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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言

  1.1  概述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Historical Book Catalogue of China，簡

稱HBCC）是由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聯合研製推出，並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出版發行的大型古籍文獻目錄知識服務系統。該系統研製歷時兩年，全面匯

總中國歷代書目，全方位、多角度、動態展現華夏五千年文明成果，堪稱當

代“歷史藝文志”。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以史志、官修和館藏目錄爲基礎，以知見、私

藏和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爲補充，從20餘種目錄文獻中，整理收錄了200餘萬條

書目，形成了全球收錄最廣、資料最全的權威漢籍目錄知識庫（Knowledge 

Base）。

 與以往的藝文志和目錄檢索數據庫不同，《中國歷代典籍總目》在全

面收錄漢籍書目的基礎上，採用最先進的信息技術，重構書目數據，按知識

特點多維度分析書目，挖掘海量書目資料背後隱藏的知識，爲用戶提供知

識。因此，《中國歷代典籍總目》是劃時代的目錄知識服務系統。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作爲2009年文化產業界的大型精品工程項目，由眾多

國家圖書館資深館員、北京大學文史哲專業和信息技術專業知名教授與博/碩

士生以及清華大學博士生參與其系統建設，因而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應用

價值。    

    1.2  榮譽
 2009年10月，《中國歷代典籍總目》通過國家科技成果鑒定。

 2010年2月，《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獲國家圖書館創新獎。

   

   1.3  意義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是一個大型的古籍文獻目錄知識服務系統，它

能夠根據用戶提出的明確要求提供服務，對古籍文獻目錄信息資源進行深層

次的開發利用， 使用戶能夠在更短的時間內獲得更多更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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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的誕生具有深遠的意義：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的誕生是保護和弘揚中華文明的需要。通過古

籍書目這條綱，人們可以完整系統地瞭解中華文明發展的脈絡，便於針對個

人需要有計畫有步驟地展開學習。因此，建設中國古籍總目系統有利於弘揚

民族精神，提高公民素質，傳播華夏文明。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是古籍數字圖書館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古籍

數字圖書館提供的基礎性知識型服務，是建立古籍書目本體和爲古籍數字圖

書館其它知識服務的基礎。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是全國古籍文獻整理工作的必備業務工具，能

有效提高其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能夠爲文獻、歷史和考古等專業研究人員開展

科學研究工作提供有效的幫助。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能夠爲文化事業工作和商業經濟活動提供有效

的幫助。例如，通過該系統文物保護部門可以有效地制定文物保護計畫，拍

賣公司可以利用該系統鑒定文獻類的拍賣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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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系統功能詳解

   2.1 功能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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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導航功能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基於書目知識要求，按標準分類、原目出處、

成書時代、版本類型、版本時代和藏地信息六個方面引導用戶檢索書目。因

此，用戶無需掌握過多的相關專業知識就可以使用系統獲得所需數據與知

識。

 用戶登錄後，系統將自動跳轉到導航首頁面。如圖2.2所示：

    圖2.2 系統首頁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系統用戶使用手冊

7

    2.2.1 標準分類導航

      標準分類導航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分類法”爲基礎進行分類導航。

如圖2.2.1-1所示。

                    圖2.2.1-1 標準分類導航

     點擊“標準分類”下的任意一個分類(如點擊“經部”分類)可導航到

該分類的瀏覽頁面，頁面將把該分類下的所有子分類以及該分類下的書目展

現出來。用戶可以繼續點擊子節點以查看更細粒度的分類，或點擊分類下的

書目以查看具體的書目信息。如圖2.2.1-2展示了“經部”分類的內容。

                        圖2.2.1-2 經部分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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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面展示了“經部”節點下包括“總類”、“易類”、“書類”等所

