

注意：因和谐之风更加强劲，所以又有部分网站无法访问，这里用（目前无法访问）

标注

其他专业文献下载，因太多太杂，这里不做整理，有需要请移步本主页相册：

1.综合数据库资源

2.文史数据库

3.地图资源 下载资源和在线资源都有

4.宗教神话 有大量宗教神话书籍下载，文史数据库中宗教神话数据库已经转移此相册。

或者新浪微博陆浑戎 整理的中国（汉学）研究开放获取学术资源集
http://vdisk.weibo.com/s/aALkIKVT6nEb7/1393298134

日本中国学研究网站（賴昱誠整理）

http://yunpan.cn/QixZGaEgYcLNX （提取码：d83b）

http://weibo.com/p/1005052142733793
http://page.renren.com/601651298?id=601651298
http://shedingkong.lofter.com/
http://shedingkong.lofter.com/post/302b9d_d324ec
http://ls.ganquancun.com/ebook/index.html
http://pan.baidu.com/s/1hqgMAcW#dir
http://photo.renren.com/photo/601651298/album-900509738?noPager=1
http://photo.renren.com/photo/601651298/album-968542871?noPager=1
http://photo.renren.com/photo/601651298/album-869388450
http://page.renren.com/601651298/channel-albumshow-862292261?channelId=9171
http://vdisk.weibo.com/u/1617242303
http://vdisk.weibo.com/s/aALkIKVT6nEb7/1393298134
http://yunpan.cn/QixZGaEgYcL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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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电子书网站

1.综合类

【百年千书】

https://readmoo.com/

繁体电子书网站，需要注册，可购买付费在线电子书，也能找到大量免费资源

标签：在线、付费、合法电子书

【好读网站】

http://haodoo.net/

免费的线上繁体中文图书馆，可在线阅读及下载，可下载的格式有：updb，pdb，prc，epub。

标签：多格式、在线、繁体

【亿年书海】

http://www.inien.com/

据说是上海某强人做的，可在线阅读及下载，下载可以选择不同的尺寸及格式，还可自定义

格式，功能十分强大。注意下载按钮在导航栏登录注册右边

标签：在线、自定义下载

http://haodoo.net/
http://www.inien.com/


【爱问共享资料】（目前无法访问）

ishare.iask.sina.com.cn

新浪旗下文库，下载需积分，只要注册微盘，将资料转存微盘之中，便可以免费下载。爱问

上有众多资源图书达人，这里推荐人人网@方亮 Faith 提供的日志《福利帖，总结下网上的

电子书宝库》也可以翻翻日志下的评论，也推荐了不少优秀的资源。

目前爱问的搜索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里推荐 ESOSU

基于爱问超大数据库，堪称穷人版读秀 http://www.esosu.com/

【逛电驴】

http://verycd.gdajie.com/book/computer/page

电驴的镜像站，比电驴要更新晚，但不会有无法下载的情况，广告较多

【西东网】

http://xidong.net/

学习资料共享，提供教育方面的电子书及其他资料，各种格式都有，下载为 ed2k,无广告。

http://ishare.iask.sina.com.cn/
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914762011&owner=406188240
http://blog.renren.com/blog/406188240/914762011
http://www.esosu.com/ 
http://verycd.gdajie.com/book/computer/page
http://xidong.net/）


【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

http://www.nlc.gov.cn/index.htm

大量在线资源、子数据库、可以在线阅读海量电子书，同时其账号与阿帕比电子图书通用，

需要注册。旗下部分子数据库是可以下载，比如民国期刊可以单页下载。人大数据库、万方

期刊等也可以下载，但是每天下载有数量限制，各位有时间不妨一一尝试。

国图旗下数据库——民国图书阅读界面

http://www.nlc.gov.cn/index.htm
http://202.106.125.14:8000/Usp/nlc/?pid=index&cult=CN


【超星电子书】

http://www.chaoxing.com/

40万电子书，注册后可以在线或是用客户端阅读海量书籍。若是在教育网中，推荐包库网址 ，

可以将 PDG 格式电子书下载到本机上离线阅读，至于 pdg 如何转成 pdf，请看百度经验 。

另，该站共享资料页面也有大量资源，各位可以自己去逛逛。

超星网页阅读界面

注意：超星自制的阅读器不符合大部分人的阅读习惯，请使用 BooX Viewer 阅读器

http://www.chaoxing.com/
http://sslibbook1.sslibrary.com/userlogon.jsp?backurl=http://sslibbook1.sslibrary.com/?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ce09321b3ce55f2bff858f9e.html


【海南省文献中心电子图书库】

http://210.37.32.28/index.asp?word=

一个很不错的中文电子图书下载阅读网站，数量20余万册，需要 djvu 阅读器，下载后需要

自行更改文件名。太新的书没有。

【E书联盟】

http://www.book118.com/

庞大的免费中文电子书下载站，支持迅雷下载，但默认的迅雷下载可能有问题。请勾选使用

原始地址下载，支持目标另存为方式下载。 这个站的书籍一般都是没有密码的，下载密码

的链接只是广告。

http://210.37.32.28/index.asp?word=
http://www.book118.com/


【台州市双语学校网上图书馆】

http://www.tzsy.cn/ebooks/

拥有10000册电子书，教育、名著、工具书为主，格式为 PDF。可以在线阅读（有时候打不

开）或者下载 PDF，下载支持迅雷，速度不稳定。

【书仓网】

http://shucang.org/

可在线阅读，提供 epub、mobi、pdf、doc、chm 等格式下载，下载可用迅雷，还可以推送至

邮箱。

http://www.tzsy.cn/ebooks/
http://shucang.org/


【E书吧】

http://www.eshuba.com/

无广告、下载可用迅雷，电子书以网络、IT、计算机为主，辅以各种网络小说名人传记、娱

乐读物。

【爱看豆】

http://ikandou.com

付费和免费资源都有，格式为epub和mobi，每天投递新鲜的报纸和杂志到你的支持 Kindle,

iPad, iPhone, Android 等移动设备，升级到 pro 帐户，所有付费公版书免费下载和阅读，

付费图书有优惠。

【xzap's txt2mobi】

http://book.jshmxx.com/

Mobi 和 txt 格式电子书，以小说为主，可推送至移动设备，缺点是不支持 IE 浏览器。

http://www.eshuba.com/
http://ikandou.com
http://book.jshmxx.com/


【Readfree】

http://readfree.me
与豆瓣相互连接的免费 mobi图书下载网站，可以通过豆瓣账号登陆，下载 mobi格式，查
看豆瓣书评。每天下载数量为6本，Pro用户下载无限制,且可以推送至邮箱。另，该站还给
出正版图书的亚马逊地址。

http://readfree.me


【至善读书】

http://uread.superfection.com/

严格来说不是网站，其网站功能非常简陋，下载书籍需要安装至善读书软件，图书格式为

epub ，也可查看 PDF，不过 PDF 阅读体验不好。书籍量大，阅读界面清新。

至善读书阅读界面。

注意：该软件下载安装后会提示是否卸载360杀毒软件，无视即可。另外，该软件没有恢复

默认设置的选项，更改纸张和阅读背景时请注意纸张的长宽比，否则效果会令人非常不适。

http://uread.superfection.com/


【读书网】

http://www.dushuba.net/

看一看推荐的书籍，很多有趣的东西，PDF 格式，网站有搜索和图书分类，可以快速找到自

己感兴趣的书籍，缺点是下载都是城通网盘。

【我有閑書庫】

http://www.woyouxian.com/index.html

國内相當不錯的在线閲讀網站，雖然書少了點，但很不錯。大多是文學名著 ，推荐 RSS 订

阅下来，闲暇时消遣阅读。

【北极星书库】

http://www.help99.com/index.html

内容不多，以古典名著为主，格式为 EXE，杀毒软件可能会报错，下载时有密码。

北极星阅读界面

http://www.dushuba.net/
http://www.woyouxian.com/index.html
http://www.help99.com/index.html


