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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中国经典水利史料数据库系统以数字化的出版物为基础，通过对信息资源的

整合、加工，全面、科学、便捷、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古代各地、各流域的水利状

况。 

根据拥有资源的类型和特点，中国经典水利史料数据库系统从文献、图片和

谕旨奏章三个维度对资源进行展示。 

历史档案、碑拓、影印资料和多媒体资料为待建项目，暂不可查看。 

为方便阅读，中国经典水利史料数据库系统将简称为“水利史料库”。 

2 网址 

水利史料库的外网访问地址为： 

http://114.255.61.15/ 

3 使用说明 

3.1 首页 

首页包含了水利史料库各个维度的入口。点击网页上方的“中国经典水利史

料库”的 Logo 图，可快速返回首页。首页见 图 1 所示。 
 

http://114.255.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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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利史料库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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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引 

点击右上方“索引”字样可快速进入索引页面；选择检索区域下方的“书名

索引”、“人名索引”、“纪年索引”可定位到相应的索引项。 

2. 事件 

点击右上方的“事件”字样，可以按朝代和流域对与水利相关的事件进行查

看和对比。 

3. 热词推荐 

热词推荐是用户搜索频率较高或者具有史料库特征的词语，点击相应的热词

可对该热词进行检索，默认是对文章的标题进行检索。 

4. 中间 tab区域 

切换不同的 tab页，选中对应的分类，可以检索到当前资源类型下该分类的

资源。 

5. 中下部的水利历史文献、水利历史图片和谕旨奏章是各类资源的典型代表。

点击标题即可进入该资源的详细内容页。 

6. 底部是史料库系统中涉及的流域，点击各个流域，可以查看该流域下的水利

历史文献。 

3.2 分类 

不同类型的资源标引有不同的分类。 

 

图 2 分类 
 

水利历史文献文章分类： 

1. 流域分类 

2. 朝代 

水利历史图片分类： 

1. 流域分类 

2. 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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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片大类 

4. 绘制技法 

5. 专题类别 

6. 版本特点 

谕旨奏章分类： 

1. 流域分类 

2. 朝代 

3.3 水利历史文献 

点击导航栏“水利历史文献”或者首页底部的流域可进入到水利历史文献列

表页。 

 
图 3 水利历史文献列表页 



中国经典水利史料数据库系统用户手册 

 7 / 23 
 

左侧是水利历史文献所属流域，切换标签可以对水利历史文献进行检索。在

右侧文献列表页，我们可以对文献的期数（卷期）、出版时间和更新时间进行排

序，每个文献都列有该文献的标题、作者和所属卷期。点击文献封面图或者文献

标题，可以进入到该文献的目录页。 

3.3.1 文献目录 

在水利历史文献目录页中，有“>”的为文章，点击文章标题可查看文章的

详细内容。 

水利历史文献的目录页如下图： 

 
图 4 水利历史文献目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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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文章详细页 

 

图 5 文章内容页 

3.3.2.1  横版、竖版 

因为文献内容为繁体字，为方便阅读和贴切内容，水利史料库提供了“横版”、

“竖版”两种阅读方式。切换文章内容右上方的“横版”、“竖版”，可以切换内容布

局方式。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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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竖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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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横版阅读 

3.3.2.2 内容 

部分文章内容中包含有图片和奏章。奏章的段落有深色背景，点击正文中的

插图可以查看选中图片的大图，点击“上一张”、“下一张”可以浏览该文章中的

所有图片。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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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文章中的奏章 

 

 
图 9 文章插图的大图浏览 

3.3.2.3 电子书 

如果该文章提供原版阅读，则点击文章正文上方的“电子书”，可以查看文章

的原版 pdf，阅读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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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电子书阅读 

3.3.2.4 参考文献 

点击“参考文献”，系统将按照参考文献书写格式将文章来源生成引用文本，

如下图所示： 

 
图 11 参考文献 

3.3.2.5  收藏 

登录用户可以点击“收藏”，将感兴趣的文章保存以方便查看，收藏成功后，

收藏标志后的文字将变成“取消”，点击“取消”，则可取消收藏操作。收藏后，

在个人中心-》我的收藏中可以找到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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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6 字体大小 

点击“字体大小”的“小”、“大”字样可以缩放正文文字的大小，点击“中”

