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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服务流程 1

为面向联盟成员单位的科研用户提供以国家农业图书馆馆藏图书为依托的

快速图书借阅及荐购服务，农业科技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以下简称联盟平台

或者平台）新增了图书借阅及图书荐购功能模块。 

图书借阅为用户提供国家农业图书馆西文图书资源的检索及在线借阅，并由

国家农业图书馆专职服务人员为用户提供 24 小时内的免费图书寄送服务。 

图书荐购以“你选书，我买单”的形式，在国家农业图书馆当前馆藏暂未涵

盖用户所需书目的情况下，开放用户对书目的线上推荐购买渠道。该服务可以为

国家农业图书馆书目集中采购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服务支持。 

联盟成员单位用户通过平台使用图书借阅及荐购服务的总体服务流程如下

图所示： 

 
图 1 图书借阅及荐购总体流程 

注：      表示需要通过条件判定来决定是否产生的操作； 

表示需要联盟平台系统外完成的操作。       

图书检索 

图书荐购 

图书借阅 

图书采购 

图书寄送 

馆藏查询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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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借阅流程 2

2.1 图书检索 

用户可通过网页端及移动端的一体化检索入口，选中图书资源，检索所需书

目，如检索与“cotton”相关的馆藏书目，点击进入联盟平台网页版及移动端，

进行书目检索的入口页面如下所示。 

 
图 2 网页版图书检索入口 

         
图 3 移动端图书借阅入口 

用户使用平台进行书目检索时，可选择命中字段包括：任意字段、题名、著

者、出版社、主题词、条形码、issn、isbn、索书号及中图分类号等。命中字段

切换按钮在检索框左侧，如下图所示。 

             

图 4 图书借阅命中字段选择 

点击右侧“搜索”按钮之后，用户可在检索结果页面查看检索到的馆藏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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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筛选需要借阅的书籍。 

        
图 5 网页版及移动端检索结果页面 

2.2 图书借阅 

用户通过书目检索筛选出需要借阅的书目，可以通过点击列表页或者详情页

该条目下方的“申请借阅”按钮，完成对该本期刊借阅申请的提交。 

        
图 6 网页端及移动端列表页图书借阅 

      
图 7  网页端及移动端详情页图书借阅 



 全球农业大数据与信息服务联盟                     图书借阅及图书荐购用户使用手册 

借阅书目可被批量加入购物车，用户可进入购物车页面，点击页面下方的“确

认订单”按钮完成借阅图书申请的最终提交。购物车中书目借阅提交页面如下图

所示。 

    
图 8 网页端图书借阅订单提交 

移动端则为用户提供图书借阅申请一键下单的服务，用户可通过点击结果列

表页及图书详情页的“借阅”按钮，完成图书借阅申请的一键提交。 

 
图 9 移动端图书借阅申请提交 

点击“确认订单”提交图书借阅申请后，订单将发送至图书借阅管理后台，

由国家农业图书馆专职服务人员为用户查找该本书籍并提供 24小时内的寄送服

务，订单成功提交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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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订单提交成功页面 

如当前馆藏系统显示上图中“借阅”按钮为可点击的状态，则点击“借阅”

按钮之后，即可将书目添加进入购物车中，如馆藏系统中显示该书已全部借出，

则“借阅”按钮处将显示为“借书量已上限”，用户暂时无法借阅该书，可改借

阅其他相关书籍或等候一段时间后再借阅。 

 
图 11 图书已借出页面 

2.3 图书寄送 

用户的图书借阅订单成功提交后，国家农业图书馆专职服务人员即可在后台

接收到图书借阅请求通知，并尽快开始为用户准备所需书籍。如服务人员可以顺

利帮助用户找到该本图书并为用户安排了快递寄送后，平台会第一时间为用户发

送平台消息及短信通知。通知内容如下图所示： 

 
图 12 图书借阅成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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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所借阅书籍因为该书暂无馆藏或其他原因导致该书籍无法及时为用

户提供，则平台会及时为用户发送平台消息及短信消息，图书借阅失败通知的页

面如下所示： 

 
图 13 图书借阅失败通知页面 

2.4 图书归还 

     用户需要归还借阅书籍时，按照订单提交页面的收件地址，将书籍寄回即

可。书籍寄回地址如下：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号中国农科院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部  

邮编：100081  

收件人：文献信息服务部 

电话：010-82105217，13691001317 

2.5 黑名单 

如用户因还书逾期或恶意损坏书籍等原因，被平台服务人员拉入黑名单，则

暂时无法使用平台的图书借阅服务。黑名单用户提交图书借阅申请时，页面如下： 

 
图 14 黑名单用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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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荐购流程 3

3.1 图书荐购入口 

图书荐购以“你选书，我买单”的形式为用户提供国家农业图书馆馆藏暂未

覆盖的书目推荐，该服务入口有如下两处。 

入口 1：用户可通过平台网页版首页及检索页面的图书检索框的后面，点击

“你选书，我买单”按钮，即可进入图书荐购信息填写页面；移动端用户则可以

通过点击个人中心的“你选书，我买单”功能按钮进入图书荐购信息填写页面。

用户填写所推荐书籍的书名、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份及 ISBN 等信息，点击页