【完全下载】

http://www.ebook99.com/

一位爱书者的个人藏书网站，下载需要用迅雷，收藏以文学类为主，无广告。

【矮番薯】

http://www.ifanshu.com/

免费在线电子书阅读网站，阅读界面清新，无广告，手机客户端体验尚可，收录书籍以文学

名著为主，网络小说较少，书评系统类似豆瓣，不过目前用户较少，所以书评不多。一个不

错的在线消遣阅读网站，同样推荐 RSS 订阅，抓紧看吧，他们把建党伟业归类到网络玄幻，

应该活不长了。

http://www.ebook99.com/
http://www.ifanshu.com/


矮番薯阅读界面。

【大道网 】

http://dadao.net/htm/book/index.php

http://dadao.net/htm/book/index.php
http://dadao.net/htm/book/index.php


2.书籍分享论坛

.【完美文库 】

http://www.wmwk.org/Home.aspx

可在线阅读及下载，可下载 txt,mobi,epub 格式，亦可投递到 kindle。而且移动版可免积

分阅读所有内容。积分规则比较复杂。

【威锋电子书分享】

bbs.weiphone.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224&page=1&filter=typeid&typeid

=299

威锋论坛电子书分享频道，多为 epub 和 pdf 格式。 大部分资源无需注册登陆即可下载。

【Hi PDA 论坛】

http://www.hi-pda.com/forum/index.php

网友上传分享了相当多的资源，大部分资源下载无限制。推荐上面的三个好帖子:

Amazon Kindle 论坛资源汇总检索帖

txt 精排版资源

6寸 pdf 资源

http://www.wmwk.org/Home.aspx
http://bbs.weiphone.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224&page=1&filter=typeid&typeid=299
http://www.hi-pda.com/forum/index.php
http://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526444&extra=page=1&sid=bTuoBx
http://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569396&extra=page=1
http://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tid=483779&extra=page=1


【kindleren】

http://kindleren.com/

专门面向 Kindle，格式为 mobi、azw3、pdf、epub，部分资源下载需要 k币，可以通过签到

和发帖来获得。

【技术宅社区】

http://www.gn00.com/

提供各种资源教程下载，论坛网友交流较活跃，文学区有大量资源可供下载，做任务升级到

第一章，则能下载绝大部分资源。

http://kindleren.com/新
http://www.gn00.com/


3.文档搜索引擎

【只有下载】

http://www.zhiyouxiazai.com/

多种资源，文档类的资源还是不错的，各种格式也都有，只是都是城通网盘的。。。

推荐各位把他掏空，都传到其他网盘【够

【牛档搜索】（目前和谐中）

http://www.niudown.com/

国内文档搜索引擎。下载速度尚可。

【CssaBook 美国大学教科书比价搜索网】

http://www.cssabook.com/

原来拥有电子书搜索功能，现在似乎已经删除该项功能，原因未知，不过其学术搜索功能相

当优秀，可以同时搜索数个学术引擎的结果。至于买书比价功能，应该也会对留学党有很大

帮助。

http://www.zhiyouxiazai.com/
http://www.niudown.com/
http://www.cssabook.com/#


百度快照上还留有的电子书搜索功能，不过现在已经不能使用

【书朋数字图书搜索引擎 】（目前和谐中）

http://www.shupeng.com/

魏武挥：经常碰到人问我××书有电子版否。建议：1、使用 chrome 浏览器；2、安装一个

“爱问共享资料豆瓣插件”的插件；3、在豆瓣中找到某书条目时，稍等1-2秒，右侧有惊喜。

BTW 中国最大的版权争议作品集散地绝对不在百度文库的说

此插件的下载链接来自书朋网，而书朋网的链接来自其他网站，一般来自爱问、百度文库超

星、国外链接，格式以 txt、mobi、epub 为主，很少有 pdf，搜教材不太合适，小说倒是一

大把。最大的问题在于死链颇多，很多时候是他说有资源时没有，他说没有资源网上有很多

资源。

http://www.shupeng.com/


【iFindBook 电子书搜索引擎】

http://www.ifindbook.net/

一个可以搜索 pdf, epub, chm, txt, mobi 等各类电子书、电子文档的精准搜索引擎，帮助

用户快速找到想要的书籍资源。使用 iFindBook，通过关键词搜索来寻找想要的电子书资源，

该搜索目前整合了爱问、百度、百度文库，相信还会有更多的搜索平台加入进来。

【LePDF】

http://www.lepdf.com/

备用站地址：点击

http://www.ifindbook.net/
http://www.lepdf.com/


4.专业书籍下载

【潇哥资源_电子书资源外链发布站专业书籍】

http://www.staffempire.com/

专业书籍网站，下载方式为网盘和其他网站的下载链接。

【Chnxp 免费 PDF 电子书籍下载站】

http://www.chnxp.com.cn/

一个提供在线书籍资源下载的网站，提供很多文学、语言、经济、社会、科学、医疗保健、

历史教育等电子书籍。多种格式图书都有，pdf、txt 为主，现在宣称支持净网活动，但是

没有看到大量书籍被和谐。

【皮皮书屋】

http://www.ppurl.com

收集的书籍专攻计算机科学以及相关延伸学科。大部分是 pdf 和 chm 格式，需注册才能查看

书籍。注册需要编程基础。可在线浏览及下载（国外 IP 需申请加入白名单）。

我这个计算机二级都没过的人，就不费心注册了_(:з」∠)_

http://www.staffempire.com/
http://www.chnxp.com.cn/
http://www.ppurl.com



【经济学百科】

http://www.jingjixue.info/ebooks

PDF 经济学电子书、电子杂志免费下载，免费下载为国外网盘，所等时间较长，，所幸的是

不会出现【该文件只能由付费用户下载】。付费后该网站会提供高速下载地址。

http://www.jingjixue.info/ebooks


5.杂志下载网站

【杂志馆 PDF】

http://bucee.net/

中文杂志下载网站，下 PDF 格式，载方式为网盘

【《读者》杂志在线阅读 】

http://www.85nian.net/

主要收集了读者2005年到2014年的电子版，包括 txt、PDF 和 exe 类型的。

《读者》杂志上的文章多以 txt 格式提供给网友在线阅读，并且提供打包下载！如文章：《读

者》2013年第1期至10期 txt 合集下载 （注意解压密码说明：密码为85nian.net）

【畅读360】（目前无法访问）

http://bucee.net/
http://www.85nian.net/


http://www.changdu360.com/

可以在线看各种类型的杂志,在线看，简单的页面，清晰的画面（需注册登录，值得）

30天后提供免费下载（30天内为锁定期，vip 可下载）

【青年文摘】

http://www.qnwz.cn/html/ebookdown/

青年文摘官网提供的部分杂志下载，这里直接给出下载页面的链接了

【zcom】

http://online.zcom.com/

格式为该站自制的 exe，阅读体验还可以，还可以下载软件自行制作该格式类型电子杂志。

下载提供多个链接地址。

http://www.changdu360.com/
http://www.qnwz.cn/html/ebookdown/
http://online.zcom.com/


6.古籍文史在线下载

【书格】

http://shuge.org/?from=inf&amp;wvr=5&amp;loc=infblog

书格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在线古籍图书馆。致力于开放式分享、介绍、推荐古本（四九以前的

影像本）PDF；网站致力于为古籍的保护与数字化传播贡献。相对于其它网站追求点击率来

说，其原则相反，网站尽可能减少访问者点击次数便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内容。

微博地址：点击

豆瓣小站：点击

书格下载界面，各种下载地址任君挑选。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http://shuge.org/?from=inf&amp;wvr=5&amp;loc=infblog
http://weibo.com/pdfsite
http://site.douban.com/171180/


http://ctext.org/zh

本計劃的目的在於開發一個在線電子書系統，試圖將中國的古代哲學書及其相關的原典文獻

加以電子化，用交叉索引等技術充分利用電腦的功能， 給中外的學者提供更方便的方式來

學習和研究這些古書。您可以打開先秦兩漢或漢代之後的目錄，也可以參考系統簡介、常見

問答集、使用說明和相關工具。若想要尋找某一部著作的相關訊息，您可以使用書名檢索功

能同時檢索本站各種主要原典資料。

可就時代、類型、某書、某章節檢索。缺點是文字錯誤較多，好在文本與書影相互關聯，可

以及时查證。

【古籍馆】

http://www.gujiguan.com/

古籍館收錄從古代至民國(主要收錄1949年以前)初人撰寫並經寫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歷

