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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页 

访问 http://library.ouchn.edu.cn/，进入网站首页，如图 

 

图 1-1 首页 

  

http://182.92.205.244/wiselib


 

 

 

二、登录 

2.1 一网一平台账户登录 

点击页面上方“一网一平台账户登录”，进入国开学习网用户登录页面；如图所示；输

入登录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完成登录操作。 

 
图 2-1 国开学习网用户登录页面 

2.2 其他用户登录（暂未开放） 

点击页面上方“其他用户登录”，进入其他用户登录页面；如图所示；输入用户名、密

码、验证码，点击登录，完成登录操作。 

 

图 2-2 其他用户登录页面 



 

 

 

三、检索 

3.1 文献资源检索 

文献检索包含图书、期刊、学位、会议、标准、专利、古籍七种文献检索，支持各文献

资源按指定字段一站式检索、高级检索与外文检索； 

3.1.1图书检索 

（1）普通检索 

如图 3-1-1 所示，输入检索关键词，选择检索匹配字段，支持全部字段、书名、作者、

出版社、ISBN，点击中文检索，进入图书检索列表页； 

 

图 3-1-1 图书资源检索框 

如图 3-1-2所示，图书检索列表页左侧为作者、出版社、图书分类分面信息，中间为图

书信息，左侧为检索报告，相关热词，与相同检索词下其他资源匹配情况； 

点击“检索报告”进入检索关键词询证页面。 



 

 

 

 

图 3-1-2 图书资源检索列表页 

（2）高级检索 

如图 3-1-3所示，高级检索支持使用运算符与、或、非进行同一检索项内多个检索词的

组合运算，支持模糊（自动对检索词分词）与精确（不对检索词分词）检索；  

 

图 3-1-3 图书资源高级检索 



 

 

 

如检索：标题：分布式系统（精确），则检索结果只包含 标题包含【分布式系统】的图

书资源；检索：标题：分布式系统（模糊），则系统自动将检索词分词为 分布式和系统，检

索结果包含 标题包含【分布式】或【系统】的图书资源；以下其他类型资源高级检索于此

相同，不再赘叙。 

（3）图书详情页 

图书检索列表页点击单本图书，进入图书详情页；如图 3-1-4所示；图书详情页展示图

书标题，图书封面，及图书相关字段信息；支持收藏和点赞图书；收藏的图书可在个人图书

馆【我的收藏夹】中查看； 

 

图 3-1-4 图书详情页 

点击“在线阅读”，进入图书阅读页面，首次阅读的读者，请先绑定个人手机号信息，



 

 

 

绑定成功后或非首次阅读直接进入图书阅读页面。 

3.1.2期刊检索 

（1）普通检索 

如图 3-1-5 所示，输入检索关键词，选择检索匹配字段，支持全部字段、标题、作者、

刊名、关键词、摘要、机构，论文中文检索，进入期刊论文检索列表页； 

 

图 3-1-5 期刊资源检索框  

如图 3-1-6所示，期刊检索列表页左侧为年份、核心、语种、作者分面信息，中间为论

文信息，左侧为检索报告，相关热词，与相同检索词下其他资源匹配情况； 

点击“检索报告”进入检索关键词询证页面； 

资源标题后【中国知网】按钮，点击后进入该条资源对应的中国知网详情页； 



 

 

 

 

图 3-1-6 期刊资源检索列表页 



 

 

 

（2）外文检索 

输入检索词，点击“外文检索”，跳转到【外文文献保障平台】进行检索及相关操作； 

（3）高级检索 

如图 3-1-7所示，高级检索支持使用运算符与、或、非进行同一检索项内多个检索词的

组合运算，支持模糊（自动对检索词分词）与精确（不对检索词分词）检索；  

 

图 3-1-7 期刊资源高级检索 

（3）期刊详情页 

期刊论文检索列表页点击论文，进入论文详情页；如图 3-1-8所示；论文详情页展示论

文标题，及论文相关字段信息；支持收藏和点赞论文；收藏的论文可在个人图书馆【我的收

藏夹】中查看；获取全文请点击【中国知网】前往知网获取； 

点击作者或作者单位，进入作者或机构询证报告页面； 



 

 

 

 

图 3-1-8 期刊论文详情页 

 

 



 

 

 

3.1.3学位检索 

 

图 3-1-9 学位检索框  

如图 3-1-9，学位检索下普通检索与高级检索均跳转到【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及相关操

