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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注册与登录 

在万方数据的服务器上部署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系统应用，并将该应用发布到公

网 内 ， 用 户 只 需 打 开 浏 览 器 （ IE7.0 以 上 ）， 输 入 网 站 的 网 址 ， 如 http:// 

edu.wanfangdata.com.cn ，就可以访问网站浏览相应的资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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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户注册 

访问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首页（ http://edu.wanfangdata.com.cn ），点击右上角

的“注册”（或右上角登录区域的“立即注册”），进入注册页面。 

 

注册页面包含两部分：必填项和选填项。必填项用红色星号加以标识。 

必填项中的邮箱，必须填写您自己的真实邮箱，否则无法使用该邮箱进行找回密码的操

作。 

各选填项信息，可以填写或不填，也可以部分填写。各选填项信息在注册完成后，可以

在登录会员中心后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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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用户登录 

首先，您需要有一个在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网站注册的用户名。 

如果您已经有了用户名及其对应的登录密码，按下述步骤进行登录： 

（1）访问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http://edu.wanfangdata.com.cn ） 

（2）在右上角登录区域输入您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点击“登录”按钮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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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用户名不区分大小写，但密码区分大小写，请注意正确输入。 

1.3 密码找回 

您可以通过注册时登记的邮箱找回登录密码： 

（1）在网站首页右上角的登录区域，点击“忘记密码”。 

 

（2）在“找回密码”页面，输入注册时预留的邮箱地址，点击“发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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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向您的邮箱中发送一封激活邮件，请在 24 小时内前往您的邮箱进行查收。 

 

 

（4）进入您的邮箱，单击邮件中的连接，在打开的新页面中输入新的密码并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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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密码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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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导航与检索 

2.1 栏目导航 

每个栏目页面左侧都有导航栏，指引您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栏目导航分两种： 

（1）主题导航：按照资料内容进行分类，将期刊、论文、图书、视频和专题资料按照

主题进行汇总。 

 

（2）学科学段导航：按照学科和学段，将微课、试卷、共享资料分类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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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框式检索 

（1）在检索框中输入您要检索的关键字。 

 

（2）在检索结果中查找您需要的文献。 

（3）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您可以通过标题、作者、关键字、时间

范围进行二次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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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还可以点击检索框旁边的“高级检索”按钮进行高级检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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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级检索 

（1）您可以都选要查询的资源库范围，如：“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 

 

（2）您可以设置检索字段，如：“主题”“关键字”“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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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可以设置多个检索词的逻辑关系。 

 

（4）您可以限定时间范围。. 

 

（5）在得到检索结果后，您可以通过选择资源库、使用各类聚类进一步精确查找检索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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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用户中心 

3.1 用户中心入口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右上方蓝色区域“进去会员中心>>”来进入会员中心。 

或者点击右上角已登录的用户姓名，也可以快速进入用户中心页面。 

 注意：右上角显示的用户姓名，非注册账号名。如果需要修改显示的姓名，请到“会员

中心”的“个人信息”页面进行修改。 

 

3.2 浏览记录 

3.2.1 浏览记录查看 

用户在网站中所有阅读过或下载过的内容，都会出现在“浏览记录”中，方便查找。 

用户进入会员中心，点击 “浏览记录”，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浏览记录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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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浏览记录转收藏 

如果希望将浏览记录中的条目加入个人收藏夹，可以点击对应条目后的“收藏”按钮。 

如果该条目还未进行收藏过，则提示“收藏成功”。 

 

如果该条目已经在“我的收藏”中了，则提示“您已经收藏过该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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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浏览记录删除 

如果某些浏览记录不再需要，可以通过点击该条目后的“删除按钮”将其删除。 

 

系统提示进行删除确认，如果属于误点可以点击“取消”，如果确认要删除则点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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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后的效果如下图，对应的条目已经从浏览记录删除掉了。 

 

删除浏览记录后会引起编号的不连续（缺失被删除条目的编号，如上图缺“4”），重新

刷新“浏览记录”就可以实现编号的重新排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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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资源收藏 

3.3.1 收藏资源 

当您遇到感兴趣的商品，但还未决定立即购买，可以收藏该资源，方便以后进行查看或

购买，具体操作：在该资源的详细页面，点击收藏按钮进行收藏操作，如下图： 

 

如果未登录，系统会先让用户登录，然后再返回到收藏页面，已经登录则会弹出收藏成

功的提示，点击确认即可，如图： 



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 用户使用手册 

24 

 

如果该资源已经收藏过，则系统会给出提示告之该资源已经被收藏，如图： 

 

3.3.2 收藏记录查看 

用户进入会员中心，点击 “我的收藏”，就可以看到收藏记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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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打开的是“论文”收藏，论文收藏分 3 种，分别是：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

文。 

可以点击“期刊论文”查阅所有收藏的期刊论文。 

 

点击“期刊”可以查看收藏的期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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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还可以通过点击记录的链接直接跳转到该记录的详细页面，如图： 

 

点击后跳转到对应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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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收藏记录排序 

点击指定条目后的“置顶”按钮可以将该条目排序到列表的第一位。 

 

点击后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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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收藏记录分享 

一键分享功能，可以快速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豆瓣网、搜

狐微博。 

 