有“經部”的子分類節點，並在每個分類名稱後邊標注了該子分類下包含的

子分類數量以及條目的總數，如“禮類”下還包含有六個子分類，並有3728

條書目包含在該類別下：

         注：不包含子節點並且不包含書目的分類節點將不被顯示。

   
   2.2.2 原目出處導航
   將書目按照“歷史著錄”， “館藏著錄”， “古籍整理目錄”以及

“珍貴古籍名錄”進行分類，並按照各書目的分類進行導航。如圖2.2.2-1所

示。

                          圖2.2.2-1 原目出處導航

 點擊任意一個目錄節點可以查看該目錄下的具體目錄，如點擊“歷史

著錄”將出現圖2.2.2-2所示頁面

    圖2.2.2-2 歷史著錄內容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系統用戶使用手冊

9

    該頁面展示了“歷史著錄”下的四個具體目錄，點擊其中任意一個目

錄節點以查看更細粒度的分類，如點擊“史誌目錄”將會出現史誌目錄下的

子分類，如圖2.2.2-3所示。

                        圖2.2.2-3 史志目錄內容

 該頁面展示了“史誌目錄”下的書目書，繼續點擊具體的書目書可以

查看該書目書的具體分類以及包含的書目，圖2.2.2-4展示了“漢書藝文志”

下的分類。

                        圖2.2.2-4 漢書藝文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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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成書時代導航
  系統將書目按成書時間進行劃分，提供書目“成書時代”導航，查

找、瀏覽的功能，方便用戶查閱各個時期朝代以及更細粒度的年代下的書目

情況，並對書目按照標準分類進行分類。如圖2.2.3-1所示。 

                圖2.2.3-1 成書年代導航

    

 用戶可以選擇查看不同時期的書目，系統將按照“時期->朝代->年

號->年->標準分類”的方式一步步引導您找到需要的書目。以“宋遼金時

期”爲例。圖2.2.3-2展示了“宋遼金時期”下的朝代。

    圖2.2.3-2  宋遼金時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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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3-3展示了北宋元豐年號下的具體年代。要查看某年代的具體書

目請點擊對應的節點（注：同樣，如果元豐下某年代沒有對應的書目記錄，

該年代記錄將不會顯示）。

                        圖2.2.3-3 北宋元豐年期間書目情況

    
    2.2.4 版本類型導航
  系統按照書目的版本類型進行分類，將同一版本類型的書目劃分在同

一節點下，用戶可根據需要使用“版本類型導航”功能找到自己需要瞭解的

版本類型的具體書目；也可以通過“版本類型導航”對各種版刻類型的書目

數量有一個直觀的瞭解。系統還對各版本類型按照標準分類進行了劃分，如

圖2.2.4-1所示。

                      

     圖2.2.4-1 版本類型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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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對應的版本類型以查看該類型下的子類型和具體的條目，以“刻

本”爲例，圖2.2.4-2展示了“刻本”下的子類型。

    圖2.2.4-2 刻本內容                       

 圖2.2.4-3展示了“刻本->監刻本->史部”下的具體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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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版本時代導航
 除提供“成書時代導航”外，系統還提供按照書目“版本時代”進行

分類查找導航的功能，以方便用戶對各個時期的書目版本信息進行查閱，如

圖2.2.5-1所示。

                        圖2.2.5-1 版本時期導航

 圖2.2.5-2展示了“明朝時期”下“明”的具體年號節點，您可以在此

查看到所有版本時代爲“明”的書目。

                        圖2.2.5-2  明朝時期版本的情況

 在圖2.2.5-2所示的頁面中點擊“弘治”，然後再新的頁面點擊“九

年”，再點擊“集部”，就可以查詢到明弘治九年，標準分類爲“集部”的

書目列表，如圖2.2.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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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5-3 版本時代導航示例

 2.2.6 藏地導航
 
 系統將書目按照國家、地區、機構類型以及機構名稱分別進行統計，

把同一地區、同一圖書館的書目劃分到同一個節點下以方便用戶按照地名、

機構來查閱具體的書目。通過藏地導航您可以對具體國家、地區以對具體國

家、地區、圖書館等的藏書情況有一個直觀的瞭解。如圖2.2.6-1所示。

     圖2.2.6-1   藏地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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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2.6-2展示了中國北京的藏書情況。從這裏可以看出“中國->北