代漢文古籍爲基本收錄範圍。免费在线阅读，格式为高清图片，需要注册。特点是检索关键

字时，会显示关键字在文章的位置。

【影印古籍资料】

http://sou-yun.com/eBookIndex.aspx

提供来自互联网档案馆的 7275本古籍的在线阅读及下载，PDF格式，速度也快

http://ctext.org/zh
http://www.gujiguan.com/
http://sou-yun.com/eBookIndex.aspx


【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ndex.html

内容相当丰富，党史研究必备。多语种、下载在线观看均可，下载方式为谷歌云硬盘

【凡人大传】

http://www.fanren8.com/index.php

新浪@殆知阁建立的论坛，内有大量文献书籍，没有设置任何权限，可自由下载。

【殆知阁古籍搜索引擎】

http://wenxian.fanren8.com/

目前最优秀的国内古文献典籍搜索阅读网站。同样是殆知阁建立，已经收录超过十六亿字的

古籍。可在线阅读，亦可以全文检索，查看同一关键词在不同古籍中的运用，文史爱好者必

备的工具网站。并且提供殆知阁十万卷古代文献资料 txt 文件下载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index.html
http://www.fanren8.com/index.php
http://wenxian.fanren8.com/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57402&uk=16966183


【中国古籍全录】

http://guji.artx.cn/

在线古籍阅读网站，名字起得比较霸气，不过也只收录了基本古籍，优秀之处在于有在线笔

记功能，可以和其他用户交流笔记内容。

笔记功能与微漫画有妖气等网站的吐槽系统不同，更加接近于评论系统。打开笔记界面，输

入要标注的原文，再输入注释内容，其他读者可以看到，并且做出评论。

笔记功能截图

http://guji.artx.cn/


【網上書上網─數位典藏與學習電子書庫】

http://ebook.teldap.tw/index.jsp

台灣#網上書上網─數位典藏與學習電子書庫#，為讓使用者更便捷地利用#數位典藏與學習

國家型計畫#之成果，建立此電子書平台，期望這些文物數位檔案透過電子書格式的轉製，

讓全球的華文閱讀者都能順利取閱。目前約有200筆，更新中，epub 格式，可下載。

【国学数典】

http://bbs.gxsd.com.cn/forum.php

各种人文学科古代近代现代资料集散地。多是 pdf、djvu 的好格式，即原版书扫描格式。需

要名为阿堵物的下载币，可以通过上传资料或者付费来获得，虽然门槛较高，但是内有大量

独家资源，很值得为之付费。

【爱如生】

http://forum.er07.com/index.php

全免费古籍论坛，资源极为丰富，下载需要注册登陆，注册需要邀请码。

邀请码的获得途径有两种：

1.微博：爱如生之友 http://weibo.com/u/2699880880

2. @学海一书童:需要邀请码的，请看我豆瓣：学海一书童。 clzms 不定期发送大量爱如

生邀请码，本人豆瓣地址 http://www.douban.com/people/clzms/

当然，就算不想注册，爱如生的搜索神器搜神

http://m.soshen.cn/soshen/# 也会很有帮助

测试版，非全文，可以搜古代典籍，也可以搜近代报刊，参附图

http://ebook.teldap.tw/index.jsp
http://bbs.gxsd.com.cn/forum.php%20
http://forum.er07.com/index.php
http://weibo.com/u/2699880880?from=profile&wvr=5&loc=infdomain
http://weibo.com/n/学海一书童
http://m.soshen.cn/soshen/#


【书林网】

http://www.booksforest.com/portal.php

书林网是一家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以电子书籍为核心、以国学为重点、以易学为特

色的大型文化门户网站。该网站运作模式为共享互助模式，用户通过上传共享电子文集获得

下载使用其他网友上传文集的权利。书林网民国图书、影印古籍、文献互助、书林索引栏目

可下载文献和文献索引。民国图书分马列主义、哲学宗教、社会科学、军事、政法、军事、

经济、科教文、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类。

http://www.booksforest.com/portal.php


7.动漫类

【轻之国度轻小说文库】

http://lknovel.lightnovel.cn/

轻之国度论坛建立的轻小说下载网站，轻国提供 txt（附带插图文件夹）、word 和 epub 格式

下载，部分下载需要回复可见

【SF 互动传媒轻小说频道】

http://book.sfacg.com/

国内原创轻小说聚集地，可以自己写作小说上传，与其他轻小说写手交流。该网站可以设置

是否允许他人下载自己的小说，目前大部分原创小说和转载小说都可以下载，下载格式为

txt。

【天使轻小说】

http://lknovel.lightnovel.cn/
http://book.sfacg.com/


http://www.7tianshi.com/

致力于免费轻小说下载和分享。可以下载 txt 全本和 txt 分卷，无限制。

http://www.7tianshi.com/


8.外语学习类

【en8848】

http://www.en8848.com.cn/Soft/

英文小说阅读网，很多国内流行的畅销书的 PDF 版都能在里面找到，而且质量通常都不错。

【墨墨英文电子书网】

http://www.momowang.net/

一个提供很多有趣主题的英文电子书籍网站。

该网站 M标记的电子书为付费下载，F标记为免费下载，不过几乎所有电子书都在国外其他

电子书网站上可以找到免费电子版，其提供的 epub 电子版有简要的中文介绍。在线阅读界

面清新，无广告。

http://www.en8848.com.cn/Soft/
http://www.momowang.net/


【七彩英语】

http://www.qcenglish.com/

提供英文原版电子书下载，大多为 pdf 格式，注意有解压密码，推荐 RSS 订阅。

【美星外文数字图书馆】

http://211.81.31.51:8080/Soft_Index.asp

美星外文数字图书馆拥有英文原版电子图书4950余册，日文原版电子图书248册以及21种语

音图书。内容涉及世界经典文学、哲学、世界史、人物传记、经济学、计算机、环境保护、

财政金融、市场营销、法律政治、信息科学、旅游等十二大类，语音图书为经济管理类10

种和 IT 类11种。似乎在国内部分地区网络环境中无法打开。

http://www.qcenglish.com/
http://211.81.31.51:8080/Soft_Index.asp


9.国内有声书网站

A.原创型有声读物网站：

【博客思听（台湾）】

http://www.bookast.com/Bookast/

免费，音频质量与静雅思听不分高下，提供最新、最畅销的中文商业管理有声书摘，但所有

作品需要授权并只能在专用机型上播放！

http://www.bookast.com/Bookast/


【天方听书网】

http://www.tingbook.com/

【myaudiobooks】

http://www.myaudiobooks.com/

需要注册，界面清新，在线收听无限制，下载需要 M豆，M 豆可以由签到获得。

http://www.tingbook.com/
http://www.myaudiobooks.com/


【静雅思听】

http://www.justing.com.cn/

可以订阅 podcast，内容更新快，质量不错，用客户端管理有声书很方便；有点小广告，需

要注册，部分内容需要付费。

【家常读书】

http://www.jiachangdushu.com/

论坛式的，很多有声书爱好者聚集，用户录制的有声书质量参差不齐

【喜马拉雅】

http://www.ximalaya.com/

大量原创音频，下载似乎只能使用手机客户端

http://www.justing.com.cn/
http://www.jiachangdushu.com/
http://www.ximalaya.com/