3.3.5 收藏记录删除 

如果某些收藏记录不再需要，可以通过点击该条目后的“删除按钮”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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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示进行删除确认，如果属于误点可以点击“取消”，如果确认要删除则点击“确

定”。 

 

删除后的效果如下图，对应的条目已经从收藏记录删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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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充值消费 

3.4.1 帐户充值 

万方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目前提供了两种充值方式： 

 

（一）支付宝充值： 

 

首先，您需要有一个在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网站书册的用户名，并且拥有一个可

以使用用的支付宝账号。 

如果这两个前提都已经具备，请按照下述流程进行充值操作： 

（1）使用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2）点击“进入会员中心>>”或右上角用户姓名，进入会员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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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我的帐户>>账户现状”页面，选择“支付宝充值”和充值金额，点击“下一

步”。 

 

（4）在支付宝支付页面，按页面提示进行付款支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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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充值完成后，您可以在“我的帐户>>账户现状”页面查询最新的账户余额和有效

期限。 

 

 

（二）万方卡/会员卡充值： 

 

首先，您需要有一个在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网站书册的用户名，并且拥有一张尚

未使用的万方卡/会员卡。 

（1）使用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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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进入会员中心>>”或右上角用户姓名，进入会员中心页面。 

 

（3）在“我的帐户>>账户现状”页面，选择“万方卡充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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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登录密码、卡号、卡密码，并正确输入验证码，点击“下一步”。 

（5）充值完成后，您可以在“我的帐户>>账户现状”页面查询最新的账户余额和有效

期限。 

 

3.4.2 充值记录查看 

（1）使用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 用户使用手册 

35 

 

（2）点击“进入会员中心>>”或右上角用户姓名，进入会员中心页面。 

 

（3）点击“充值记录”，在该页面您可以查询到您之前详细的充值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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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资源购买 

如果在网站中有您喜欢的资源要查阅或购买，如果该资源是收费的，系统会在提示您购

买并付款，如下图： 

 
如果您未登录的话，系统首先会让您登录，然后再回到购买页面；登录后点击“购买”

按钮并跳转到付款页面，在付款页面点击“购买”按钮即可（购买前请确保账户余额充足；

用户还可以在消费记录中查看购买资源的详细记录）。 

3.4.4 消费记录查看 

用户可以点击“我的帐户>>消费记录”来查看购买资源记录和资金变动记录的详细情况，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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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个人信息修改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右上角的“进入会员中心>>”链接进入会员中心页面，然后点击“个

人信息”在这里用户能够看到个人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个人信息的修改状态，如下图： 

 对于账号名称和邮箱，一经注册则无法进行修改。 

 修改完最新资料后，点击“提交”按钮就完成了个人信息的修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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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栏目概述 

4.1 期刊 

按主题分类和刊名首字母顺序展示各类期刊，提供期刊检索和论文检索。 

4.2 学位论文 

按主题、学科、地区分类展示学位论文资源，提供学位论文检索，同时可以点击每篇论

文相应的作者、指导老师、授予单位等字段的知识链接。 

4.3 会议论文 

按主题、学科、地区分类展示会议论文资源，提供会议论文检索，同时可以点击每篇论

文相应的作者、会议名称、主办单位等字段的知识链接。 

4.4 图书 

按主题分类和书名首字母顺序展示图书，提供图书检索。 

4.5 视频 

按出版单位分类展示视频资源，提供视频检索。 

4.6 试卷 

按试卷类型、学科、区域、时间分类展示试卷资源，提供试卷资源检索。 

4.7 微课 

按初中、高中两个学段分学科、按知识点展示微课资源，供教师教学参考使用。所有微

课根据教材内容，参考两纲一标，以及编辑提供的知识点、考点，对专题进行科学整合与提

炼，以符合学科教学实际与考试内容参考为根本目的，提炼出本学段、学科专题知识名称。

所有的专题与知识点之间都能实现互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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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专题 

目前网站资源数量庞大，不同类型的资源按照不同主题进行相关分类，充分体现了海量

的特点。用户就同一个问题进行相关查询时，要涉及到期刊、会议、学位论文，还要涉及到

图书、教学资源等相对多品类的内容，在查询结果中，要通过阅读全文进行分类筛选，找出

自己所需要的文章，使用起来相对需要一定的时间。 

专题栏目通过专题内容的组织，按照主题内容进行系统组织，分类整理，将网站学术资

源按用户使用和思考的逻辑进行整理整合，方便用户快速、准确、系统的查询使用。目前包

含教学辅助、电化教育、图书馆、教育管理、教师参考、热点话题等六大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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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期刊 

5.1 栏目入口 

5.1.1 主导航栏入口 

在网站首页最上方，有主导航栏，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期刊”入口。 

在网站的各内容页，使用统一的主导航栏，可以在网站的任意页面快速切换到期刊板块

中。 

 

5.1.2 首页专区入口 

在网站首页，可以看到“期刊专区”。 

首页展示的“期刊专区”中展示了最新更新的 7 份期刊。 

点击“>更多期刊”可以跳转到“期刊”首页。 

点击“校长参考精选”等标签，可以快速转到“期刊”并检索出对应阅读专区的期刊进

行列表展示。 

 