京->國家級圖書館”下共有一個子節點以及藏書數量77975，點擊進去可以查

看具體的書目列表，圖2.2.6-3展示了“國家級圖書館”下“國家圖書館”藏

書中的“經部”藏書書目列表。

    圖2.2.6-2  北京市收藏情況

                        圖2.2.6-3  國家圖書館收藏經部書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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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檢索功能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既向普通用戶提供使用方便的全文檢索

功能，也向專業用戶提供高級條件檢索。《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系統除支持

繁簡通檢外，還支持用戶以書名、書目範圍、分類、書目層級、版本類型、

版本時代、責任和全文爲條件自由組合定義檢索書目信息。

 爲方便用戶使用，《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爲用戶提供了書目範圍、分

類、書目層級、版本類型、版本時代和責任等條件定義標準選項，減輕了用

戶定義條件的難度，有效改善系統檢索的效果。

 2.3.1 全文檢索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系統提供全文檢索的功能，會根據輸入的關鍵

詞在書目的全文信息中搜索，並將符合條件的書目以列表形式展現出來，以

使用戶可以進一步查閱相關的條目。用戶可以使用系統首頁上方如圖2.3.1-1

所示的全文功能或其他任何頁面上部如圖2.3.1-2所示的全文檢索功能進行全

文檢索。 

                        圖2.3.1-1   首頁全文檢索功能

                        圖2.3.1-2  其他頁面檢索功能

 圖2.3.1-3展示了關鍵詞爲“周易”、分組方式爲默認的“原目出處分

組排序”方式進行檢索的結果（注：高級檢索中的“全文檢索”與此檢索功

能相同）。

 圖2.3.1-3 

 檢索結果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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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高級檢索

 除提供簡單的全文檢索功能外，《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系統還支持用

戶以書名、書目範圍、分類、書目層級、版本類型、版本時代、責任和全文

爲條件自由組合定義檢索書目信息的高級檢索功能。其中每個條件組內部的

限制條件之間是“且”的關係，而條件組之間是“或”的關係。在任何有

“高級檢索”超級鏈接的頁面上點擊鏈接即可跳轉到高級檢索主頁面。圖

2.3.2-1展示了高級檢索的主頁面。

                        圖2.3.2-1  高級檢索頁面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系統用戶使用手冊

18

 下面將介紹高級索引的限制條件，有書名、書目範圍、分類、書目層

級、版本類型、版本時代、責任和全文可供選擇。

 

 ●書名

	

	 	 	 	 	 書名條件定義框

 系統提供定義書目名稱爲檢索條件的功能，用戶可以在此指定需要查

找的書目名稱，系統將根據指定的書名關鍵字在書目的“標準名稱”、“書

目全稱”中進行匹配。圖2.3.2-3展示了使用“禮記”作爲書名關鍵字進行檢

索的結果。

     圖2.3.2-3  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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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系統還提供書名的精確匹配功能，勾選圖2.3.2-2顯示界面中

的“精確”選框，系統將使用輸入的書名關鍵字在“標準名稱”、“書目全

稱”中進行精確匹配。圖2.3.2-4展示了使用“禮記”作爲書名關鍵字進行精

確檢索的結果。

     圖2.3.2-4  檢索結果

 

 ●書目範圍

 

     圖2.3.2-5 書目範圍條件定義框

 系統提供“書目範圍”條件選項來指定在本次檢索的範圍。圖2.3.2-6

展示了條件書名包含“周易”，並且指定查找範圍是“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

總目”的高級檢索視圖。圖2.3.2-7展示了該條件下的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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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3.2-6 書目範圍條件定義示例

    圖2.3.2-7 書目檢索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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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戶也可選擇單獨的書目範圍條件而不與其他條件組進行組合查詢， 

系統將把該書目範圍內的所有書目分組後展現出來，圖2.3.2-8是條件爲“北

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總目”的檢索結果。

     圖2.3.2-8 書目檢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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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

   圖2.3.2-9 分類條件定義框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書目數據來源多樣，每一部目錄都有自己的書