则恢复正常文字大小。文章默认按正常文字大小显示。 

3.3.2.7 相关文章、图片 

相关文章图片为与当前文章具有相同分类的文章和图片资源，点击资源标题，

则可进入到相应的内容详情页。 

3.3.2.8 推荐阅读 

推荐阅读是水利史料库中具有典型代表的文章，点击文章标题则可查看具体

文章内容。 

3.4 水利历史图片 

3.4.1 图片列表 

点击导航栏中的“水利历史图片”可以查看水利史料库中的图片资料。 

 
图 12 水利史料图片列表 



中国经典水利史料数据库系统用户手册 

 14 / 23 
 

在水利史料库图片列表中，用户可以看到每个图片的缩略图、标题和标引分

类。点击图片标题或者图片缩略图，可以查看图片的详细信息。鼠标移动到标引

类别上，用户可以查看该详细分类所属的类别，点击该分类，用户可以查看该类

别下的所有图片，同时页面上方对应的类别将被选中。 

鼠标向下滑动，用户可以继续查看下一页内容。如果看到提示“没有更多了”，

则表示已经到最后一页。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箭头，可以快速返回页面顶部。 

在图片列表页，列有朝代、图片大类、专题类别、版本特点、绘制技法、流

域分类 6 个检索分类。选中相应的分类，可以对图片进行检索。每个分类都可以

多选，同分类进行或匹配，不同的分类进行与匹配，即如果选择了图片大类中的

照片和地图，用户可以查看到图片大类标引为照片或者地图的图片，如果同时选

中了版本特点中的彩绘本，用户只能查看到图片大类标引有“照片”或者“地图”，

且版本特点标引有“彩绘版”的图片。在图片分类下的输入框中输入检索词，可以

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切换排序方式，可以按最新推荐和浏览次数对检索结

果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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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图片详情页 

 

图 13 图片详情页 
 

在图片详情页，左边为图片显示区，用户可以对图片进行缩放。图片下方的

图片列表为与当前图片具有同一图集或者来源于同一大图或者其他某种联系的

图片。点击图片列表中的图片则可继续查看选中图片的细节。右侧为图片的基本

信息，如果图片具有某些描述性的内容，用户可以在页面下方的图片详情中查看。 

3.4.2.1 图片缩放 

当鼠标移动到图片上成为星形时，按住鼠标移动，可以拖动图片。点击图片

列表右方的加号和减号可以对图片进行适当比例的缩放。在缩放时如果收到提示

“操作过快”，则需等待一段时间后在进行缩放操作。点击“原始尺寸”，缩放值

将重置为 100，点击“全屏”，当前图片将在整个屏幕上展示，点击左右箭头，

可以切换到图片列表中的上一张和下一张图片。点击右上角的关闭按钮，可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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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全屏模式。 

3.4.2.2 扫描到手机 

点击“扫描到手机”，用户可以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在手机上对图片进行查

看。 

3.4.2.3 反馈 

点击反馈，用户可以输入反馈内容。 

3.4.2.4 联系我们 

如果用户对某张图片感兴趣，用户可以点击“联系我们”，通过提示显示的

邮箱、qq、电话等方式联系相关负责人对图片进行购买。 

3.4.2.5 分享与收藏 

鼠标移动到图片右上方的分享按钮，选择相应的分享渠道，用户可以将当前

页面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 qq 空间。 

登录用户可以点击“收藏”，将感兴趣的图片保存以方便查看，收藏成功后，

收藏标志后的文字将变成“取消”，点击“取消”，则可取消收藏操作。收藏后，

在个人中心-》我的收藏中可以找到该图片。 

3.4.2.6 图片信息 

图片信息包括图片的标题、图幅数、朝代、形式构成、出处、流域 、图片

大类、图片专题、绘制技法、版本特点、区域、绘制来源、识读方式、标签、设

色。如果图片有所属图集和所属文章，用户也可以查看该信息。点击所属文章则

可进入到该文章的详细内容页。鼠标移动到流域等类别的详细信息后，如果鼠标

变成手状，点击该详细分类，可以查看该分类下的图片。 

3.4.2.7 相关图片 

相关图片为与当前图片具有同一图集或者分类的图片，点击标题即可查看该

图片。 

3.5 谕旨奏章 

点击导航栏上方的“谕旨奏章”，可进入到按时间线展示的谕旨奏章列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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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向下滑动，用户可以加载下一页奏章内容。 