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 用户使用手册 

42 

5.2 栏目首页 

期刊栏目首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期刊检索、主题导航、阅读专区、出版地区导航、首字母导航、检索数量展

示、检索结果展示、翻页区。 

 

5.2.1 期刊检索 

输入关键字，精确检索需要的期刊。 

如果返回的检索结果仍然比较多，可以通过调整搜索关键字来进一步缩小检索结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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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5.2.2 主题导航 

通过主题导航，可以按主题筛选检索结果。 

如果按一级主题筛选的结果较多，可以按二级主题来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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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阅读专区 

根据用户群的不同，整理了 5 类阅读专区，方便不同的用户群体找寻合适的期刊。 

目前包括：校长参考精选、教师研修精选、学生辅导精选、中考复习精选、高考复习精

选。 



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 用户使用手册 

45 

 

5.2.4 出版地区导航 

按照出版地区进行归类，方便查找某一省份出版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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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首字母导航 

按照期刊的首字母进行检索，方便快捷。 

 

5.2.6 检索数量展示 

方便直观的可以看到检索结果的数量。 

如果检索结果数量过多，可以通过主题导航或使用检索功能进一步进行精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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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检索结果展示 

展示检索结果，按更新顺序排列，最新更新的期刊会出现在靠前的位置。 

可以点击期刊图片或期刊下方的说明文字进行具体的期刊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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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翻页区 

检索结果以每页 20 条的形式呈现，4 行乘 5 列，如果超出 20 条，将进行自动分页。 

翻页区可以实现：跳转到首页、跳转到末页，倒转到上一页、、跳转到下一页、跳转到

相邻前后各 4 页、跳转到指定页数。 

 

5.3 内容页面 

期刊内容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一键分享、刊内检索、期刊简介、同一主题期刊、年份期次选择、文章列表、

整本阅读。 



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 用户使用手册 

49 

 

5.3.1 一键分享 

一键分享功能，可以快速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豆瓣网、搜

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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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刊内检索 

按特定关键字检索本期刊的内容。 

检索后跳转到检索中心页面。（具体使用方法查看本文档检索中心部分的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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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期刊简介 

对期刊进行概要说明，并同时提供刊物的一些基础数据，如：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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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同一主题期刊 

推荐了同一主题的其他期刊，以备候选阅读。 

 

5.3.5 年份期次选择 

系统默认打开的是最新一期期刊。 

如果需要查看过往期次的期刊，请点击对应年份和期次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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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文章列表 

列出了选定期次的期刊下，所有的文章列表。 

可以点击具体的文章标题进入详细查看页面。 

如果某次期刊的文章列表未及时更新，做为替代方案，可以选择“整本阅读”。 

 

5.3.7 整本阅读 

阅读控件支持下述操作：打印、前一页、后一页、跳转到指定页、放大、缩小、适合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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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适合整页、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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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学位论文 

6.1 栏目入口 

6.1.1 主导航栏入口 

在网站首页最上方，有主导航栏，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学位论文”入口。 

在网站的各内容页，使用统一的主导航栏，可以在网站的任意页面快速切换到“学位论

文”栏目首页。 

 

6.1.2 首页专区入口 

在网站首页，可以看到“学位论文专区”。 

首页展示的“学位论文专区”中展示了最新更新的 4 篇论文。 

点击“>更多学位论文”可以跳转到“学位论文”栏目首页。 

 

6.2 栏目首页 

学位论文栏目首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学位论文检索、主题导航、检索数量展示、检索结果展示、翻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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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学位论文检索 

输入关键字，精确检索需要的学位论文。 

如果返回的检索结果仍然比较多，可以通过调整搜索关键字来进一步缩小检索结果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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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主题导航 

通过主题导航，可以按主题筛选检索结果。 

如果按一级主题筛选的结果较多，可以按二级主题来进行筛选。 

 

6.2.3 检索数量展示 

方便直观的可以看到检索结果的数量。 

如果检索结果数量过多，可以通过主题导航或使用检索功能进一步进行精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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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检索结果展示 

展示检索结果，按更新顺序排列，最新更新的学位论文会出现在靠前的位置。 

可以看到论文的题目、论文摘要、关键字、作者姓名、分类、年份和学校等信息。 

可以点击期刊论文标题来进入论文的内容页面。 

可以点击阅读按钮来直接在线阅读该论文。 

可以点击下载按钮来直接下载该论文。 

可以点击关键字、作者姓名来检索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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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翻页区 

检索结果以每页 10 条的形式呈现，，如果超出 10 条，将进行自动分页。 

翻页区可以实现：跳转到首页、跳转到末页，倒转到上一页、、跳转到下一页、跳转到

相邻前后各 4 页、跳转到指定页数。 

 

6.3 内容页面 

论文内容页面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阅读按钮、下载按钮、一键分享、文摘和论文信息、相似文献、同一院校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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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阅读按钮 

点击阅读按钮后，可以在线阅读该篇论文。 

6.3.2 下载按钮 

点击下载按钮后，可以将该篇论文保存到个人电脑上。 

6.3.3 一键分享 

一键分享功能，可以快速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豆瓣网、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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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微博。 

 

6.3.4 文摘和论文信息 

展示下述信息：文摘、作者、学位授予单位、导师姓名、学位年度、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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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相似文献 