目分類體系，用戶很難熟記這些分類體系，更難于跨分類檢索。《中國歷代

典籍總目》首次構建了不同分類的語義映射體系，并基於該體系實現了跨分

類檢索。

 使用“分類”條件，可以限制檢索在指定的書目分類範圍內進行，如

圖2.3.2-9勾選“擴展”選項將使本次檢索使用相關標準分類檢索策略。相關

標準分類檢索策略是指按照所選分類對應的標準分類檢索結果，而不選“擴

展”時，只是在所選目錄分類中進行檢索。

 

      ●書目層級                    圖2.3.2-10 書目層級條件定義框

 

 系統提供限定檢索

書目的數目層級功能，在

系統中，系統層級有“單

行本”，、“合訂本”、

“叢書”、“其他”以及”

合訂本子目”和“叢書子目”（注：系統中收藏時兩個本子合訂到了一起的

情況也計入合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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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類型

   圖2.3.2-11 版本類型條件定義框

 

 版本類型可以限制檢索書目的版本類型爲指定的類型。可使用系統提

供的下拉列表選擇相應的版本類型，同時，如果該類型包含子類型，系統將

在後邊的下拉列表中顯示其子分類以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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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時代

 

   圖2.3.2-12 版本時代條件定義框

 版本時代可以限制檢索書目的版本時代爲指定的類型。可使用系統提

供的下拉列表選擇相應朝代，同時系統會在後面的選項框內列出該朝代的年

號，選擇相應的年號後系統會列出該年號下的具體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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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   圖2.3.2-13 責任條件定義框

 

 責任條件是指

用戶限定書目的責任

者、責任方式以及責

任時間。在本系統中，“責任者”、“責任方式”和“責任時間”被組合在

一起並作爲不可拆的“責任”語義元組存在。當系統中任何提及“責任”的

地方都是指包括這三者的組合，其中，“責任者”分“責任人”和“責任機

構”兩種類型供選擇，並且“責任方式”按照書目層次(品種、版本、印次、

藏本)劃分以方便使用。

 比如對於“《水經注 40卷》(北魏)酈道元撰，(清)愛新覺羅弘曆撰，

(當代)清華大學圖書館藏”這條書目，酈道元和清華大學圖書館都是責任

者，兩者的責任方式分別爲撰和藏，兩者的責任時間分別爲北魏和當代。系

統不會將酈道元註釋，其他人撰的書檢索出來。

 ●責任時間

 

 責任時間同條件“責任”中的責任時間相同，是爲了方便用戶編輯

“只限定責任時間”的條件而單獨提出了責任時間。

 ●全文檢索 

 用戶限定檢索的書目說明文字中包含的內容。

 同上“全文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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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檢索結果分組排序 
 
 如圖2.3.3-1所示系統提供四種分組排序方式來對查詢結果進行分組，

使查詢結果層次更加清楚（注：以下示例都是搜索書名爲“周易”的書目產

生的）。

   圖2.3.3-1 分組排序定義下拉列表

 ●按原目出處分組排序

 

 

    原目出處分組排序

     選擇“按原目出

處分組排序”，系統將

首先按照書目錄類別

“史志目錄、官修目錄、

公藏目錄”等將檢索結

果進行分組，如圖2.3.3

-2所示。如果檢索結果

在某一目錄分類下沒有

記錄，該分類將不被顯

示。

    圖2.3.3-2  按原目出處分組檢索結果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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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藏地分組排序

 

 選擇“按藏地分組排序”，系統將首先按照書目藏地類別將檢索結果

進行分組，如圖2.3.3-3所示。如果檢索結果在某一目錄分類下沒有記錄，該

分類將不被顯示。

   圖2.3.3-3 按藏地分組檢索結果排序

 繼續點擊子節點“中國”，系統顯示內容如圖2.3.3-4所示。

 圖2.3.3-4

按藏地分組排序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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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書目名稱分組排序