B.收集型有声读物网站：

【酷听】

http://www.kting.cn/
有不少新书，不过手机 App做的体验不好。部分书籍需要付费收听。

【有声下吧】

http://www.ysx8.net/

【畅想听吧】

WWW.CXT8.COM

http://www.kting.cn/
http://www.ysx8.net/
http://www.cxt8.com/


【听派网】

http://www.tinpai.com/index.asp
部分内容收听收费

【mmmppp333】

http://www.mmmppp333.com/
免费，有对百家讲坛感兴趣的朋友至此站下载没有错

http://www.tinpai.com/index.asp
http://www.mmmppp333.com/


【300ABC有声小说网】

http://www.300abc.com/
免费，但要用迅雷下载

【verycd 有声书板块】

http://www.verycd.com/sto/datum/audiobook/
用 RSS订阅，看到中意的拖下来。

http://www.300abc.com/
http://www.verycd.com/sto/datum/audiobook/


C.评书类

【我听评书网】

http://www.5tps.com/index.html
有些广告，界面不是很友好

【我爱评书网 】

http://www.5ips.net/

【评书吧】

http://www.pingshu8.com/

另外，还有新浪微博

@白云出岫 http://weibo.com/baiyuncx
“中国古典文学全文朗读”mp3格式，网盘下载：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08640&uk=201614047 提取码:3101 喜马拉雅电台在
线收听及下载：http://www.ximalaya.com/4228109/album/（计划在 2028年以前完成包含十三
经、前四史、资治通鉴、新编诸子集成全文朗读的 1000小时录音，目前可下载的有 900小
时，不全是古典文学）

http://www.5tps.com/index.html
http://www.5ips.net/
http://www.pingshu8.com/
http://weibo.com/baiyuncx?from=profile&wvr=5&loc=infdomain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08640&uk=201614047
http://www.ximalaya.com/4228109/album/


二、外文电子书网站

1.综合类

【libgen】

http://libgen.org/

书籍多多，下载方便。 如打不开，可从其它 mirror 进：http://gen.lib.rus.ec

【amazon官方免费电子书下载网站】

http://www.amazon.com/b?ie=UTF8&node=2245146011

需要注册亚马逊会员【废话

http://libgen.org/
http://gen.lib.rus.ec/
http://www.amazon.com/b?ie=UTF8&node=2245146011


【Wowio电子书销售平台】

http://www.wowio.com/

一家向读者提供有广告主支持的免费电子书，下载时广告和图书内容被组合在一起，其形式

类似电视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广告。有免费的电子书可以下载，不过需要注册成为会员。

【avaxhm】

http://avaxhm.com/

外文电子书、杂志、漫画、报纸还有游戏等多种资源下载，下载为国外付费网盘，比较慢，

且有部分资源只提供给网盘付费用户下载【万恶的资本主义混球网盘。。。

http://www.wowio.com/
http://avaxhm.com/


【MemoWare】

http://www.memoware.com/

[合法电子书]拥有上千种免费电子书下载, 并且可以让你很方便的把电子书发送到你的掌上
设备, 支持各种 PDA操作系统.

【obooko】

http://www.obooko.com/

提供各个类型的合法电子书，下载需要注册，速度较慢

【Free-Ebooks】

http://www.free-ebooks.net/

[合法电子书]免费电子书分享平台是一个提供优秀的电子书下载分享平台，站内资源非常丰
富，并且所有的电子书都是免费提供的，用户注册后，下载电子书是通过邮箱发送的方式获

取。

http://www.memoware.com/
http://www.obooko.com/
http://www.free-ebooks.net/


【Ebook3000】

http://ebook3000.com/

免费电子书下载网是一个提供免费的互联网电子书籍下载站点，收录了互联网上多种优秀的

电子书籍免费提供下载，有相当数量的中文书。

【MyBookezzz】

http://www.mybookezzz.com/

相似书籍免费下载网是一个提供免费电子书籍下载的站点，不过所不同的是，该平台提供一

本需要购买的书籍，然后你可以选择购买也可以选择查找类似的同类书籍免费下载。

http://ebook3000.com/
http://www.mybookezzz.com/


【ebooks-free-net】

http://www.ebooks-free-net.net/

格式为 pdf，无需注册

【ebooksoneverything】

http://www.ebooksoneverything.com/free-ebooks.html

Pdf格式下载网站，不需要注册

【ebooktakeaway】

http://www.ebooktakeaway.com/

主要格式为 pdf、html和 txt

【Booksinmyphone】

http://www.booksinmyphone.com/

收录专为手机阅读的电子书，以 mobi格式为主。

http://www.ebooks-free-net.net/
http://www.ebooksoneverything.com/free-ebooks.html
http://www.ebooktakeaway.com/
http://www.booksinmyphone.com/


【Smashwords】

http://www.smashwords.com/

需要注册，可以购买付费电子书。大部分的书都是经济实惠的价格，而且很多都是免费的，

免费内容格式一般为 pdf和 epub。

【WitGuides】

http://www.witguides.com/

用户无需注册即可下载网站上所有的免费电子书籍，提供 ebook、PDF等格式，电子书涵盖
商业书籍、教育、艺术、健康、游戏娱乐等。比较特殊的是，这也算是一个外链站，部分免

费内容来源于其他网站，比如上面的 Smashwords。

【esspc-ebooks】

http://esspc-ebooks.com/

【ebookgratis】

http://www.ebookgratis.it/

意大利电子书网站(包括小说,诗歌,古典文学，戏剧，传记，恐怖和幻想小说，新经济学等)

http://www.smashwords.com/
http://www.witguides.com/
http://esspc-ebooks.com/
http://www.ebookgratis.it/


【ebookdirectory】

http://www.ebookdirectory.com/

如果您正在寻找高质量的免费的电子书，这是正确的地方。要访问成千上万的电子书简单地

浏览各类左侧或者干脆使用搜索框。

【亞洲進行時】

http://www.asiaing.com/ebooks

亞洲進行時。這是它的电子书版塊，還有其他類別的書籍，比较不錯的一個電子書下載網站，

大部分都是 PDF格式的，質量很高速度也很快。但是圖書數量有限，而且有些書只提供一
些章節預讀，但對於一個正規的網路來説已經很不錯了~裏面的原版 PDF真的做的挺好的
下载方式为谷歌云硬盘。

【blackmask】

http://www.blackmask.com/

这个网站收藏的图书比较多，每本书也有很多格式，我个人推荐使用微软的 Reader格式。
不过该网站的搜索功能不怎么样，其他方面还算不错。

http://www.ebookdirectory.com/
http://www.asiaing.com/ebooks
http://www.blackmask.com/


2.公共领域电子书

【Internet Archive互联网档案馆】

https://archive.org/

#普及资源# 互联网档案馆，即#Internet Archive#，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公益性学术网站之一，
也是网络开放与自由化的倡议者之一。提供海量数字数据如网页、音乐、动态图像、和数百

万书籍（有 PDF等数种格式）的永久性免费存储及获取。缺点是经常无法访问，原因未明

【公用图书馆#（Open Library）】（目前无法访问）

@乌衣衖 #普及贴# 当谷歌图书馆（books.google.com）和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

都不好用的时候，就去#公用图书馆#（Open Library）吧，https://openlibrary.org/三百

余万册免费电子书，够你喝一壶的

http://books.google.com/


【ManyBooks】

http://manybooks.net/

[合法电子书]一个专门提供免费电子书下载的网站, 它所所提供的免费电子书超过 2万本.
你可以通过分类, 作者, 书名和语言进行搜索查询, 每本书都包含一个简介,包括书名,作者,
国家和内容简介. 所有电子书含都可以下载保存为几十种电子书格式, 比如 Doc, PDF, RTF,
JAR, TXT等等.

【SnipFiles 】

http://www.snipfiles.com/

提供合法的电子书给用户.