系统提取了与该论文相关的其他相关文献，方便阅读。 

 

6.3.6 同一院校论文 

推荐了同一主题的其他论文，以备候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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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会议论文 

7.1 栏目入口 

7.1.1 主导航栏入口 

在网站首页最上方，有主导航栏，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会议论文”入口。 

在网站的各内容页，使用统一的主导航栏，可以在网站的任意页面快速切换到“会议论

文”栏目首页。 

 

7.1.2 首页专区入口 

在网站首页，可以看到“会议论文专区”。 

首页展示的“会议论文专区”中展示了最新更新的 4 篇论文。 

点击“>更多会议论文”可以跳转到“会议论文”栏目首页。 

 

7.2 栏目首页 

学位论文栏目首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会议论文检索、主题导航、检索数量展示、检索结果展示、翻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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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会议论文检索 

输入关键字，精确检索需要的会议论文。 

如果返回的检索结果仍然比较多，可以通过调整搜索关键字来进一步缩小检索结果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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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主题导航 

通过主题导航，可以按主题筛选检索结果。 

如果按一级主题筛选的结果较多，可以按二级主题来进行筛选。 

 

7.2.3 检索数量展示 

方便直观的可以看到检索结果的数量。 

如果检索结果数量过多，可以通过主题导航或使用检索功能进一步进行精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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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检索结果展示 

展示检索结果，按更新顺序排列，最新更新的学位论文会出现在靠前的位置。 

可以看到论文的题目、论文摘要、关键字、作者姓名、分类、年份和会议名称等信息。 

可以点击期刊论文标题来进入论文的内容页面。 

可以点击阅读按钮来直接在线阅读该论文。 

可以点击下载按钮来直接下载该论文。 

可以点击关键字、作者姓名、会议名称来检索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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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翻页区 

检索结果以每页 10 条的形式呈现，，如果超出 10 条，将进行自动分页。 

翻页区可以实现：跳转到首页、跳转到末页，倒转到上一页、、跳转到下一页、跳转到

相邻前后各 4 页、跳转到指定页数。 

 

7.3 内容页面 

论文内容页面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阅读按钮、下载按钮、一键分享、文摘和论文信息、相似文献、同一会议的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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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阅读按钮 

点击阅读按钮后，可以在线阅读该篇论文。 

7.3.2 下载按钮 

点击下载按钮后，可以将该篇论文保存到个人电脑上。 

7.3.3 一键分享 

一键分享功能，可以快速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豆瓣网、搜

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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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文摘和论文信息 

展示下述信息：文摘、作者、作者单位、会议名称、会议时间、会议点点、主办单位、

关键词。 

 

7.3.5 相似文献 

系统提取了与该论文相关的其他相关文献，方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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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同一会议的论文 

推荐了同一会议的其他论文，以备候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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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图书 

8.1 栏目入口 

8.1.1 主导航栏入口 

在网站首页最上方，有主导航栏，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图书”入口。 

在网站的各内容页，使用统一的主导航栏，可以在网站的任意页面快速切换到图书板块

中。 

 

8.1.2 首页专区入口 

在网站首页，可以看到“图书专区”。 

首页展示的“图书专区”中展示了最新更新的 7 本图书。 

点击“>更多图书”可以跳转到“图书”首页。 

点击“校长参考精选”等标签，可以快速转到“图书”并检索出对应阅读专区的期刊进

行列表展示。 

 

8.2 栏目首页 

图书栏目首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图书检索、主题导航、阅读专区、检索数量展示、检索结果展示、翻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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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图书检索 

输入关键字，精确检索需要的图书。 

如果返回的检索结果仍然比较多，可以通过调整搜索关键字来进一步缩小检索结果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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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主题导航 

通过主题导航，可以按主题筛选检索结果。 

如果按一级主题筛选的结果较多，可以按二级主题来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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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阅读专区 

根据用户群的不同，整理了 5 类阅读专区，方便不同的用户群体找寻合适的图书。 

目前包括：校长参考精选、教师研修精选、学生辅导精选、中考复习精选、高考复习精

选。 

 

8.2.4 检索数量展示 

方便直观的可以看到检索结果的数量。 

如果检索结果数量过多，可以通过主题导航或使用检索功能进一步进行精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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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检索结果展示 

展示检索结果，按更新顺序排列，最新更新的图书会出现在靠前的位置。 

可以点击图书图片或图书下方的说明文字进行具体的图书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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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翻页区 

检索结果以每页 20 条的形式呈现，4 行乘 5 列，如果超出 20 条，将进行自动分页。 

翻页区可以实现：跳转到首页、跳转到末页，倒转到上一页、、跳转到下一页、跳转到

相邻前后各 4 页、跳转到指定页数。 

 

8.3 内容页面 

期刊内容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一键分享、图书简介、相关图书、图书阅读区。 

 

8.3.1 一键分享 

一键分享功能，可以快速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豆瓣网、搜

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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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图书简介 

对图书进行概要说明，并同事提供图书的一些基础数据，如：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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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同一主题期刊 

推荐了同一主题的其他期刊，以备候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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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图书阅读区 

阅读控件支持下述操作：打印、前一页、后一页、跳转到指定页、放大、缩小、适合宽

度、适合整页、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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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视频 