 選擇“按書目名稱分組排序”，系統將首先按照書目名稱將檢索結果

進行分組，書名相同的將被放在一起，如圖2.3.3-5所示。如果檢索結果在某

一目錄分類下沒有記錄，該分類將不被顯示。

    圖2.3.3-5 按書目分組排序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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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著者名稱分組排序

 

 選擇“按著者名稱分組排序”，系統將首先按照書目著者名稱將檢索

結果進行分組，如果檢索結果在某一目錄分類下沒有記錄，該分類將不被

顯示。進行檢索後首先看到的是一個按著者名稱拼音首字母的分組，如圖

2.3.3-6所示。

     圖2.3.3-6→

按著者名稱分組排序

檢索結果

  點擊a節點，

可以看到a爲首字母的著者

分組，如圖2.3.3-7所展示。

該分組又分爲責任人和責任

機構分組。如果要查找比如

愛新覺羅·弘曆所修書目可

以點擊責任人節點，如果要

查找比如安徽圖書館所藏書

目可以點擊責任機構節點。

                

                                   ←圖2.3.3-7

          分組排序檢索結果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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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檢索歷史
 

 用戶每次進行檢索之後，檢索條件會自動被系統保留在“檢索歷史”

列表中（最多可以保存十條），如圖2.3.4-1所示。用戶點擊相應的檢索，

系統能夠將檢索條件回填至檢索表單中，以方便用戶下次進行相同條件的檢

索。如果您希望永久保存搜索限制條件，可以使用將要介紹的保存當前檢索

功能。

    圖2.3.4-1  檢索歷史

 

 點擊第一個節點可以將搜索的限制條件直接填寫到條件組中去，如圖

2.3.4-2所示。

    圖

 2.3.4-2

歷史檢索

條件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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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保存當前檢索

 在檢索結果頁點擊上方的  按鈕，系統會將此次的檢

索條件以文件格式下載到用戶本地磁盤里。點擊保存當前檢索按鈕後會出現

圖2.3.5-1所示對話框。

    圖2.3.5-1 檢索條件保存

 如果您需要利用之前保存的檢索條件再次檢索，可以上載檢索。在圖

2.3.5-2所示的頁面中中點擊“上載檢索”按鈕，會出現如圖2.3.5-3所展示

的對話框。系統彈出對話框提示您上載檢索腳本，點擊瀏覽，選擇保存過的

檢索結果，然後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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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分析功能

 2.4.1 責任者相關度分析

    責任者相關度分析是指分析兩個責任者之間的相關性，包括責任人和

責任機構，如果兩個責任者都對某一條書目產生過責任行爲(如撰、刻、藏

等)，那麼這兩個責任者就會產生相關性。相關數是指兩個責任者產生相關性

的責任行爲組合。填入最少相關數後，分析結果只會顯示大於等於該相關數

的結果。

  例如書目《水經注 40卷》(北魏)酈道元撰，(清)愛新覺羅·弘曆

撰，(當代)清華大學圖書館藏，酈道元和愛新覺羅·弘曆就會產生相關性，

而一個責任行爲組合，即撰和撰就會產生一個相關數。

 在責任者相關度分析中，您可以在“人物或機構”旁邊的輸入框輸入

您想要分析的人物或機構，後面的“最少相關數”輸入框則代表該人物與其

他人物最少相關條目的個數。您可以根據實際需要指定最少相關數。例如輸

入“酈道元”，最少相關數置爲0。

     

    圖2.4.1-1 任者相關度分析↓

 點擊旁邊的  按鈕後，系統跳轉到分析結果頁。圖2.4.1-1所示

是與酈道元相關的責任人，圖2.4.1-2所示是與酈道元相關的責任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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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1-2 責任者相關度分析結果

 如圖2.4.1-2，系統列出了和酈道元相關的責任人以及餅狀圖，如相關

責任人過多可點擊右上方的瀏覽全部責任者，會顯示全部和酈道元相關的責

任者。每個責任者下方的數字代表此責任者和酈道元相關的責任動作組合數

量。點擊相關責任者下方的數字會進入其與酈道元有關聯的詳細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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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1-3  責任者相關度分析結果