【DailyLit】

http://www.dailylit.com/

在线的免费电子书阅读网站, 可以通过邮件或 RSS阅读器接受 FEED.

http://manybooks.net/
http://www.snipfiles.com/
http://www.dailylit.com/


【Wikibooks 】

http://en.wikibooks.org/wiki/Main_Page

Wikibooks是一个WIKI风格的免费电子书网站, 任何人都可以创建电子书分享给别人.
中文内容不多，推荐日文、英文、世界语界面。

【TheFreeLibrary】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

在线文学作品图书馆是一个成立于 2003年的免费全文本经典文学出版物图书馆网站，提供
历史上著名的作家简介、期刊，涵盖商业、工业、娱乐、健康、人文、法律科技等方面。

【bookboon】

http://bookboon.com/

下载之前要填写简单的个人信息，包括邮箱、学校、下载书籍的用途，有多种语言书籍，除

英语外，德语内容也不错。

http://en.wikibooks.org/wiki/Main_Page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
http://bookboon.com/


【PLANET PUBLISH】

http://www.planetpublish.com/

名著为主，格式为 pdf，不需注册

【Planet eBook行星电子书】

http://www.planetebook.com/

免费经典文学下载和分享

【self-knowledge】

http://selfknowledge.com/index.shtml

这个经典作家书库收集的作家和书籍颇为不少，但大多以文学为主。值得一提的是它配有百

科辞典功能，每本书中的很多词汇都可链接到辞书中，读者可听到该词的正规发音以及释义，

有些书还有真人阅读片断，实为外语学习的好帮手。

http://www.planetpublish.com/
http://www.planetebook.com/
http://selfknowledge.com/index.shtml


【bibliomania】

http://www.bibliomania.com
该网站提供了超过 2000部免费电子文献，以及研究成果。使用 html格式，很容易在你的浏
览器上阅读。

【FullBooks】

http://www.fullbooks.com/

在线国外文学书籍阅读平台是一个提供海量的国外电子书籍的网站，该网站收录了数以万计

的电子书籍全本，所有书籍分类详细，适合于那些学习外语并想获得英文读本的用户使用。

http://www.bibliomania.com/
http://www.fullbooks.com/


【ReadBookOnline】

www.readbookonline.net

在线英文书籍阅读网是一个免费提供在线阅读的网站，网站内含有数百名知名作家的大约

6000本电子图书。这些图书的类别包括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其中不乏
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的经典著作，如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查尔斯•狄更斯、

奥斯卡•王尔德等人的作品。

【青空文库】

http://www.aozora.gr.jp/

[日文电子书]青空文库是将在日本国内著作权已经消灭的文学作品，或者著作权虽未消灭但
其所有人允许网站上传的文学作品，收集、公开的网上电子图书馆，由富田伦生建立。

青空文库中的 txt格式书籍采用了日文 shift-JIS编码，读者在日文版以外的操作系统上阅读
时需要转换文件编码，否则将会看到乱码。

编码用浏览器或者Word都可以。

http://www.readbookonline.net
http://www.aozora.gr.jp/


【日本文学电子图书馆】

http://www.j-texts.com/

[日文电子书]其中有不少包括六国史在内的古代史和中世史资源，供参考使用，乱码的话浏
览器右键将页面编码改成日文即解决。

其实很不错，因为本身就有大量书籍中文阅读无障碍。

【Gadd.Lib.Overdrive.com】

http://gadd.lib.overdrive.com/92AE4BDF-FEBA-4C3A-8897-0739E9C96CE8/10/50/en/Pub

licDomainCollection.htm

epub图书下载网站，皆为公共领域图书。

http://www.j-texts.com/  
http://gadd.lib.overdrive.com/92AE4BDF-FEBA-4C3A-8897-0739E9C96CE8/10/50/en/PublicDomainCollection.htm


【国外儿童绘本大全下载网】

http://www.childrensbooksonline.org/

[儿童电子书]一个推介儿童绘本的站点，免费下载， 该站点所下载的绘本均是清晰大图。

【Epubbud】

http://www.epubbud.com/

[儿童电子书]免费儿童电子书下载网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儿童电子书发现、分享下载的网站，
支持 iPad的 EPUB文件格式电子书籍.

http://www.childrensbooksonline.org/
http://www.epubbud.com/


【古登堡工程】

http://www.gutenberg.org/wiki/Main_Page

谈到电子书，不能不说说古登堡工程。上面有整整 33，000本可供免费下载的电子书，都是
些经典名著，个个语种都有，不仅学英语，就算学二外也用得着。每本电子书都有几种不同

的格式，可以在电脑上直接阅读，也可以下载到 iPad，iPhone，Kindle等等电子阅览器上。
格式一般为 epub（无插图）、mobi、txt，在线版有插图，下载为谷歌云硬盘、微软网盘等转
存功能，似乎必须转存到自己网盘才能下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典电子文库】

http://www2.hn.psu.edu/faculty/jmanis/jimspdf.htm

迷宫一样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典电子文库。这里的文档均使用.pdf格式。需要用 Adobe
Acrobat Reader阅读。这个网站成立于 1997年，提供了许多经典的英语文学作品，此外还有
宾州出版的原本。

【pdfbooks】

http://pdfbooks.co.za/

收录的书籍大都版权已经过期

http://www.gutenberg.org/wiki/Main_Page
http://www2.hn.psu.edu/faculty/jmanis/jimspdf.htm
http://pdfbooks.co.za/


【literature.org】

http://www.literature.org/

英语文学经典作品的在线文本

【Book-Bot】

http://www.book-bot.com/reader/index

在线书籍阅读网站，有14571 本书籍，以名著为主。

【ReadPrint】

http://www.readprint.com/

一个提供在线免费阅读图书的网站，号称“免费在线图书馆”，在 Readprint中可以免费阅读
很多图书，其中一些是版权过期的经典名著，也有菜鸟作家的作品，可以按照图书名直接查

找，也可以按照作者名来浏览。目前存储有 3500位作者，大约 8500本的数字书籍，多数以
欧美名家经典作品为主。

http://www.literature.org/
http://www.readprint.com/


3.文档搜索引擎

【BookFinder】

http://

en.bookfi.org/

这是最早的图书在线垂直搜索引擎之一。好用不掉线，一百二十多万册，麻烦在于下完一本

后才能下第二本

【bookos（已失效）】

http://bookos.org

好用不掉线，两百多万册，但每天限下5本，注册验证邮箱可多下5本

目前域名改为 book-z1.org ，国内访问不稳定，需要注册。

【Ebookee】

http://ebookee.org/

免费电子图书下载搜索引擎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提供免费的电子图书下载搜索的网站，该网

站的上电子书涵盖广泛，任何种类的电子书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和下载。下载链接中有一个

为国外下载软件，注意一下。

http://en.bookfi.org/
http://ebookee.org/


【Ebook Search- EbookBrowsee】

http://ebookbrowsee.net/

一个搜索引擎，不生产、存储文档，而是通过抓取工具整合网络资源并提供给使用者。现有

文档约三千万笔，且以每天五万的速度在增加。部分功能和谷歌的文档搜索重合，但界面不

如谷歌。

【Kindle 电子书搜索】

http://forfrigg.com/

Kindle 电子书搜索引擎，用 google 自定义搜索制作，这里介绍的网站基本上都有收录，电

子书、电子杂志等资源很丰富，可以分格式搜索，很好用。

【COAY】

http://coay.com/

提供 ePub、mobi 格式电子书下载，支持 iBooks，Kindle，Stanza 等阅读器。

http://ebookbrowsee.net/
http://forfrigg.com/
http://coay.com/


【PDF SEARCH 】

http://www.toodoc.com/

搜索包括 pdf在内的多种格式的免费文档，无须安装 pdf阅读器即可实现在线阅读，提供 pdf
转 text的服务。

【01pdf搜索引擎】

http://01pdf.com/

【TophqBooks 】

http://www.toodoc.com/
http://01pdf.com/


http://tophqbooks.com/

PDF 书籍搜索下载引擎是一个提供 PDF 数据搜索并下载的网站，通过关键词来搜索你想要的

书籍，如果有相关的 PDF 电子书就可以下载或者在线阅读。国内访问不稳定。

【FindeBookee】

http://findebookee.com/

PDF 资源搜索引擎是一个提供 PDF 书籍搜索并下载的站点，除了可以搜索 PDF 文件外，还可

以搜索 DOC 文件，寻找这类资源最快最高效的方法就是使用专业的搜索引擎来找，保证事半

功倍。

【PdfGeni】

http://www.pdfgeni.com/index.php

一个专业的 PDF文件搜索引擎，搜索的 PDF文件可以直接下载。与 Search pdf基于同一数
据库，支持中文搜索，搜索结果几乎完全一样。搜索结果一页显示量大，减少分页浏览的繁

琐。

http://tophqbooks.com/
http://findebookee.com/
http://www.pdfgeni.com/index.php


4.PDF分享网站

【Issuu】

http://issuu.com/

Issuu是一个专业的在线 PDF分享服务网站，或者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在线 PDF文档
图书馆。

【Yudu】

http://free.yudu.com/

Yudu是一个在线 PDF文档分享网网站，你可以发布自己的 PDF文件，上面也有很丰富的
PDF电子书资源。

【PDF Gallery】

http://www.pdfgallery.net/

免费 pdf集合网站，收录电子书、海报、演讲报告等

http://issuu.com/
http://free.yudu.com/
http://www.pdfgallery.net/


5.专业书籍下载网站

【FreeComputerBooks 】

http://freecomputerbooks.com/

一个专门收集计算机, 编辑, 数学, 演讲报告和教程等专业知识电子书的网站. ,它的网站分
类结构非常细致, 达到 12层的分类系统, 超过 150个子分类. 方面你的电子书搜索查找.