9.1 栏目入口 

9.1.1 主导航栏入口 

在网站首页最上方，有主导航栏，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专题”入口。 

在网站的各内容页，使用统一的主导航栏，可以在网站的任意页面快速切换到热点专题

系统中。 

 

9.1.2 首页专区入口 

在网站首页，可以看到“视频专区”。 

首页展示的“视频专区”中展示了最新更新的 6 个视频。 

点击“>更多视频”可以跳转到“视频”首页。 

点击“课堂教学”等标签，可以快速转到“视频”并检索出对应分类的视频进行列表展

示。 

 

9.1.3 首页广告位入口 

在网站首页的图片广告位，第 2 张就视频的推介入口。 

点击该图片，也可以快速跳到“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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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栏目首页 

视频栏目首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主题导航、检索数量显示、检索结果显示、翻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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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主题导航 

根据视频内容，进行了主题划分。 

最新的主题划分为：课堂教学、哲学与宗教、历史与考古、文学、艺术、经济、管理、

政治、社会、教育、天文、生物、人文地理、数理科学、工程技术、国防军事、农学与农业、

地球科学、中国医学、医药卫生。 

上述部分，“课堂教学”是紧密围绕初中高中六个年级的基础课程而展开的，“课堂教学”

意外的其他主题则所属于课外拓展知识。 

“课堂教学”包含：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生物、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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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检索数量展示 

方便直观的可以看到检索结果的数量。 

如果检索结果数量过多，可以通过主题导航或使用检索功能来进一步进行精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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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检索结果展示 

展示检索结果，按更新顺序排列，最新更新的视频会出现在靠前的位置。 

可以点击视频图片或视频下方的说明文字进行具体的视频播放页面。 

 

9.2.4 翻页区 

检索结果以每页 20 条的形式呈现，5 行乘 4 列，如果超出 20 条，将进行自动分页。 

翻页区可以实现：跳转到首页、跳转到末页，倒转到上一页、、跳转到下一页、跳转到

相邻前后各 4 页、跳转到指定页数。 

9.3 内容页面 

视频播放页面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一键分享、视频来源、相关视频、视频播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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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一键分享 

一键分享功能，可以快速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豆瓣网、搜

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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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视频来源 

显示视频来源网站和栏目名称。 

 

9.3.3 相关视频 

展示和当前视频相关的其他视频，点击后跳转到该视频播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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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视频播放器 

页面内嵌视频播放器，可以实现下述功能 

播放/暂停、拖动播放进度、音量大小调整、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设置、全屏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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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试卷 

10.1 栏目入口 

10.1.1 主导航栏入口 

在网站首页最上方，有主导航栏，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试卷”入口。 

在网站的各内容页，使用统一的主导航栏，可以在网站的任意页面快速切换到“试卷”

栏目首页。 

 

10.1.2 首页专区入口 

在网站首页，可以看到“试卷专区”。 

首页展示的“试卷专区”中展示了最新更新的 4 份试卷。 

点击“>更多试卷”可以跳转到“试卷”栏目首页。 

 

10.2 栏目首页 

试卷栏目首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学科年份导航、试卷检索、检索结果展示、翻页区、带解析的最新试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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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学科年份导航 

通过“类型”“学科”“年份”“地区”组合查询来检索试卷。 

如果返回的检索结果仍然比较多，可以通过调整检索条件来进一步缩小检索结果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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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试卷检索 

输入关键字，精确检索需要的试卷。 

如果返回的检索结果仍然比较多，可以通过调整搜索关键字来进一步缩小检索结果数

量。 

 

10.2.3 检索结果展示 

展示检索结果，按更新顺序排列，最新更新的试卷会出现在靠前的位置。 

可以点击试卷标题来查看详细的试卷内容。 

可以点击试卷标题右侧的箭头图标来下载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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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翻页区 

检索结果以每页 20 条的形式呈现，如果超出 20 条，将进行自动分页。 

翻页区可以实现：跳转到首页、跳转到末页，倒转到上一页、、跳转到下一页、跳转到

相邻前后各 4 页、跳转到指定页数。 

 

10.2.5 带解析的最新试卷列表 

列出了带有答案解析的最新更新的试卷。 

 

 

10.3 内容页面 

内容页面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试卷阅读区、下载按钮、分享按钮、同学科历年试卷、同年份同学科各地区

试卷、同年份同地区各科目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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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试卷阅读区 

阅读控件支持下述操作：打印、单页显示/多页显示/缩略图显示、适合宽度、适合整页、

旋转当前页、缩放调整、前一页、后一页、跳转到指定页、选取文字、拖动、检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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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下载按钮 

点击下载按钮，可以方便的将正在阅读的试卷下载到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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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 分享按钮 

一键分享功能，可以快速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豆瓣网、搜

狐微博。 

 

10.3.4 同学科历年试卷 

系统提取了同学科的理念试卷，方便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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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 同年份同学科各地区试卷 

系统提取了同年份同学科但不同地区的试卷，方便查阅。 

 

10.3.6 同年份同地区各科目试卷 

系统提取了同年份同地区但科目不同的试卷，方便查阅。 



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 用户使用手册 

98 

 



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 用户使用手册 

99 

 