 

 
图 14 谕旨奏章列表页 

 

谕旨奏章奏章列表页上方为流域，左边为朝代。选择流域和朝代，可以查看

该流域和朝代下记录的谕旨奏章信息。每一个谕旨奏章将会列出该奏章的年号和

时间，奏章中涉及的人物和关键词将以特殊样式显示。点击“阅读原文”，可以

查看该谕旨奏章的来源文章，该文章经默认定位到选中奏章。如果奏章内容较多，

点击“展开全部”可以查看奏章所有内容，再次点击“展开全部”，则可恢复到

初始状态。 

3.6 检索 

用户可以对水利史料库的文章、图片和谕旨奏章进行检索。如果搜索区域未

展开，点击右方的“搜索”可打开搜索区域。点击“收起”即可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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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检索结果页 

3.6.1 简单检索 

在每个页面顶部的搜索区域输入检索关键词，可以选择对资源的标题、全文、

关键词进行检索。默认检索资源类别为文章。 

3.6.2 复合检索 

在检索结果页，可以对资源的类型和分类和正文进行再次检索。同类别为或

者的关系，不同类别为并且的关系。点击“查找条件”后的叉号可以将对应的查

询条件删除。 

3.7 索引 

点击页面上的“索引”字样可以跳转到索引页面。索引分为书名索引、人物

索引和纪年索引。书名索引和人物索引可以按首字母对索引项查找，纪年索引提

供按朝代对索引项的查找。在每个索引页下，输入检索关键词，可以对索引项进

行模糊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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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索引页 

 

书名索引来源于文章中引用的图书名称。所以点击书名索引中的索引项默认

为对文章的检索。如果索引项为水利史料库中的文献名称，则优先显示文献。 

人物索引来源于谕旨奏章的标引的人物，点击索引项可以对谕旨奏章进行检

索。 

纪年索引默认为对文章的索引。 

3.8 事件 

点击页面头部的“事件”可以进入到事件列表页。 

通过对水利历史文献中具有朝代和年号信息的提取，在事件列表中通过选择

朝代、年号和流域，用户可以按时间线查看当朝不同时间、不同流域治理方式的

对比。点击对比框中的标题，即可进入到该事件的来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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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事件页 

3.9 机构用户 

水利史料库面向机构用户，没有注册的机构不能查看资源详情页。如果在查

看文章、图片或者谕旨奏章时提示“没有权限”查看，请联系中国水利水电出版

社进行开通。 

 

图 18 没有权限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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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注册的未过期的机构用户，在机构用户的 IP 地址范围内可以进行注册

和登录。访问网址时，未登录用户将显示已注册的机构名称，点击机构名称可查

看机构用户购买服务的订单信息和浏览历史。已登录用户，点击用户名称可以进

入到个人中心。 

 

图 19 机构用户信息也 
 

3.10  个人中心 

在机构用户 ip 范围内登录后，点击用户名称，可进入个人中心。已经登录

的用户才可以对资源进行收藏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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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个人中心 

3.11 账户管理 

在“个人档案”中，登录用户可以修改真实姓名、性别、手机号码和联系地

址。 

在“修改密码”里，输入原始登录密码和新密码校验通过后。用户可以修改

自己的登录密码。 

在“修改邮箱”里，输入原始登录密码好、原始邮箱和新邮箱，经系统校验

通过后用户可以修改自己的注册邮箱。 

在“咨询建议”里，用户可以个人用户或者匿名的方式将咨询建议反馈给史

料数据库。 

3.12 收藏 

在“我的收藏”中，用户可以查看在资源详情页收藏的文章和图片信息，点

击资源标题，可进入到资源的详情页，点击“删除”按钮，该收藏记录将删除，

对应资源的“收藏”标志后的文字变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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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收藏页 

3.13 我的足迹 

在“我的足迹”中，用户可以参看自己的检索记录和浏览记录。并且可以按

时间对足迹进行检索。在“检索记录”中，用户可以删除检索记录。在“浏览记

录”中，点资源标题，可进入相应资源的详情页。 

 

 
图 21 浏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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