【FreeTechBooks 】

http://www.freetechbooks.com/

也是一个提供科技类免费电子书下载的网站, 该网站提供的电子书都是符合法律要求或是
版权协议的.

http://freecomputerbooks.com/
http://www.freetechbooks.com/


【OnlineFreeEBooks 】

http://www.onlinefreeebooks.net/

提供各种电子书的免费下载链接, 主要是 PDF格式的免费电子书, 电子书的分类主要包括
汽车类电子书, 商业电子书, 工程电子书, 机械电子书, 硬件电子书, 健康类电子书, 编程技
术类电子书, 运行类电子书等等.

【BookYards 】

http://www.bookyards.com/

[合法电子书]一个提供教学相关类免费电子书下载的网络阂户.

【eBookLobby 】

http://www.freeebooks.info/

主要提供商业, 计算机, 艺术和教学类的免费电子书下载.

【KnowFree】

http://knowfree.net/

免费电子科技书籍下载网是一个提供免费的教学类相关书籍，比如科技、数据分析、技术、

编程、建站等方面的免费电子书。需要注册。

http://www.onlinefreeebooks.net/
http://www.bookyards.com/
http://www.freeebooks.info/
http://knowfree.net/


【医生的免费电子书】

http://freebooks4doctors.com/

359册免费使用的医学电子书。可在线阅读或者下载全文 PDF。

【GetFreeeBooks】

http://www.getfreeebooks.com/

免费电子书分享平台是一个专门收集计算机, 编辑, 数学, 演讲报告和教程等专业知识电子
书的网站，你可以在该网站找个很多实名的电子书籍，并且分类非常全面。该网站分类结构

非常细致，达到 12层的分类系统，收录了超过 150个子分类，通过关键词搜索非常方便你
查找想要的电子书。

【NAP免费电子图书】

http://www.nap.edu/topics.php?browse=1

提供专业书籍下载，农业、行为与社会科学、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电脑与资讯科技、冲突和

安全问题、地球科学、教育等。需要注册。

【计算机程序设计电子书 】

http://www.downloadfreepdf.com/

包括:Abap, Java, Linux, Php, Oracle &amp; Vb.net 。 PDF 格式。注意，在下载之前，需先
建立一个账户

http://freebooks4doctors.com/
http://www.getfreeebooks.com/
http://www.nap.edu/topics.php?browse=1 
http://www.downloadfreepdf.com/


【IT Ebooks】

http://it-ebooks.info/

计算机编程电子书下载网是一个提供免费下载与计算机相关的电子书下载站点，提供

jQuery、ASP.NET、Android、JavaScript、C#、Ajax等编程语言数据。

【ebooksdownloadfree】

http://www.ebooksdownloadfree.com/

工程、计算机、生物方面书籍为主，下载方式为 4share网盘

【wow！ebook】

http://www.wowebook.in/

计算机、网络方面的电子书

http://it-ebooks.info/
http://www.ebooksdownloadfree.com/
http://www.wowebook.in/


6.历史文化、宗教类电子书

【Humanities E-Book Collection】

http://www.humanitiesebook.org/

@乌衣衖：#Humanities E-Book Collection#，简称 HEB，鼓励史学界接受电子图书，HEB只
收录高水平的研究专著，目前共收录 3,000多种著作，出版年代最早为 1820年，最新为本
年度，以英语为主，除进行浏览外还可以进行全文检索。HEB从 2002年 9月起发布，每年
新增著作近 500种。需注册。

【UC Press E-Books Collection, 1982-2004】

http://publishing.cdlib.org/ucpressebooks/search?sort=title;style=eschol;rights

=Public

加州大学出版社和加利福尼亚数字图书馆的联合项目，包含近 2,000本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学术著作，内容覆盖科学、历史、音乐、宗教和小说等诸多领域。特别提供其中的 700
多种电子图书免费在线浏览（以“public”标识），这里直接给出免费图书页面。

http://www.humanitiesebook.org/
http://publishing.cdlib.org/ucpressebooks/search?sort=title;style=eschol;rights=Public


【RareBookRoom】

http://www.rarebookroom.org/

古籍善本室书籍博物馆是一个帮助读者检索和查阅书籍的资料平台，很多古老的书籍都可以

在这里找到，珍稀古迹书籍都是通过技术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图片相当清晰，点击即可放大

相应区域。

此网站可以下载其书籍大图，方法：

例如此页：http://www.rarebookroom.org/Control/redcho/index.html
你随便点在一个左边的小图上右键：在新标签页打开图片，得到如下小图

http://www.rarebookroom.org/Octavo/redcho/SmallPhotos/019redcho21.jpg

更改链接中 SmallPhotos 为 LargePhotos就好了。

http://www.rarebookroom.org/
http://www.rarebookroom.org/Control/redcho/index.html
http://www.rarebookroom.org/Octavo/redcho/SmallPhotos/019redcho21.jpg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

http://shakespeare.mit.edu/works.html
这个网站发布了威廉莎士比亚全集，但有部分诗未被收录。可以把剧本看作连续的文章或独

立的场景。HTML格式在线阅读。

【The Bodleian First Folio】

http://firstfolio.bodleian.ox.ac.uk/
@牛津大学：世界是一个舞台...为庆祝沙士比亚誕辰四百五十周年， 牛津大学博德利圖書

館把 1623 年出版的《第一对开本》全数码化，让全球吟游诗人的粉丝能在家中下载 400年
的历史！

http://shakespeare.mit.edu/works.html
http://firstfolio.bodleian.ox.ac.uk/


【Internet Classics Archive】

http://classics.mit.edu/
超过 440部 59名不同作者，包括主要的希腊和罗马经典著作，此外还有一些中国和波斯作
品。英文译本。在线阅读，部分可下载。

【帕修斯数字图书馆】

http://www.perseus.tufts.edu/

帕修斯数字图书馆是研究西方古典著作的最佳网站，几乎所有目前遗存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经

典都能在此找到，很多书都有希腊文、拉丁文原本以及英文译本，而且有希腊文和拉丁文词

汇研究工具，原文著作中的几乎每一个词都可以点击察看其英文词意以及使用频率等。除此

之外，该图书馆还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书库，有莎士比亚和马洛的全部戏剧。

http://classics.mit.edu/
http://www.perseus.tufts.edu/


【中世纪经典在线书库】

http://sunsite.berkeley.edu/OMACL

中世纪经典在线书库，内容从盈格鲁萨克森编年史到狮子骑士伊文，还包括像 The Lay of
theCid，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狂人奥兰多，the High History of the HolyGraal，以及许
多冰岛传说，乔叟以及其他的作者。HTML格式在线阅读，或下载 PKZIP2.04压缩包。Douglas
B.Killings，sun系统公司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资助。

【World eBook Library 电子图书】（目前通道已经关闭）

http://cn.ebooklibrary.org/default.aspx

覆盖了 31个学科大类，共计 152个学科种类（如文学，历史，政治，社会学，教育，经济，
法律，戏剧等学科），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还包括自然科学、农学、医学、工程技术等领

域的经典文学作品、书籍、期刊、百科全书、字典、手册等参考资源，共有超过 260种语言
的 2,800,000多册 PDF格式电子图书与 23,000多种有声读物。链接为清华大学的通道，下
载方式为邮件传传递。

http://sunsite.berkeley.edu/OMACL
http://cn.ebooklibrary.org/default.aspx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古典书籍馆藏】

