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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台 

1.1. 首页 

1.1.1. 登录 

 

前台的用户名和密码都是由后台配置生成，后台配置好用户名和密码，还有用户所在 IP

段，前台输入配置好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正常登录。 

 

1.1.2. 搜索 

 

搜索可对河湖大典的条目、图片、水系地图进行搜索和模糊搜索，并列出热门搜索关键

词 

点击附表链接可以进入河流、湖泊、水库、灌区的详细列表，可对列表内容进行检索，

点击“返回”按钮可回到首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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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树型结构 

 

  鼠标移到“水利导航”按钮上，左侧就会出现河湖大典内容的树型结果，点击“ ”

展开二级或三级目录，点击“ ”收起二级或三级目录，点击“ ”关闭左侧树型

结构。点击树型结构里的内容跳转到该内容的流式阅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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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河湖大典丛书的展示 

 

河湖大典丛书以切换效果展示，并列出了每本书的主要关键词，点击图书，可跳转到版

式阅读页，点击关键词可跳转到流式阅读页，并定位到流式阅读搜索关键字所在位置。 

 

1.2. 搜索结果页 

1.2.1. 全文搜索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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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搜索选“全文索引”在搜索框内输入要搜索的内容或点击热词搜索里的关键词，点

击搜索进入全文搜索页，默认按全文内容搜索， 搜索内容以列表形式展示，展示内容包括

图书封面或条目所在章节的图片、图书名。 

   点击图片或条目名（例： ）或 按钮跳转到在线阅读，并定位

到流式阅读搜索条目所在位置。 

在搜索页面可以任意切换条目、图片、水系地图，（ ）进行搜索。 

   点击 按钮返回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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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条目搜索页 

 

 

  首页搜索选“条目索引”在搜索框内输入要搜索的内容或点击热词搜索里的关键词，点

击搜索进入条目搜索页，默认按条目内容搜索， 搜索内容以列表形式展示，展示内容包括

图书封面或条目所在章节的图片、图书名。 

   点击图片或条目名（例： ）或 按钮跳转到在线阅读，并定位到

流式阅读搜索条目所在位置。 

在搜索页面可以任意切换全文、图片、水系地图，（ ）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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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按钮返回到首页。 

 

1.2.3. 图片搜索页 

 

 

  首页搜索选“条目索引”在搜索框内输入要搜索的内容或点击热词搜索里的关键词，点

击搜索进入条目搜索页，默认按条目内容搜索， 搜索内容以列表形式展示，展示内容包括

图书封面或条目所在章节的图片、图书名。 

点击图片或条目名（例： ）或 按钮跳转到在线阅读，并定位到

流式阅读搜索条目所在位置。 

在搜索页面可以任意切换全文、条目、水系地图，（ ）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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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按钮返回到首页。 

 

1.2.4. 水系地图搜索页 

 

 

  首页搜索选“条目索引”在搜索框内输入要搜索的内容或点击热词搜索里的关键词，点

击搜索进入条目搜索页，默认按条目内容搜索， 搜索内容以列表形式展示，展示内容包括

图书封面或条目所在章节的图片、图书名。 

点击图片或条目名（例： ）或 按钮跳转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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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并定位到流式阅读搜索条目所在位置。 

在搜索页面可以任意切换全文、条目、图片，（ ）进行搜索。 

 

   点击 按钮返回到首页。 

 

1.3. 详细信息页 

1.3.1. 流式阅读 

 

以流式样式在线阅读，可查看内容图片的大图，点击“ ”可由当前阅读位

置切换到版式阅读相应章节。 

 



用户操作手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第 13 页 共 13 页 

1.3.2. 版式阅读 

 

以版式样式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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