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图书检索系统使用指南 

1. 图书检索补全 

 提供检索词补全的功能，可以查看检索词频 

 

2. 在结果中检索 

 可根据已检索的结果进行二次检索，进一步缩小检索范围 

 

3. 高级检索 

 平台支持 MARC 记录的任意词检索，在 100 万书目情况下查询毫秒级响应，

可提供组配检索，二次检索，检索排序等多种灵活检索方式。可限定检索条

件：文献类型、馆藏位置、出版年 

 

 



4. 分面检索 

 支持分面检索，快速帮助读者定位到需要的资源，要求提供的分面包括：检

索来源、图书馆、馆藏地点、中图分类法、文献类型、著者、主题、年代、

语言，排除网络因素分面筛选响应时间不超过 1s。 

5. 检索结果图书显示 

 检索结果中自动获取并显示图书封面；二次检索，可在检索结果中进行二次

检索；具备多种排序方式和分类导航功能；可简化图书信息，可直接查看馆

藏位置、著着、出版社 

 

6. 图书借阅趋势 

 支持显示书目数据时间趋势图 

 
 

 

7. ip 限定馆藏检索 

 后台支持通过 ip 限定馆藏检索，可配置多个 ip 段和多个馆藏地点，可根据

馆内 ip,限定显示馆藏 



8. 检索结果 

 
 二次检索，可在检索结果中进行二次检索 

 具备多种排序方式和分类导航功能 

 检索结果显示书目数据时间趋势图 

 可创建、保存和分享书单 

 可保存检索结果列表 

 

 检索结果中自动获取并显示图书封面 

 可直接查看馆藏信息、图书信息、图书目录、内容简介、著者简介（该功能

提供给付维护费用户使用） 



9. 书目信息 

 
 查看图书的详细信息，提供相关资源的检索功能 

 可对题名、出版社、主题词、著者等进行相关检索 

 可进行图书预约、预借的操作 

 提供图书的二维码信息，读者可使用手机二维码识别工具读取提名、著者和

馆藏信息 



10.856 字段配置 

 

 
 



11.随书光盘关联 

 

12.借阅趋势图 

 

 

 借阅趋势图，提供近年来的图书借阅趋势分析 

 查看图书的馆藏信息、预定信息和 marc 信息。可选择所在馆、馆藏地点和

馆藏状态查找图书 

13.豆瓣书评 

 自动获取豆瓣读书中的读者书评信息，并提供书评链接地址 



14. 相关资源关系展示 

 可通过后台配置相关资源，展示相关资源链接、图标如，检索相关图书时可

跳转到电商平台，如亚马逊、京东、当当网等 

15. 图书导航 

 
 提供楼层分类索引，在线精准检索；支持模糊及精准检索，逐层分类结果统

计及快速图书定位 

 

 

16.虚拟书架 

 模拟书架，精确藏书位置显示，可查看检索结果在各层书架层中的分布情况；

模拟图书翻阅效果，方便翻查，同时可查看邻近书籍；目标图书可定制数据

标签（新书、热门书、上新书等） 

17.期刊预览 

 期刊分类：西文、学科；多条件检索期刊 



18.书目浏览（中图/科图分类） 

书目浏览主要是是按照中图和科图的方式分类检索图书，以树形结构的方式

显示出来 

 

19.新书通报 

新书通报提供了图书馆新到的图书目录，按照新书入馆藏的时间加上出版日

期来倒序排列，让读者一目了然的了解新到的图书，且可以选择查看多少天之内

的新到图书，以及某个分馆，文献的类型来更加准确的查看新到图书的信息。新

书通报也同样提供了按树形结构显示的方式，提供了按照中图和科图两种分类的

方式来归类显示图书，为读者提供了快速查找自己所需要的某一类图书的便捷方

式。 

 选择时间、图书类型、分馆和分类法查看最新到馆的图书 

 可限定某一时间段、限定图书类型 

 



20.精品图书 

即图书馆管理人员推荐给读者一些较好的或有价值的图书，推荐的图书将以

列表的方式显示在页面上。 

 