 如圖2.4.1-3，系統列出了和酈道元相關的責任機構以及餅狀圖，如相

關責任機構過多可點擊右上方的瀏覽全部責任者，會顯示全部和酈道元相關

的責任機構。每個責任機構下方的數字代表此責任機構和酈道元相關的責任

動作數量。點擊相關責任機構下方的數字會進入其與酈道元有關聯的詳細書

目。

 在餅狀圖中不同顏色的區域代表不同的責任人、責任機構，您可以根

據圖示點擊餅狀圖中責任者的代表區域，系統也會進行進一步分析。如點擊

餅狀圖中代表“吳琯”的區域，系統會列出酈道元和吳琯發生相關性的詳細

書目，如圖2.4.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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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1-4 責任者相關度分析詳細書目

 

 2.4.2 成書年代分佈統計分析

 成書年代分佈統計分析是按照書目的成書年代進行分析，圖2.4.2-1展

示了成書年代分佈統計的視圖。

 例如檢索周易，可以檢索到很多相關的書目，如果想要知道這些書目

都是在哪個朝代成書的或者是書目的成書年代在各個朝代是如何分佈的，就

可以利用此功能進行成書年代分佈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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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2-1 成書年代分佈統計分析

 

 在下拉列表中選定“書名”，輸入“周易”，然後點擊分析，系統會

將所有書目名稱中包含“周易”的條目按照歷史朝代的順序統計出來。如圖

2.4.2-2，柱狀分析圖中，各歷史朝代按照先後順序排列，柱形圖是周易在各

朝代按照書名分類後的種類數量（注：如果指定條目在某一朝代上的記錄數

爲零，則該朝代在柱狀圖中不予顯示）。

    圖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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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需要查看該條目在某一朝代的所有書目，點擊圖中的相應朝代

的柱形圖，系統將列出所有相關書目。點擊橫坐標爲“清朝”的柱形圖，顯

示結果如圖2.4.2-3所示。

  圖2.4.2-3 成書年代分佈統計分析詳細結果

 2.4.3 書目記錄層次聚類分析
 

 書目記錄層次聚類分析是將書目根據某些特定條件聚類，然後分析。

聚類分析包括品種聚類分析、版本聚類分析、印次聚類分析和藏本聚類分

析。聚類分析條件有書名、書目範圍、分類、書目層級、版本類型、版本時

代、責任和全文檢索，您可以任選其一，然後進行聚類分析。

 例如，選擇書名爲“周易”的書目進行版本聚類分析，系統會將版本

相同的書目列在一起，方便使用者學習和研究。每個條件組中的條件可根據

需求來添加或刪除，各條件之間是“且”的關係；條件組也可添加或刪除，

條件組之間是“或”的關係。聚類分析視圖如圖2.4.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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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4.3-1 書目記錄層次聚類分析 

 

 例如，您可以根據書名進行版本聚類分析，首先在下拉列表中選擇條

件“書名”，然後輸入“周易”，點擊版本聚類分析。系統會列出所有書名

中包含周易的書目按照相同版本聚類後的結果，如圖2.4.3-2所示。

    圖2.4.3-2 版本聚類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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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瀏覽功能

 通過導航、檢索和數據分析都可以查看書目的詳細信息，您可以對具

體的書目進行詳細瀏覽。書目有信息卡片和信息表格兩種顯示形式，圖2.5-1

爲信息卡片格式

。

    圖2.5-1 書目信息卡片

  圖2.5-2展示的是信息表格格式。

    圖2.5-2 書目信息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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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卡片或信息表格中您可以進行：