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index.html

[日文电子书]包括约 30万册古籍图书，下载的方法是点击图片、点击图片、点击 PDF带着
仨字的链接

【宾夕法尼亚大学网站 The Online Book Page】

http://digital.library.upenn.edu/books/

有超过 16000 部在线电子书 ,值得一读

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index.html
http://digital.library.upenn.edu/books/


【互联网宗教神话文本博物馆】

http://www.sacred-texts.com/

收录各国神话宗教的典籍，可以在线阅读，同时有多种格式的资料可以下载，有一定英语阅

读能力且对宗教神话感兴趣，这个不看错过。

【北欧神话在线图书馆】

http://www.norsemyth.org/p/books.html

涉及史诗原文，神话典籍、后人解读和今人的学术作品，全部电子书可在线阅读或下载。

http://www.sacred-texts.com/
http://www.norsemyth.org/p/books.html


【经典基督教书籍电子版】

http://www.ccel.org/

提供多种格式下载、pdf、epub、txt。在线、音频，部分下载链接失效

【YourVrsion】

https://www.bible.com/

在线圣经数据库阅读平台是一个带有一个强大的在线数据库和阅读计划，并允许用户分享意

见的圣经阅读器网站，该程序在用户中已经取得重大成功，包括 20多亿分钟的圣经阅读以
及超过 650000此的手机安装。
YourVersion拥有网络版和手机版，帮助更多人每日阅读分享经文。YouVersion是一个有 22
种语音、49个版本圣经，在英语世界和其它国家已有成千上万用户的专门的读经网站

【holybooks.com】

http://www.holybooks.com/

挪威网站，免费下载圣经、古兰经、佛教，魔术，冥想，自我提升等诸多方面免费的 PDF

电子书。

http://www.ccel.org/
http://www.holybooks.com/


7.文学小说类电子书

【Baencd】

Baencd.Thefifthimperium.com

电子书 CD下载，以科幻作品为主

【Chester Burton Brown的个人科幻作品网站】

http://cheeseburgerbrown.com/

提供一部分免费阅读的文本，也可以在线购买其收费作品。

http://baencd.thefifthimperium.com/
http://cheeseburgerbrown.com/


【Dailysciencefiction】

http://dailysciencefiction.com/

科幻短篇小说的在线杂志，提供超短篇的科幻故事在线阅读

【克苏鲁神话小说在线阅读】

http://www.eldritchdark.com/

【fictionpress】

https://www.fictionpress.com/

小说、诗歌、短篇故事在线阅读

【Fictionbook】

http://www.fictionbook.ru/en/

一个俄国的英文原版小说小载站，比较齐全，不断有更新，可惜网站的语言是俄语。有些显

示为乱码，里面的书搜集的大多是长篇小说，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http://dailysciencefiction.com/
http://www.eldritchdark.com/
http://www.fictionbook.ru/en/


8.写作阅读交流平台

【ShortbReadStories在线短片小说分享网 】

http://www.shortbreadstories.co.uk/

美国的一个短片小说创作和分享的写作网站，提供丰富的短片小说音频收听、在线阅读、小

说点评、小说自由创作和发布，希望英文短片小说的用户不容错过。

注册以后，可以下载该平台上的短篇小说，可以选择 txt、pdf、epub格式

【Bookrix免费在线写作分享交流社区】

http://www.bookrix.com/

德语站点，可以选择英语界面。可以在线创作自己的书，给他人的书进行评论，也可以在上

面推广自己的书籍，同时支持免费下载电子书籍，是你学习外语的优秀站点之一。

http://www.shortbreadstories.co.uk/
http://www.bookrix.com/


【Leebre】

http://leebre.org/

免费电子书社区允许作者免费发布和分享自己的作品。社区将提供支持多种文件格式的排版

工具，使在该平台发布的免费内容看起来更正式，阅读体验更好。

作者在社区中发布的内容将完全免费阅读，预计将通过两种途径获取收入：一是在社区中发

布指向自己收费作品购买页面的链接；再就是通过社区的捐赠平台，接受读者捐赠。

【AuthonoMy】

http://authonomy.com/

在线文学写作社区是一个全新的文学写作、作家交流、书籍发布、在线阅读于一体的文学交

流平台，该平台也是一个图书出版商，帮助那些作家们发布他们的作品，让作家有更多的选

择去获得更多的利益。

http://leebre.org/
http://authonomy.com/


【FigMent】

http://figment.com/

自由文学创作联盟社区是一个基于文学创作者交流的社区，在这里你可以分享自己的作品，

与其他读者联系，同时也可以发现最新的文学作品，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文学著作在这里都可

以找到。

其实这就是一个自由文学聚集地，任何人都可以发布自己的创作，就和国内的小说站点一样，

不过这个仅仅是文学范畴，线上线下都可以组织活动，如果你有喜欢看的作品，直接点击

Start at beginning 就可以在线浏览了，其实这样的网站适合国人做英文阅读练习。

截图为该网站阅读界面。

【TowerBabel】

http://www.towerbabel.com/

免费电子书分享和发布平台是一个致力于线上电子书免费阅读和个人写作发布的站点，读者

可以在这里找到海量的免费电子书，支持电脑和平板阅读，同时也扶持作家们发布自己的小

说作品。线上阅读网站，阅读界面有点 PPT风格，点击阅读页上的眼睛图标可以发表评论

http://figment.com/
http://www.towerbabel.com/


TowerBabel阅读界面

【goodreads】

http://www.goodreads.com/
全球最大的读书交流社区，也是全球最大书评集中地，国内唯一与之相似的只有豆瓣读书，

其 http://www.goodreads.com/ebooks 页面有部分免费电子书下载。

【FanFiction.NET】

https://www.fanfiction.net/

各种同人小说聚集地，涉及到影视、漫画、小说等等。主要以英语为主，也有少部分法语、

西班牙语、中文之类语种的小说，数量庞大，质量参差不齐，有好得可以出书的，也有看了

想洗脑的。一般回复多的写得都不错。不能下载，遗憾。感谢@九绿子_滚球球 推荐

http://www.goodreads.com/
http://www.goodreads.com/ebooks
http://weibo.com/n/九绿子_滚球球?from=feed&loc=at


【archive of our own (ao3) 】

http://archiveofourown.org/

同样是英文同人小说站，功能比 Fanfic.net 全，可以下载文章。而且尺度也比较大。不是

我喜欢尺度大，是这样它就不乱删作品。感谢@叫我阿语-PETG-羊群善待格斯组织 推荐

http://archiveofourown.org/
http://weibo.com/n/叫我阿语-PETG-羊群善待格斯组织?from=feed&loc=at


9.外文有声书

【Free public domain audiobooks】

https://librivox.org/

免费的公共领域有声读物

【books should be free】

http://www.booksshouldbefree.com/

免费公共领域有声电子书下载网站（音频，EPUB，在线，PDB，MOBI，TXT）
内容相当丰富，甚至有中文有声书，不过中文内容多以外国人读汉语文章为主。

【TheAudioBookbay】

http://theaudiobookbay.com/

免费有声电子书下载站是一个提供未删节有声读物的国外英语小时下载网站，小说分类丰

富，包含冒险、艺术、圣经、业务、儿童读物、经典专辑、电脑、现代、侦探、记录、教育

等。网站提供五国语言：English、Dutch、French、German、Spanish，内容全部可下载，喜
欢英文阅读的用户，还有锻炼听力的学生都可以使用该网站上的资源作为教材。