第11章 微课 

11.1 栏目入口 

11.1.1 主导航栏入口 

在网站首页最上方，有主导航栏，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微课”入口。 

在网站的各内容页，使用统一的主导航栏，可以在网站的任意页面快速切换到微课系统

中。 

 

11.1.2 首页专区入口 

在网站首页，可以看到“微课专区”。 

首页展示的“微课专区”中展示了最新更新的高中初中各 5 条内容。 

点击“>更多微课”可以跳转到微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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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首页广告位入口 

在网站首页的图片广告位，第 1 张就是微课的推介入口。 

点击该图片，也可以快速跳到“微课系统” 

 

11.2 栏目首页 

微课系统首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检索入口、学科学段导航、检索数量展示、检索结果展示、翻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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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 检索入口 

在微课专区进行检索的入口。 

输入关键字，可以进行精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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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学科学段导航 

分为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 

初中阶段的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 

高中阶段的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 

点击具体的课程，可以快速筛选该课程的微课内容。 

 

11.2.3 检索数量展示 

方便直观的可以看到检索结果的数量。 

如果检索数量过多，可以通过修改关键词的方式进一步减少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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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检索结果展示 

包括 3 部分：微课标题、内容概述、子知识点。 

通过微课标题和内容概述，您可以粗略知道该微课要讲解的内容。 

微课标题可点击，点击后跳转到详细的微课内容页面。 

 如果该知识点下还有子知识点，也会在检索结果中进行展示，并提供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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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翻页区 

检索结果以每页 10 条的形式呈现，如果超出 10 条，将进行自动分页。 

翻页区可以实现：跳转到首页、跳转到末页，倒转到上一页、、跳转到下一页、跳转到

相邻前后各 4 页、跳转到指定页数。 

 

11.3 内容页面 

微课系统内容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子栏目导航、意见分享、合作教师、微课内容讲解。 

 

11.3.1 子栏目导航 

微课系统包括 9 个子栏目，分别是：知识精讲、子知识点、重点难点考点、考频分析、

经典题目、误区解读、形成性测试、教研专区、名师视频。 

点击子栏目，可以快速移动到对应的子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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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一键分享 

一键分享功能，可以快速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豆瓣网、搜

狐微博。 

 

11.3.3 合作教师 

在这里列出了微课系统的合作教师及其所属学校。 

 

11.3.4 知识精讲 

对知识点内容进行详细讲解，分析知识点内容。 



万方数据中小学数字图书馆 – 用户使用手册 

106 

 

11.3.5 子知识点 

由于部分知识点较大，可以分拆为较细的子知识点，在这里单独列出，并提供链接。 

 

11.3.6 重点难点考点 

详细剖析本知识点中的重点内容、疑难问题点、考试要点。 

 

11.3.7 考频分析 

分析该知识点的考试频率，并列出每年考卷中的具体题目号。 

 

11.3.8 经典题目 

从全国各地每年的考卷中精心筛选的经典题目，并提供答案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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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 形成性测试 

对知识点进行阶段性测试，考察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供答案与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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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0 教研专区 

提供该知识点相关的各类期刊文章或论文，供教研人员进一步扩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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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 名师视频 

精选该知识点相关的各位名师视频，供教研人员扩展授课思路，提高授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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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专题 

12.1 栏目入口 

12.1.1 主导航栏入口 

在网站首页最上方，有主导航栏，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专题”入口。 

在网站的各内容页，使用统一的主导航栏，可以在网站的任意页面快速切换到热点专题

系统中。 

 

12.1.2 首页专区入口 

在网站首页，可以看到“最新专题”。 

首页展示的“最新专题”中展示了最新更新的 4 个专题。 

点击“>更多热点”可以跳转到“热点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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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首页广告位入口 

在网站首页的图片广告位，第 3 张就专题的推介入口。 

点击该图片，也可以快速跳到“热点专题” 

 

12.2 栏目首页 

热点专题栏目列表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分类导航、检索结果展示、翻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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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分类导航 

按照热点专题的相似性，划分了若干分类。 

现有分类包括：教学辅助、电化教育、图书馆、教育管理、教师参考、热点话题。 

点击对应的分类导航，则检索结果仅展示该分类下的热点专题。 

 

12.2.2 检索结果展示 

包括 2 部分：标题、专题概述。 

通过标题和专题概述，您可以粗略知道该热点专题的内容。 

标题可点击，点击后跳转到具体的热点专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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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翻页区 

检索结果以每页 16 条的形式呈现，4 行乘 4 列，如果超出 16 条，将进行自动分页。 

翻页区可以实现：跳转到首页、跳转到末页，倒转到上一页、、跳转到下一页、跳转到

相邻前后各 4 页、跳转到指定页数。 

 

12.3 内容页面 

热门专题内容页如下图所示。 

主要包括：专题概述、一键分享、相关专题、子专题概述、资源链接、检索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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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专题概述 

概要介绍了本热门专题所要阐述的内容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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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一键分享 

一键分享功能，可以快速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开心网、豆瓣网、搜

狐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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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相关专题 

列出了和当前专题相关的其他专题，标题可点击。 

 

12.3.4 子专题概述 

为便于阐述，每个专题都拆分了若干子专题进行详细阐述。 

这里概要阐述了子专题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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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 资源链接 