21.信息公告 

信息公告提供了预约到馆通知，图书催还通知，预约到馆通知三个重要的公

告信息，读者使用此功能可以便捷的查看自己与图书预约预借相关的一些通知信

息，且提供了按读者证号和书目记录号来准确查找公告信息，进一步提高了读者

的便捷性，节省了宝贵时间。 

 图书预约到馆通知：即读者所预约的图书，图书馆已经分配给读者了，表示

预约成功了，读者可以到图书馆取得该本书，读者可以在公共信息中清楚的

看到预约成功的图书信息。 

 图书催还通知，即读者所借阅的图书即将过期，读者借阅图书如果即将到了

或过了应还书的日期，系统就会自动发出公共信息。 

 预借到馆通知：读者预借的图书已经分配给读者，通知读者可以去图书馆取

书了。  



22.借阅分析 

借阅分析一直以来都是图书馆的一个核心业务，通过对图书的一系列业务上

功能上的排行，使读者可以掌握更全面的知识，通过对图书的借阅排行，读者可

以知道哪一些书借阅的比较多，从而明确该书应是很有价值，值得一看的好书，

通过对借阅排行总体的查看，可以大体了解其他读者的爱好兴趣；通过对热门图

书排行的查看，读者可以总体的了解其他读者的兴趣爱好；通过对读者借阅排行

的查看，读者可以了解借书最多的读者有哪些，从而了解到这些读者一定是酷爱

读书的人。 

 图书借阅排行榜：图书被借阅的次数排名，显示排名前 50 的图书 

 热门图书排行榜：图书被读者检索的次数排名，显示排名前 50 的图书 

 读者借阅排行榜：借书最多的读者排名，显示前 50 名的读者信息 

23.历史荐购 

 可查看该馆读者荐购，可通过题名、isbn、著者、分类号和荐购状态查询以

往提交的荐购图书情况 
 
 

 

24.自定义荐购 

 

 

 

 读者可通过输入书名、著者、出版社等图书信息增加荐购图书；输入书名，

自动获取豆瓣图书信息，系统自动获取录入著者、ISBN 等图书信息 



 

25.征订目录荐购 

 馆方把把书商提交的征订目录发布到读者页面，让读者挑选喜爱的图书，自

行发起荐购，增加馆内借阅量 
 可通过图书分类、题名、isbn、著者、分类号和推荐馆进行图书筛选推荐 
 
 

 

26.我的图书馆 

我的图书馆中是读者登录后的个人空间，简称“读者空间”，读者空间里包

括了与自己相关的众多业务，使读者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平台。 



 

 全新的个人图书馆界面，读者可查询个人资料、个人权限、缴费记录、专项

借阅、个人标签和书单等信息 

27.个人阅读报告 

 支持个人图书馆扫码查看个人阅读报告 

 

28.图书续借 

 支持图书预借，读者可上门取书或到指定取书店取书，或选择送书上门服务；

支持图书预约，可设置预约时间和取书地点 

 

 



 

 

29.借阅查询 

 查看个人当前借阅、借/还书记录 

 

 
 

30.个人图书推荐 

 记录个人已推荐的图书 

 

 



31.积分查询 

 可对接积分平台，查看积分情况 

32.图书预约 

 查看预约进度、预约图书信息、预约历史 

 

33.缴费历史记录 

 

34.我的书架 

 把收藏个人喜爱的图书，形成个人书架 

 



35.预借查询 

 查看当前预借进度、图书信息、预借历史 

 

 
 
 

36. 在线办证 

 读者不需要跑到图书馆去办读者证，可直接在网上注册，如实填写相关资料

后，提交上去，等待图书馆工作人员审核。 

 审核通过后，会根据图书馆的相关策略，返回一个读者证号，读者证号可能

是身份证后几位或者其他的，这要图书馆进行相关的设置。 

 



 

37.公共检索列表 

公共检索结果为读者保留了检索的快捷地址，极大的提高了读者查找图书效

率，当读者对某一检索条件比较常用时，可以在图书的检索结果页面，点击“保

存检索结果列表”按钮把检索条件保存到系统中，当然此操作需要读者先登录系

统，当保存到系统后，保存的条件就会以列表方式显示出来，读者以后就不用每

次都重复的去选择某一条件，只需点击保存的信息，就能直接检索出想要的结果，

而之所以叫做公共检索结果，即显示的是所有读者保存的检索条件，如果只需要

查看自己的，可登录后进入读者空间，点击“检索结果列表”。 

 显示读者公开检索结果列表 

38.公开书单 

书单功能为读者提供对收藏图书的自定义分类功能，让读者能更清楚，更明

确的管理的收藏的图书，读者可以自定义一些书单的名称，其功能相当于 QQ 分

组，建立名称后，就可以在图书检索结果页面选择一本或多本图书添加到自己创

建的某一个书单中，当同一本图书已经在该书单中时，该书不能重复添加。读者



需要先登录后才可创建书单，以及添加书到书单中。这里的公开书单意思是，读

者在创建书单时，可以选择此书单是不是公开的，如果设为公开的，该书单将显

示在此处，表示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反之，只有自己登录后，进读者空间后方能

看到。 

 显示读者公开的书单列表。 

 

39.标签 

 显示读者定义的标签，查看标签中的图书信息。读者可以自定义标签名，也

可以选择常用标签名，此操作需要在图书详细页面，即查看一本图书的具体

完整信息时，可以给这本图书加上一个标签，需要读者先登录才能添加标签，

所有标签就是显示的所有读者创建的标签，以及标签中的图书。 

40.自定义标签 

 自定义标签并非读者创建的标签，而是在 Interlib 系统中已经设定好的一些

图书分类的热门标签中的图书。 

41.支持 RSS 订阅 

 可订阅新书目录、当前借阅列表、过期列表、荐购目录等。 



 

42.FAQ 

 常见问题答疑，可添加 FAQ 问题集，方便读者了解馆内借阅制度、使用方

法等信息，帮组读者更好的使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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