 ●瀏覽基本信息

 ●瀏覽分類信息

  您可以在分類信息中查看到書目所屬的標準分類和原目出處分類；點

擊分類名稱，頁面會自動跳轉到該分類的導航頁面。

 ●瀏覽責任信息

  責任信息包括該書目的責任人和責任機構信息，當您點擊責任者名稱

時，系統會以該責任者作爲查詢條件，將該責任者參與過的所有書目羅列出

來。

 ●瀏覽子目關係

  如果該書目擁有子目，系統會將該書目的所有子目列出來，您可以點

擊相應子目上的鏈接，查看該子目的詳細信息。

 ●瀏覽卷信息

	 ●瀏覽冊信息

	 ●瀏覽著錄出處

       您可以點擊著錄出處名稱，系統會跳轉到該書目的出處頁面中去。

	 ●瀏覽著錄引用

	 ●瀏覽著錄被引用

	 ●聚類分析

       在書目詳細頁面（信息表格），點擊左側“品種”、“版本”、“印

次”、“藏本”，可以就該書目進行相應的聚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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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用戶功能

 2.6.1 我的評價
 在每一條書目的信息卡片或者信息表格的最下方都有一個評價交流的

部分

    圖2.6.1-1 用戶評價

 

 以瀏覽已添加的評論，也可以添加自己的評論。點擊“我要寫評

論”，寫上評價的內容，如圖2.6.1-2所示.

       

       圖2.6.1-2 撰寫評價

 

 點擊確定，當系統會回到所評價的書目的詳細信息頁面時，用戶可以

看到添加的評論，如圖2.6.1-3所示。

 

      圖2.6.1-3 用戶評價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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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系統右上方的“我的評論”按鈕。

            圖2.6.1-4 用戶評價功能按鈕

 可以查看用戶添加的所有評論，如圖2.6.1-5所示。

    圖2.6.1-5 用戶評論顯示

 

 點擊圖2.6.1-5所示視圖右側的“刪除”按鈕，可以刪除用戶自己撰寫

的評論。

 2.6.2 我的收藏
 在每一條書目的信息卡片或者信息表格的右上方都有一個收藏本條目

的按鈕如圖2.6.2-1所示，點擊此按鈕，對號的顏色會變深，表示已經收藏該

條目，如圖2.6.2-2所示。

  圖2.6.2-1 未收藏當前條目的按鈕   圖2.6.2-2已收藏當前條目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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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已經收藏的條目，可以點擊頁面右上方的

    圖2.6.2-3 系統功能工具條

 “我的收藏”進行查看，進入後的視圖如圖3.2-4所示。

    圖2.6.2-4 用戶收藏界面

 

 點擊圖2.6.2-4所示視圖右側的“刪除”按鈕，可以刪除自己已收藏的

條目。

 2.7 系統幫助
 用戶在系統幫助頁面可以下載使用說明、分析多媒體播放軟件和相關

字符集，如圖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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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7-1 系統幫助

                    3.系統使用配置
 
 《中國歷代典籍總目》系統是互聯網服務系統。因此，其對用戶的計

算機配置要求較低。

 

 3.1 硬件配置
 
 ●中央處理器：Intel Celeron Dual-Core 2.4GHz（或以上）

      ●內存：1GB DDR2 667Hz（或以上）

      ●硬盤：200GB（或以上）

      ●網絡帶寬：512Kbps（或以上）

      ●顯示器分辨率：800×60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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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軟件配置
 ●操作系統：Windows XP/Vista/7/2000/2003/2008（或以上）、  

        Linux、Unix

 ●Java運行環境：JRE1.5（或以上）

 ●多媒體播放器：Adobe Flash Player V9.0（或以上）

 ●字符集：Sun-ExtA、Sun-ExtB、宋體-方正超大字符集

 ●流覽器：IE 6.0（或以上）、FireFox 3.5（或以上）、Maxthon、 

      TheWorld、Opera

 3.3 流覽器配置
 流覽器必須開啟ActiveX、JavaScript和Java Applet功能。 

         4.技術支持

 4.1 工作時間
 （注：北京時間9：00-18：00）

 技術支持聯繫方式

 聯繫電話：（86）010-82773903

 傳    真：（86）010-82790956

 電子郵件：SinoGTech@126.com

 

 4.2 非工作時間
 （注：北京時間18：00-次日9：00）技術支持聯繫方式

 電子郵件：SinoGTech@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