作；外文检索跳转【外文文献保障平台】进行检索及相关操作。 

3.1.4会议检索 

 

图 3-1-10 会议检索框  

如图 3-1-10，会议检索下普通检索与高级检索均跳转到【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及相关

操作；外文检索跳转【外文文献保障平台】进行检索及相关操作。 

3.1.5标准检索 

 

图 3-1-11 标准检索框  

如图 3-1-11，标准检索下普通检索与高级检索均跳转到【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及相关

操作。 



 

 

 

3.1.6专利检索 

 

图 3-1-12 标准检索框  

如图 3-1-12，专利检索下普通检索与高级检索均跳转到【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及相关

操作；外文检索跳转【外文文献保障平台】进行检索及相关操作。 

3.1.7关于 VPN启动情况说明 

因部分资源权限限制，互联网环境访问时需要登录 VPN；系统检测到外网环境并且未登

录 VPN将进行弹窗提示，如图 3-1-13所示；点击“确定”系统将自动跳转到 VPN登录页面，

如您之前已登录系统，VPN将自动登录成功；如您之前未登录，则需进行登录操作；点击“取

消”则在外网环境访问系统，无法获取到相应权限； 

 

图 3-1-13 VPN 启动确认框 

3.2 多媒体资源检索 

如图 3-2-1多媒体检索包含视频和音频检索，支持各资源按指定字段一站式检索； 

 

图 3-2-1 多媒体资源检索框 



 

 

 

 

图 3-2-2 多媒体资源检索列表页 

 



 

 

 

 

图 3-2-2 多媒体资源检索列表页 

如图 3-2-2，多媒体资源详情页，支持对资源的收藏和点赞，收藏的资源可在个人图书

馆【我的收藏夹】中查看；点击“开始学习”进入资源播放页面； 

系列课程为该资源同系列下课程集合，当前课程高亮显示，点击课程名称进入相应的资

源详情页； 

相关课程为当前课程主题相近课程的推荐资源。 

 



 

 

 

 

3.3 馆藏书目检索 

馆藏书目支持按指定资源一站式检索，点击“搜索”跳转到国家开放大学【馆藏书目网

站】进行检索及相关操作。如图 3-3-1 

 

图 3-3-1 馆藏书目检索框 

四、资源列表 

资源列表，即常用数据库列表；如图 4-1，支持按数据库名称和简介信息检索；支持按

资源分类筛选；支持数据库收藏功能，收藏的资源可在个人图书馆【我的数据库】中查看； 

因资源权限限制，访问“资源列表”需要启动 VPN。 

 

图 4-1 资源列表 



 

 

 

五、新闻动态 

如图 5-1，新闻列表页，支持按标题和发布时间检索，点击新闻标题进入信息详情页； 

 

图 5-1 新闻列表 

六、专题数据库 

如图 6-1，专题数据库，由后台管理员创建或定制，一般为特定主题资源的集合； 

  



 

 

 

图 6-1 专题库列表 

6.1 定制专题：职业能力提升专题  

如图 6-1-1，首页【专题数据库】模块，点击“职业能力提升专题”，进入专题首页； 

 

图 6-1-1 首页【专题数据库】模块 

如图 6-1-2，职业能力提升专题，支持针对本专题库资源进行检索，支持按课程分类导

航进行功能； 



 

 

 

 



 

 

 

图 6-1-2 职业能力提升专题  

6.2 定制专题：阅读推广案例  

 

图 6-1-2 阅读推广案例  

七、个人空间 

个人空间，即个人图书馆；个人图书馆设置了个人中心、我的关注、学习空间 3个栏目，

下设我的积分、日历、我的收藏夹、我的数据库、我的专题库、阅读轨迹、检索历史、猜我

喜欢 8个子栏目。如图 7-1所示； 



 

 

 

 

图 7-1 个人图书馆 

7.1 我的积分 

7.1.1我的积分 

我的积分，如图 7-1-1，显示个人累计积分情况，与今日积分及完成情况； 



 

 

 

 

图 7-1-1 我的积分 

7.1.2每日积分 

每日积分，如图 7-1-2，个人历史积分情况； 

 



 

 

 

图 7-1-2 每日积分 

7.1.3积分明细 

积分明细，如图 7-1-3，记录个人积分来源； 

 

图 7-1-3 积分明细  

7.1.4累计签到  

累计签到，如图 7-1-4，记录个人签到信息； 

 