面下方的“提交”之后即可完成该篇书籍荐购信息的提交。 

       

      
图 15 网页端及移动端图书荐购入口 1 

入口 2：当用户所检索的图书当前馆藏范围未覆盖时，则图书检索结果页面

下方会给出图书荐购的入口页面，用户可以直接提交所需书籍的基本信息提交图

书荐购申请。该种入口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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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网页端及移动端图书荐购入口 2 

3.2 荐购结果提醒 

当国家农业图书馆服务人员在后台收到用户提交的图书荐购申请后，会尽快

开始确认该图书是否可以纳入下次图书采购范围，并为用户做出该申请是否可以

通过的系统消息。如该图书成功被纳入图书馆采购计划，用户系统消息页面如下

所示。 

 
图 17 荐购成功通知 

如该图书暂无法被成功纳入图书馆采购计划，用户系统消息页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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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荐购失败通知 

 图书借阅规则 4

4.1 书籍数量及时长 

根据国家农业图书馆的图书借阅管理规定，用户图书借阅管理制度如下： 

 单个用户可同时借阅书籍上限为 2 本； 

 单本书最长借阅时限为 30 天，紧急催还书籍的最长借阅时限为 15 天，

另外设置 7 天的延长缓冲期，用以完成图书的快递寄送等流程。 

4.2 图书可借阅范围 

建议方案：1967 年后的西文图书，工具书除外。 

另，馆藏部分外文图书经过 NSTL 数据加工，用于实时文献传递。如用户所

借图书包含这类图书，借阅期间需配合文献传递工作。文献传递服务人员如有

需求将联系用户，请保持联系方式畅通，及时提供所需页面的复印件或影像。 

4.3 自动催还 

用户借阅图书达到 30 天尚未归还时，系统将自动发送提醒短信，如仍未归

还则每 2 天发送一条短信提醒。 

针对需要紧急催还的书籍，系统将从 15 天起开始自动发送提醒短信，在未

产生返还快递单号之前其后的每 2 天发送一条短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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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用户异常管理 

4.4.1 逾期未还 

（1）滞纳金：逾期未还图书将按每本 10 元/天收取滞纳金。 

（2）黑名单：有逾期未还书状态的用户将加入黑名单，1 年之内不能继续

借阅图书。 

4.4.2 图书损坏 

（1）图书中有页面撕坏、涂抹等影响该页阅读的，按 10 元/页赔偿。 

（2）图书严重损坏，导致无法继续使用的，则按整本书价格赔偿，并加入

黑名单，不能继续借阅图书。 

4.4.3 图书丢失 

（1）西文图书：按原价 10 倍赔偿；成套多卷图书：遗失其中 1 册或数册，

按整套价格予以赔偿；1980 年前出版的外文图书重新估价后（按物价上涨水平

计算），按估价的 10 倍赔偿。 

（2）黑名单：有图书丢失的用户将加入黑名单，不能继续借阅图书。 

 图书荐购规则 5

由于荐购图书也是馆藏图书，国家农业图书馆作为农业专业类研究型图书馆，

馆藏学科特色明显，馆藏文献要服务于农业科研、生产及教育的需要，为此，对

荐购图书作如下要求。 

5.1 荐购图书要求 

1. 印刷型西文图书； 

2. 农业科技及相关学科的西文学术专著、编著； 

3. 农业科学领域的西文研究生教材； 

4. 农业、农经类的西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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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荐购图书学科领域 

D（政治法律）：中国政治、农业相关的法律方向为主 

F（经济）：以农业经济和贸易方向为主 

K（历史地理）：农业领域相关历史、中国地理方向为主 

P（地球科学）：土壤、植物、森林、水体与气候间相互影响及自然地理方向

为主 

Q（生物科学）：全学科                    

R（医学）：营养学、免疫学、病毒学、中药学或药学方向为主 

S（农业科学）：全学科 

TP（计算机技术）：农业信息技术方向为主 

TQ（化学工业）：化学肥料、农药工业方向为主 

TS2（食品工业）：全学科 

TV（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工程方向为主 

X（环境科学）：水、土壤、农业废弃物、农用化合物等的污染及防治方向为

主 

 服务时间 6

遵循国家农业图书馆现有工作制度，工作人员服务响应时间如下： 

工作日 9:00AM---5:00PM，节假日和周末除外。 

 联系方式 7

服务联系：国家农业图书馆 张老师 010-82105298 

          国家农业图书馆 岳老师 010-82105217 

          国家农业图书馆 王老师 010-82106769 

技术支持：国家农业图书馆 张老师 010-82106260 

          国家农业图书馆 王老师 010-8210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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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农业大数据与信息服务联盟 

联盟工作组 

联系电话：张老师 010-82105298 

技术支持：张老师 010-82106260 

联系邮箱：lmservice@caa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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