根据子专题，整理列出了部分相关的期刊文章或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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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检索入口 

每个子专题下对应的期刊文章或论文资源数量都比较多，由于在本页上无法全部展示，

点击“更多„”之后可以跳转到检索中心，并将相关信息全部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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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共享资料（旧版） 

13.1 共享资料 

用户可以通过共享资料栏目分享、搜索、阅读文档。 

栏目首页显示最新文档、阅读排行、热门分享等信息，实现按学段、学科的资料导航。 

13.2 文档列表 

按学段年级、类别、学科、版本显示文档；可按上架时间、阅读量进行排序；可按文档

列表和视图两种方式显示。 

文档列表方式，显示文档封面、标题、关键词、描述、文档类型。可以快捷阅读和收藏。

如下图： 

 

视图阅读方式，一行显示 4 个文档，显示文档封面、标题。如下图： 

 
点击标题或封面后，进入文档详细信息页面显示文档页数、阅读次数、下载次数、所需

积分、评论条数、文档评分、上传时间、上传人等。可阅读文档、下载文档、收藏文档、举

报文档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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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上传文档 

点击栏目首页右上角的“上传我的文档”会跳转到上传文档信息页，填写相关信息并提

交后，可实现批量文档或单独文档的上传。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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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我的共享资料 

在“我的共享资料”里包含“我的分享”、“我的收藏”、“我的书签”、“我的评论”、“我

的积分”子功能，可以实现用户的上传资料管理、收藏管理、书签管理、评论管理和积分管

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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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在线组卷（旧版） 

14.1 创建试卷 

14.1.1 开始组卷 

进入我的图书馆→点击菜单的组卷按钮（1） 

 

14.1.2 选择学段科目 

（1）→试卷用途（2）→试卷名称（3）→点击开始组卷按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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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选择试题 

可以提供按知识点选择试题、按试卷选择试题、通过搜索功能选择试题。 

A、按知识点选题 

点击菜单上的按知识点选题(1) →选择试卷类型(2)→选择知识点树结构(3)→选择题型

(4)→选择难度(5)→呈现符合条件的试题，翻页浏览更多试题(9)→加入我的试题框(6)，也可

以加入收藏(7) 

 

选择试题后预选试题工具栏显示已选试题题数（8）→点击预选试题工具栏→按题型分

类显示试题（1）→点击题型后面的删除标签，可以删除该题型下的所有试题→点击全部清

空按钮（2）可以清除所有已选试题。 

选择试题后，试题的加入我的试题栏按钮切换为移除试题栏按钮，点击该试题从试题栏

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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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试卷选题 

在现有的试卷中，选择试题。 

点击菜单上的按试卷选题按钮（1）→选择年级（2）→选择类型（3）→选择地区（4）

→呈现复要求的试卷列表→点击试卷标题（5）→显示该试卷的所有试题 

 

点击返回试卷按钮（2）返回试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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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搜索选题 

对含有一些关键词的试题进行快速查找筛选，可根据题型、难易度等选项进行筛选。 

点击菜单搜索选题按钮（1）→选择题型（2）→选择难度（3）→选择时间段（4）→输

入关键词（5）→点击搜索按钮（6）→呈现符合条件的试题（7）→点击分页按钮（8）翻页 

 

D、智能选题 

智能选题是一个快捷方便的选题方式，首先指定要考察的知识点范围，设定各种题型的

试题数量，并且设定一个试卷的整体难度系数，系统便根据设置自动生成试卷的所有试题。 

点击菜单的智能选题按钮（1）→选择试卷类型（2）→选择要考察的知识点→选择各种

题型的试题数量（3）→选择试卷总体的计划难度（4）→点击开始选题按钮（5）→系统会

自动生成一套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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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组织试题 

对已选的试题进行再次筛选排序等操作。 

 

14.2.1 试题类型排序 

拖动左侧试题类型（2），即可完成题型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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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按类型清空试题 

点击试题类型后面的删除按钮（2），可删除该题型下的所有已选试题。 

14.2.3 清空所有试题 

点击试题数量后面的删除按钮（1），可清空该试卷所有已选试题。 

14.2.4 试题回收站 

点击试题回收站按钮（3），打开试题回收站界面，可对选定的已删除试题进行彻底删除、

撤销删除操作。 

 

14.2.5 试卷难度分析 

点击试卷难度分析按钮（4）对试卷已选试题进行整体统计分析，展示题型题量、试题

难度数据，便于掌控整个试卷的题量难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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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 试题排序 

在试题列表中，点击上移、下移按钮（7），可以调整试题在试卷中呈现的顺序，更好的

组织试题，点击恢复到由易到难排序 按钮（5）可撤销试题排序调整，恢复到默认排序。 

14.2.7 试题展示视图 

试题展示提供缩略图和列表两种展示模式可供选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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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 试题删除 

点击试题列表上的删除按钮（8），将试题删除至试题回收站，可进行恢复和彻底删除操

作。 

14.2.9 试题替换 

对已选的某道试题不满，可点击试题替换按钮（9）替换该试题，试题替换提供十道同

类型备选试题，选择其中试题后即可替换掉掉原选试题。 

 

14.3 试卷排版 

根据不同的试卷应用场合，对试卷进行样式的调整，并可存档和下载试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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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试卷默认样式选择 