图 7-1-4 积分明细 



 

 

 

 

7.1.5积分规则  

积分规则，如图 7-1-5，用户可按照积分规则完成相应任务，获取相应积分； 

 

图 7-1-5 积分规则 

7.2 日历  

 



 

 

 

图 7-2 日历  

7.3 我的收藏夹  

7.3.1我的收藏夹  

如图 7-3-1，我的收藏夹，记录读者浏览资源时收藏的资源；收藏夹为读者自己创建，

方便读者回顾查找资源；支持收藏夹检索功能； 

 

图 7-3-1 我的收藏夹  

7.3.2我的标签库 

如图 7-3-2，我的标签库，由系统自行记录，按资源自身分类体系或关键词进行标记归

类，方便读者回顾查找资源；支持标签库检索功能； 

 



 

 

 

图 7-3-2 我的标签库 

7.4 我的数据库 

如图 7-4-1，我的数据库，记录读者收藏的数据库资源；读者可取消收藏，取消之后数

据库将移除我的数据库列表；  

 

图 7-4-1 我的数据库  

7.5 我的专题库 

如图 7-5-1，我的专题库，记录读者订阅的专题库资源；读者可取消订阅，取消之后专

题库将移除我的专题库列表；  



 

 

 

 

图 7-5-1 我的专题库 

7.6 阅读轨迹  

如图 7-6-1，以时间轴的形式，方便读者回顾个人阅读轨迹； 



 

 

 

 

图 7-6-1 阅读轨迹 



 

 

 

7.7 检索历史  

 

图 7-7-1 检索历史 

7.8 猜我喜欢  

如图 7-8-1，系统根据读者个人阅读浏览记录，为读者推荐相关资源； 

 

图 7-8-1 猜我喜欢 



 

 

 

八、排行榜 

8.1 资源排行榜 

每周更新一次，按资源访问量进行排名推荐；如图 8-1 

 

图 8-1 资源排行榜 

8.2 机构排行榜 

每周更新一次，按访问量进行排名推荐；如图 8-2 

 

图 8-2 机构排行榜 



 

 

 

8.3 读者排行榜 

每周更新一次，按读者在网站的访问量进行排名；如图 8-3 

 

图 8-3 读者排行榜 

九、新书推荐 

新书推荐模块，不定期进行更新，展示网站最新资源。如图 9-1； 

 

图 9-1 新书推荐 

十、机构知识库 

机构知识库网站入口，如图 10-1； 



 

 

 

 

图 10-1 机构知识库 

十一、 分部门户 

如图 11-1，以地图的形式展示国开分部分布情况，点击“分部门户”，进入分部门户列

表页； 

图 11-1 首页分部门户入口 

图 11-1 分部门户列表 



 

 

 

十二、 虚拟门户 

虚拟门户，从国开主站为分部门户创建分部门户网站，支持资源推荐，新闻动态，外购

资源库，以及分部特色资源发布与展示；如图 12-1，为样例：【宁波开放大学图书馆】。 

 

图 12-1 虚拟门户  



 

 

 

十三、 常见问题 

13.1 常见问题解答（FAQ） 

分为萌新入馆、资源概况、校外访问、总部借阅四个模块，支持常见问题检索。如图 13-

1-1； 

 

图 13-1 常见问题 

13.2 咨询服务 

常见问题页面，点击“点击查看更多咨询方式”，点击左侧 logo，进入咨询服务窗口； 

 

图 13-1 常见问题 



 

 

 

如图 13-2，输入问题，点击发送，即可获取相应问题答案；如果问题未被识别，将为您

推荐热门问题列表；您也可以点击右侧热点服务或快捷服务查看相关问题；或点击意见反馈

直接进入意见反馈页面；  

 

图 13-2 常见问题 

13.3 意见反馈  

常见问题页面，点击“点击查看更多咨询方式”，点击“我要提问”，进入意见反馈页面； 

 

图 13-3-1 我要提问 

输入问题概述，问题描述，点击提交即可；管理员答复后可在【我的问题】中查看；为

了更便捷的解决读者问题，在读者输入问题概述时，系统将自动匹配相关相似问题；如果读

者反馈的问题已有相同问题，点击问题标题即可查看；如未匹配到相同问题，则可以继续进

行意见反馈；如图 13-3-2 



 

 

 

图 13-3-2 意见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