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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页简介 

首先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系统地址，例如：“http://x.angke.net/nrms/nrms”，就可以

进入首页，如图 1-1 所示： 
 

图 1-1 艾思迈非书首页 

1.1 登录  

在进入本系统时会进行一次 IP 地址的隐形登录，并获得相应的权限。但有些资源的权

限要求比较高，需要注册用户登录才有权访问。 
点击首页左上角的请登录连接（如图 1-1）即打开登录框；如图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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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艾思迈非书登录窗口 

1.2 光盘请求 

在图 1-3 右上角有光盘请求链接，点击进入光盘请求页面。 

 
图 1-3 艾思迈非书光盘请求页 

根据系统参数设置的不同，分匿名请求和注册用户请求。若需要注册用户才可以请求

时，在正确填写信息后会弹出登录框类似于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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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设置只有注册用户才可以请求光盘的话，在 7 天内不可重复提交请求，否则会弹出

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光盘请求重复后的提示信息 

 

1.3 常见问题 

在首页右上角有一个常见问题链接，点击进入常见问题页面，该页面列出关于本系统

一些常见问题及解答，如图 1-5 所示： 

 
图 1-5 常见问题页 

 

1.4 在线提问 

若开放在线请求，会在首页右上角出现一个在线提问链接，点击后进入在线提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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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线提问只有注册用户登录后才能提问，如图 1-6 所示： 

 
图 1-6 在线提问 

未登录时提交问题，会弹出登录框，若重复提交会出现提示，如图 1-7 所示： 

 
图 1-7 重复提交问题提示信息 

1.5 区块介绍 

首页是由不同功能区块所组成，根据开启区块的不同略有不同，但大致如图 1-8 所

示：检索区、导航区、热门资源、热门分类、站内资源统计、常用软件下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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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艾思迈非书首页区块分布视图 

在导航或热门资源等所示的更多链接，会局部刷新出所选中类型的资源列表，如图 1-
9 及图 1-10 所示： 

 
图 1-9 资源列表——分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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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资源列表——列表式 
分别点击分栏或列表按钮可切换视图。 

2.全文检索及高级检索 

2.1 全文检索 

全文检索位于首页上方，默认选择全部，即全文检索。当用户指定检索类型后为精确

检索。另外，用户可选择高级检索做进一步检索。如图 2-1 所示。（注：图中输入框的语音

输入只在 chrome 浏览器生效） 

 
图 2-1 全文检索 

 
当用户输入检索关键词之后会出现自动提示，最多显示五个。如图 2-2 所示。 

 
图 2-2 全文检索——输入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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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精确检索 

当用户指定检索类型，便可选择需要检索的字段进行精确检索。如图 2-3 所示。 

 

图 2-3 精确检索 
 

2.3 高级检索 

在高级检索页，用户可以指定检索类型以及检索字段，并且可以添加或去除检索条

件。最多有三个检索条件，最少有一个。另外，用户可以指定检索年份。如图 2-4 所示。 

 

图 2-4 高级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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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热门检索词汇 

在首页检索框下面会有一行热门词汇（如图 2-5），可以点击更多查看。热门词汇页显

示检索最多的 100 个词汇，如图 2-6 所示： 

 
图 2-5 热门词汇 

 

 

图 2-6 热门词汇——查看更多 
 

2.5 检索结果 

检索结果页由两大部分组成，左边可以缩小检索范围，右边列出检索结果。用户可以

选择分栏式（图 2-7）或列表式（图 2-8）查看结果。如果用户没有上传资源封面图片，一

般为默认图片，且图片与资源所属类型相关联。用户可以点击图片或资源标题进入资源节

点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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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检索结果页——分栏式 

 

 
图 2-8 检索结果页——列表式 

 
默认资源检索结果按相关度排序，另外用户可以指定按出版年份排序。如图 2-9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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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检索结果页——资源的排序方式 

 
在检索结果页的右上部分，列出了用户的检索条件。用户可以点击“x”来去除相应的

检索条件。如图 2-10 所示： 

 
图 2-10 检索结果页——添加去除检索条件 

 
当用户检索的资源有很多种年份时，可以选择查看更多来缩小检索年份。用户可以选

择多个年份，点击确定进行进一步检索。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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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检索结果页——缩小检索年份范围 

 

3.资源在线 

点击任何一个资源链接，就会进入资源详细页，如图 3-1 所示： 

 
图 3-1 资源详细页 

对资源进行在线操作（如播放，阅读，下载等）时，若没有权限并且用户没有登录的

话会弹出登录框（图 1-2 所示）。若登录后还没有权限，则会显示下面的提示信息，如图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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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无权限时的提示信息 

3.1 随书光盘及其他光盘 

后缀名为 ISO 的光盘资源，提供在线预览和下载 2 种操作，如图 3-3，图 3-4： 

 
图 3-3 后缀为 ISO 的光盘列表 

 
图 3-4 光盘在线预览 

后缀名为 MDF 的光盘，只提供下载（如图 3-5）。下载此类光盘时，请务必将其 mds
索引文件一并下载。下载后将两个文件放在同一目录，用虚拟光驱打开 mds 文件即可查看

里面的内容。 

 
图 3-5 后缀名为 MDF的光盘列表 

3.2 文本 

文本提供在线阅读和下载两种操作，如图 3-6，图 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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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文本资源列表 

 

图 3-7 文本在线阅读 

3.3 视频 

视频资源提供在线播放和下载两种操作，如图 3-8，图 3-9 所示： 
 

 

图 3-8 视频资源列表 



非书资源管理系统使用手册 
 

 
图 3-9 视频在线播放 

3.4 音频 

视频资源提供在线播放和下载两种操作，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音频资源列表及在线播放 

3.5 图片 

图片类型的资源提供 2 种在线操作，在线浏览和下载，如图 3-11、图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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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图片资源列表 

 
图 3-12 图片在线浏览 

3.6 其他资源 

其他类型的资源只支持下载功能，如图 3-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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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其他类型资源列表 

3.7 资源下载 

所有类型的资源下载都是一样的，点击下载链接就可以弹出下载框，以火狐为例，如

图 3-14 所示： 

 
 

图 3-14 下载示例 
若文件不存在，则会弹出下面的提示信息，如图 3-15 所示： 

 
图 3-15 资源不存在时的提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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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后台使用手册 

首先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系统地址，例如：“http://160.255.0.239/admin/”，按提示输 
入 用 户 名 、 密 码 及 正 确 的 验 证 码 即 可 进 入 后 台 ， 如 图 所 示 ：



非书资源管理系统使用手册 
 

 

4.1 资源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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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解释关键词在首页的作用，如题名 PS 抠图秘技这本书 ，从首页打开到这本书即可看到相

关联的另一个书籍 ps 入门，它们有着相似的关键词：Photoshop CS5 (多个关键词请用"-"间隔) 

 

4.2 资源字段维护 

 

http://x.angke.net/nrms/nrms/site/node.html?rs_id=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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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请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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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平台 

5.1 首页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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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读者咨询 

6.1 读者提问 

 

6.2 常见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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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管理员管理 

7.1 用户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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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权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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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读者管理 

8.1 读者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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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读者组维护 

 

8.3 资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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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查询统计 

9.1 加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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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系统访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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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IP 访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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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关键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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