系统提供四种默认，点击样式按钮（1）可直接选择样式，快捷方便。 

14.3.2 自行设置样式 

试卷样式分为卷头和卷体两部分，卷头包括主标题、副标题、装订线、保密标记、试卷

信息栏、考生输入栏、誉分栏、注意事项；卷体分为 I 卷（选择题卷）和 II 卷（非选择题卷），

又按试题类型可分别进行样式设置（2）。 

14.3.3 样式属性设置 

对每个试卷样式，可以设置它是否显示，并可调整显示内容。 

 

14.3.4 试卷预览 

根据试卷样式的设置，可实时显示试卷整体效果，达到试卷预览的目的。 

14.3.5 试卷下载 

试卷组织排版完毕后，通过设置纸张等属性后，可生成 word 文件，提供下载，便于打

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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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6 答题卡下载 

可生成配套答题卡，便于试卷的使用。 

14.4 我的试卷 

管理我的试卷存档，可根据日期、试卷标题进行查询；可删除存档以及编辑试卷。 

进入图书馆点击我的题库按钮（1）→点击我的试卷按钮（2）展示我组的试卷列表 

可按日期、试卷标题关键字来进行筛选（3）试卷列表； 

点击编辑按钮（4）可将此试卷退回到组卷流程，对试题及排版进行编辑； 

点击删除按钮（5）可删除此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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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我的题库 

在试题筛选过程中，对感兴趣或需要的试题可进行收藏操作，已收藏的试题就构成了我

的题库，对已收藏的试题可进行删除收藏操作。 

进入图书馆点击我的题库按钮（1）→点击我的试题按钮（2）展示我收藏的试题列表； 

可按日期、试题标题关键字来进行筛选（3）试题列表； 

点击删除按钮（5）可删除收藏的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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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联系我们 

15.1 售后服务 

15.1.1 服务承诺 

尊敬的客户，为了向您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服务，不断提升我们的服务品质，我们郑重

做出以下承诺，请您对我们的服务与工作予以监督。 

（1）让用户满意，让用户放心，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持续改进，不断提升服务品质。 

（2）首问负责制，第一个接受问询的人员，必须保证给出解决相关事宜的方法或途径；

接询人员须用文明用语、规范用词，妥善处理客户的问询事项；态度和蔼、不与客户争执。 

（3）我们尊重用户的隐私权，对您提供的注册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除非法规准许

或法规的保密条款授权，我们绝不会披露，也决不将其用于经营之目的。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未能遵守上述承诺，您可以向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服务监督

部门投诉。 

15.1.2 服务热线 

客服电话：4000-115-888 

人工服务时间：8:00-11:30,13:00-17:00(工作日) 

邮箱：edukf@wanfangdata.com.cn 

15.1.3 服务监督投诉 

电话：010-58882278 

邮箱：problem@wanfangdata.com.cn 

15.2 商务合作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5 号（邮编：100038） 

电话： 4000-115-888 

网址： www.wanfangdata.com.cn 

E-mail： wanfang@wanfangdata.com.cn 

 

基础教育事业部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5 号 265 室（邮编：100038） 

电话： 010-58882253     传真： 010-5888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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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edu@wanfangdata.com.cn 

 

机构用户请根据自己所在的地区联系所属销售区的工作人员。 

以下是各销售区的联系方式： 

 

万方数据京津销售区（北京、天津）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5 号 267 室（邮编：100038） 

电话： 010-58882244 

E-mail： wfjj@wanfangdata.com.cn 

 

万方数据北方销售区（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山西、内蒙古） 

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 262 甲新华科技大厦 710 室（邮编：110013） 

电话： 400-705-0086 

E-mail：wfhb@wanfangdata.com.cn 

 

万方数据西部销售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藏）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南大街 30 号中大国际大厦 716（邮编：710003）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 2 号时代广场 A 座 2706 室 （邮编：610041） 

电话： 029-87208181（西安） 电话： 028-86657332（成都） 

E-mail：wfxb@wanfangdata.com.cn（西安） wfcd@wanfangdata.com.cn（成都） 

 

万方数据华东销售区（上海、浙江、安徽、江苏、山东） 

地址： 上海市北京东路 668 号科技京城东楼 15F-G 室（邮编：200001） 

电话： 021-33040855 

E-mail：wanfangsh@wanfangdata.com.cn 

 

万方数据南方销售区（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福建）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开发区珞瑜路 727 号新都汇 3 号楼 504 室（邮编：455000）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 122 号羊城国际商贸中心西塔 2102-04 室（邮编：

510620） 

电话： 027-87322800（武汉） 电话： 020-38871870（广州） 

E-mail：wfwh@wanfangdata.com.cn（武汉） wfhn@wanfangdata.com.cn（广州） 

 

海外市场销售中心（除亚洲以外海外地区）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5 号 243 室（邮编：100038） 

电话： 010-58882628 

E-mail：overseas@wanfangdata.com.cn 

 

万方数据（香港）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湾仔卢押道 18 号海德中心 6D 

地址（英文）：Unit D, 6/F, One Capital Place, No.18 Luard Road, Wanchai, Hong Kong 

电话： 00852-25295698 

E-mail：wanfang_hk@wanfangdat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