http://www.booksshouldbefree.com/
http://theaudiobookbay.com/


【audiobooks.org 】

audiobooks.org

部分免费资源可以下载

【Thoughtaudio】

http://www.thoughtaudio.com/

有声书下载网站，可以用迅雷下载

【FreeClassicAudioBooks】

http://www.freeclassicaudiobooks.com/ 
欧美经典文学有声书下载。按照作家、字母顺序分类。

http://www.thoughtaudio.com/
http://www.freeclassicaudiobooks.com/


【Lit2Go】

http://etc.usf.edu/lit2go/

免费在线有声读物搜索下载网是南佛罗里达大学创办的一个教学资源项目，在线收集故事、

诗歌MP3等有声读物，可以应用于教学、阅读、练习等教师可以打印问教材使用。下载音
频方式为右键另存为，部分文本可以直接下载，有些需要从网页上复制粘贴。

【audiofic同人有声小说下载网站】

http://www.audiofic.jinjurly.com/
电影、动漫（如复仇者联盟、死神、游戏王）都有，中文内容不多，可以自行上传自己录

制的内容，录音质量层次不齐。

http://etc.usf.edu/lit2go/   
http://www.audiofic.jinjurly.com/


10.小语种

【Gallica 】

http://gallica.bnf.fr/

这是全球互联网上大概最齐全的法语图书资源库了，也是希拉克总统希望挑战撒克逊语言在

互联网上统治地位的一个阵地。对法语爱好者来说这真是不可多得的宝库，其中有巴尔扎克

全集、波德莱尔全集……，还有很多中世纪的法语书籍和图形资料，原版扫描，非常宝贵。

【DigBib】

http://www.digbib.org/

德语公共领域书籍下载网站，格式为 PDF

【ngiyaw-ebooks】

http://ngiyaw-ebooks.de/

格式 PDF，EPUB，MOBI（中国），azw3，有 700多位作者，不过应该都是些现当代作家，
像叔本华这种都没有

http://gallica.bnf.fr/
http://www.digbib.org/
http://ngiyaw-ebooks.de/


【德语诗歌图书馆】

http://gedichte.xbib.de/

支持首字母查找诗人以及标题查找诗歌~个人感觉很全~不仅有经典名作也有现代诗人的作
品。

【卢恩堡项目计划】

http://runeberg.org

卢恩堡项目计划在互联网上发行古代北欧文学作品。自 1992年以来，这里已经积累超过 300
部作品，大部分来自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

【西欧文学电子文库】

http://www.lib.virginia.edu/wess/etexts.html

西欧文学电子文库收集了非英语的西欧文学著作。语言包括加泰罗尼亚语，丹麦语，荷语，

法语，加利西亚语，德语，希腊语，爱尔兰语，挪威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

http://gedichte.xbib.de/
http://runeberg.org
http://www.lib.virginia.edu/wess/etexts.html


三、网盘和种子搜索引擎

这类网站可以搜索各种资源，当然搜索电子书也不含糊，不过网盘搜索搜出来的链接仍会有

大量失效的，这里推荐几个常用的搜索引擎。

【麦库搜索】

http://www.baidu10.net/

麦库搜索是利用 Google 创建的一系列垂直搜索引擎，所以 Google 的一些使用技巧同样适合

于麦库搜索。

【盘搜】

http://www.pansou.com/

目前最常用的一个

【网盘搜搜】

http://wpsoso.com/search.html

一个，【哈兔网盘搜索】

http://www.baidu10.net/
http://www.pansou.com/
http://wpsoso.com/search.html


http://www.haatoo.com/

百度网盘, Dbank网盘 or 迅雷快盘 and More

【ZHA FILE 搜索】

http://www.zhaofile.com/

基于谷歌的网盘搜索引擎，有谷歌浏览器插件

【百度网盘搜索引擎】

http://so.baiduyun.me/

【吸盘搜索】

http://www.haatoo.com/
http://www.zhaofile.com/
http://so.baiduyun.me/


http://so.xpan.me/index.html

来自 XPAN.ME 的搜索引擎，百度网盘、新浪微盘、115 网盘等等的所有资源，都可以在这里

搜索且能下载，能找到最新电影、学术期刊（外文）和一些被屏蔽的资源！

他们的论坛 http://bbs.xpan.me/forum.php 也相当不错

【AvaxSearch搜索引擎】

http://www.avaxsearch.com/

俄罗斯 AvaxSearch搜索引擎是俄罗斯一个资源类搜索引擎，用户可以通过关键词来搜索任
何互联网上的资源，所搜索的内容广泛，可针对不同国家进行有效的资源搜索。

http://so.xpan.me/index.html
http://bbs.xpan.me/forum.php
http://www.avaxsearch.com/


【海盗湾】

thepiratebay.se

海盗湾，不用多介绍。

【Btbook】

http://btbook.net/

闫晓敏~Andy: 又见大神，我有一个技术宅朋友，在网络爬了 300多万个种子文件，做了一
个牛逼的搜索引擎 http://btbook.net/ ，什！么！东！西！都！能！搜！到！听说每天还新增
3万多个资源，最新的电影什么的都不在话下。。碉堡了 。转起来呗！

【Rutracker p2p下载网】

http://rutracker.org/forum/index.php
低门槛，大量资源，而且主要还在于有毛子这个世界上最良心的 p2p群体——我好几次帮人
找的 09年之前发的东西都还有人保种
更多下载搜索类网站，请移步搜下载资源，就用这些网站！

http://thepiratebay.se/
http://btbook.net/
http://btbook.net/
http://rutracker.org/forum/index.php
http://shedingkong.lofter.com/post/302b9d_f1f35e


四、各类网盘达人

百度网盘：

@红袖添饭 ing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度盘资源贴 http://t.cn/8FoJfDH ，貌似可以够收藏癖忙一阵子的。亲

测了那20T 的蓝光原盘链接，都可用。其他神马动漫合辑、2500G 电子书之类的，就靠大伙

自己撸了。#元宵情人双节快乐#

帝子青皇：点击

音乐、小说、资料、游戏

yoursuperman：点击

文史类资料

没我找不到的书：点击

新浪微博上@没我找不到的电子书 的百度分享页

StDavion：点击

技术宅论坛上的一位资源达人，各类型的书籍

幻影_Devil：点击

文史、政经居多

chiaki999：点击

新浪微博@老阿姨看着你 的百度网盘，艺术、军事、历史为主

电子书乡：点击

近20万册电子书，在百度或搜狗搜 岂有此李，点击 岂有此李 新浪博客 可找到

15万本电子书，1500G 左右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683325514&uk=1681115400

提取密码:kcjq

孤雁幽幽：点击

主要分享各类高清 PDF电子书和计算机编程方面的学习资料。电子书内容以摄影、后期、
经管、程序设计和文学类的为主

史图吧公用网盘：点击

各类历史地图、中国历史疆域方面书籍

久舞而凄：点击

书格的百度网盘

http://weibo.com/hxtf?from=feed&loc=nickname
http://t.cn/8FoJfDH
http://huati.weibo.com/k/元宵情人双节快乐?from=501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3827247390&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2500261020&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490155926&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2685389600&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1412048939&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1023632116&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1681115400&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683325514&uk=168111540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3607531131&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137832388&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2533729796&view=share#category/type=0


青风乘翼：点击

普罗米修斯2230：点击

完结动画|ACG音乐|动漫美图|画集资源 ，资源博客：blog.sina.com.cn/plmxs233

iwt001：点击

@娜塔莉亚教涂强：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617812872&uk=419756436

密码:jke4 我的图书馆。扩充到3万多本了。分类很累，内有很多糟粕，请读者自行甄别。

id blakewuhao ：点击

几千首乐谱 各种类型都有 喜欢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和宗教音乐的人有福了

小玄黄：点击

本主页的网盘，分享主要以设定集、画家、绘画素材教程和设定用资料为主，也有大量电子

书，同时关注了上述及未提到的各类资源达人，各位可以到我的关注里去看看

360云盘

详见这个日志 http://blog.renren.com/share/601651298/16344123636

自然博物类资料

skydrive

hokuto lee 很多设定集、线稿、原画作品，感谢人人网@吉成曜推荐！

今后发现更好的资源还会继续更新的，谢谢各位支持我们。

seakye young 资源异常丰富，多为 pdf 格式，分类有 CFA、CPA、Economics、Finance、Hacker、

IT、Law、psychology、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全美经典学习指导系列丛书、剑桥史等等。

另外，推荐微博上的资源达人

最后祝各位可以用此文让自己、让他

人更好的生活、学习、工作！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2050031688&third=1&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3190874423&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419756436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617812872&uk=419756436
http://pan.baidu.com/share/home?uk=673077809
http://yun.baidu.com/share/home?uk=137832388&view=share#category/type=0
http://blog.renren.com/share/601651298/16344123636
http://shedingkong.lofter.com/post/302b9d_e99a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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