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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老电影知识库功能说明

一、首页总览

图 1-1 首页图片预览

1.1. 导航栏

图 1.1-1 导航栏总览

该栏显示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LOGO，导航，登录，注册，帮助手册，中英文切

换等按钮。

说明：LOGO 可进行点击，跳转到首页。



图 1.1-2 首页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LOGO

图 1.1-3 首页导航

图 1.1-4 登录、注册、帮助手册

图 1.1-5 中英文切换

1.2. 搜索框

搜索框分为简单搜索和高级搜索，点击输入框内的放大镜为简单搜索，

放大镜旁边文字为高级搜索，可以在输入框内输入 电影名／演员／导演／

编剧／年份 等等，输入框右下角为单选框，根据你需要搜索的内容，进行

选择，搜索时会跳转不同的页面，如：选择电影，搜索时会进入电影页面，

搜索你需要查找的电影（说明：单选框默认选中电影）。

图 1.2-1 首页搜索栏

1.3. 图片区域

图片区域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电影海报--电影发行海报



图 1.3-1 电影海报示例

第二部分：影人照片--演员的照片

图 1.3-2 影人照片

第三部分：影戏院地图--影戏院地图坐标



图 1.3-3 影戏院地图坐标

1.4. 视频轮播图

点击播放按钮，可以进行视频播放

图 1.4-1 首页底部视频轮播图示例

1.5. 版权声明

图 1.5-1 版权声明

二、电影页面

2.1. 电影搜索页

2.1.1. 简单搜索

键入电影的 电影名、演员、导演、编剧、年份 即可快速进行电影搜索。



图 2.1.1-1 电影页面简单搜索栏

2.1.2. 高级搜索

高级检索提供更多的检索字段组合精准检索，如电影名、演员、导

演、编剧、发布时间、类型。

图 2.1.2-1 电影页面高级搜索栏

2.1.3. 电影分面

电影分面包含年份、导演、编剧、演员以及所对应的数量，不同的

分面点击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搜索。如点击年份，则搜索当前年份的所有

电影。

说明：分面默认每个栏显示 5条数据，点击查看更多显示更多数据。



图 2.1.3-1 电影页面分面示例

2.1.4. 搜索结果

该栏显示检索的电影信息，如查找到结果数量、电影名、导演、编

剧、演员、类型等，点击电影名可进入该电影详情页。



图 2.1.4-1 电影页面搜索结果示例

2.2. 电影详情页

2.2.1. 电影信息

该栏显示电影相关信息资料，如发行日期、导演、编剧、演员、电

影类型等。



图 2.2.1-1 电影详情页相关信息示例

2.2.2. 电影相关照片

该栏显示电影相关的一些照片，可点击

图 2.2.2-1 电影详情页面电影相关照片示例



2.2.3. 电影相关视频和音频

该栏显示电影相关的视频和音频，点击视频和音频标题可进行播放

图 2.2.3-1 电影详情页面视频和音频示例

三、影人页面

3.1. 影人搜索页

3.1.1. 简单搜索

键入人物的 人名、生辰、忌辰 即可快速进行人物搜索。

图 3.1.1-1 影人页面简单搜索

3.1.2. 高级搜索

高级检索提供更多的检索字段组合精准检索，如姓名、生卒年、异

名、国籍、籍贯、职衔。



图 3.1.2-1 影人页面高级检索

3.1.3. 影人分面

影人分面包含姓氏(首字母)、出生年、籍貫以及所对应的数量，不

同的分面点击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搜索。如点击姓氏(首字母)，则搜索当前

姓氏(首字母)开头的所有人物。

说明：分面默认每个栏显示 5条数据，点击查看更多显示更多数据。



图 3.1.3-1 影人页面分面示例

3.1.4. 搜索结果

该栏显示排序功能及检索的人物信息，如查找到结果数量、简介等，点

击人物名字可进入该人物详情页。

说明 1：
排序方式分为：1.相关性；2.姓名；3.出生年。

说明 2：
相关性：表示当前人物相关作品数量；

姓名：以姓氏首字母排序。

说明 3：
默认按照相关性倒序排序。



图 3.1.4-1 影人页面排序

图 3.1.4-2 影人页面搜索结果示例



3.2. 影人详情页

3.2.1. 头像和人物信息

图 3.2.1-1 影人详情页面人物头像和信息介绍示例

3.2.2. 相关电影

该栏显示人物相关的电影信息，如电影名、导演、编剧、演员、类型等等，点击电

影名可进入该电影详情页

说明：电影的导演、编剧、演员、类型等，只有前 3 部显示



图 3.2.2-1 影人详情页面当前人物相关电影示例

3.2.3. 相关照片

该栏显示人物的相关照片，可进行点击



图 3.2.3-1 影人详情页当前人物相关照片示例

3.2.4. 相关视频和音频

该栏显示人物相关的视频和音频，点击视频和音频标题可进行播放

图 3.2.4-1 影人详情页人物相关视频和音频示例

3.2.5. 相关期刊

该栏显示人物相关的期刊信息以及期刊篇章全文图标，点击期刊篇章全文图标



可查看全文

图 3.2.5-1 影人详情页人物相关期刊示例

四、影戏院页面

4.1. 影戏院搜索页

4.1.1. 简单搜索

键入影戏院的 剧院名称 即可快速进行剧院搜索。

图 4.1.1-1 影戏院页面简单搜索

4.1.2. 搜索结果

该栏显示检索的剧院照片及剧院信息，如查找到结果数量、剧院名、

别称、人物、电影、戏剧演出、机构、简介等，点击剧院名可进入该剧

院详情页



图 4.1.2-1 影戏院页面搜索结果示例

4.2. 影戏院详情页

4.2.1. 剧院介绍

该栏显示剧院简介、剧院地图坐标及地址

图 4.2.1-1 影戏院详情页面剧院简介示例

4.2.2. 相关信息

该栏显示剧院相关的信息，如别名、人物、戏剧演出、机构等等

图 4.2.2-1 影戏院剧院相关信息示例



4.2.3. 相关照片

该栏显示剧院的相关照片，可进行点击

图 4.2.3-1 影戏院详情页面剧院相关照片示例

4.2.4. 相关事件

该栏显示剧院相关的历史事件



图 4.2.4-1 影戏院详情页面剧院相关事件示例

五、电影期刊页面

5.1. 电影期刊搜索页

电影期刊搜索页分为两部分：刊页面和篇页面。分别由两个按钮点击实现切换:

图 5.1-1 刊、篇页面切换按钮

5.1.1. 刊页面

5.1.1.1. 简单搜索

键入期刊的 期刊题名、发刊日期、终刊日期、副题名 即可快

速进行期刊搜索。



图 5.1.1.1-1 电影期刊中刊页面简单搜索

5.1.1.2. 高级搜索

高级检索提供更多的检索字段组合精准检索，如题名、发刊年、

发刊周期。

图 5.1.1.2-1 电影期刊中刊页面高级检索

5.1.1.3. 刊页面分面

刊分面包含发刊年、发刊周期以及所对应的数量，不同的分面

点击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搜索。如点击发刊年，则搜索当前发刊年的

所有期刊。

说明：分面默认每个栏显示 5 条数据，点击查看更多可显示更多数

据。



图 5.1.1.3-1 刊分面示例

5.1.1.4. 搜索结果

该栏显示检索的期刊信息，如查找到结果数量、期刊名、发刊

日期、发刊周期、期刊篇章数量等，点击期刊名可进入该期刊详情

页。



图 5.1.1.4-1 刊搜索结果示例

5.1.2. 篇页面

5.1.2.1. 简单搜索

键入篇章的 期刊题名、篇章名、责任者、捐赠者 即可快速进

行篇章搜索。

图 5.1.2.1-1 电影期刊中篇页面简单搜索

5.1.2.2. 高级搜索

高级检索提供更多的检索字段组合精准检索，如期刊题名、篇

章名、责任者、捐赠者。



图 5.1.2.2-1 电影期刊中篇页面高级搜索

5.1.2.3. 篇页面分面

篇分面包含期刊、责任者、是否全文以及所对应的数量，不同

的分面点击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搜索。如点击期刊，则搜索当前期刊

下的所有篇章。

说明：分面默认每个栏显示 5 条数据，点击查看更多可显示更多数

据。

图 5.1.2.3-1 篇分面示例



5.1.2.4. 搜索结果

该栏显示检索的篇章信息，如查找到结果数量、篇章名、期刊

题名、责任者、卷期、索取号、来源、全文图标等，点击期刊题名

可进入该期刊详情页，点击全文图标可查看全文（注：查看全文需

要登录权限）。

图 5.1.2.4-1 篇页面搜索结果示例

5.2. 电影期刊详情页

5.2.1. 期刊介绍和照片

该栏是针对期刊的介绍，及期刊发刊照片



图 5.2.1-1 期刊详情介绍和照片示例

5.2.2. 期刊信息

该栏显示期刊的信息，如发刊周期、发刊日期、终刊日期、发刊词等

图 5.2.2-1 期刊信息示例

5.2.3. 期刊篇章

该栏是根据发刊年份及卷期显示相对应的篇章，篇章可以进行检索



图 5.2.3-1 期刊篇章示例

六、多媒体资源

6.1. 照片

6.1.1. 简单搜索

键入照片的 人物、照片类型、出版日期、电影、发布者、其他责任

者 即可快速进行照片搜索。

图 6.1.1-1 照片页面简单搜索

6.1.2. 高级搜索

高级检索提供更多的检索字段组合精准检索，如类型、出版日期、

发布者、其他责任者。



图 6.1.2-1 照片页面高级搜索

6.1.3. 照片分面

照片分面包含类型、人物、出版日期以及所对应的数量，不同的分

面点击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搜索。如点击类型，则搜索当前类型的所有照

片。

说明：分面默认每个栏显示 5条数据，点击查看更多显示更多数据。



图 6.1.3-1 照片页面分面示例

6.1.4. 搜索结果

该栏显示检索的照片和照片信息，如查找到结果数量、出版日期、

类型、相关的人物、电影、发布者、其他责任者等，点击人物名可进入

该人物详情页，另照片可进行点击查看大图。



图 6.1.4-1 照片页面搜索结果示例

6.2. 音频

6.2.1. 简单搜索

键入音频的 音乐名、相关的电影 即可快速进行音频搜索。

图 6.2.1-1 音频页面简单搜索

6.2.2. 高级搜索

高级检索提供更多的检索字段组合精准检索，如音乐名、电影。

图 6.2.2-1 音频页面高级搜索



6.2.3. 搜索结果

该栏显示检索的音频信息，如查找到结果数量、音乐名、相关的电

影等，点击电影名可进入该电影详情页，点击播放图标可播放音频。

图 6.2.3-1 音频页面搜索结果示例

6.3. 视频

6.3.1. 简单搜索

键入视频的 视频名称、视频类型、人物 即可快速进行视频搜索。

图 6.3.1-1 视频页面简单搜索

6.3.2. 高级搜索

高级检索提供更多的检索字段组合精准检索，如名称、类型、人物。

图 6.3.2-1 视频页面高级搜索

6.3.3. 视频分面

视频分面包含类型、人物以及所对应的数量，不同的分面点击可以

进行针对性的搜索。如点击类型，则搜索当前类型的所有视频。



说明：分面默认每个栏显示 5条数据，点击查看更多显示更多数据。

图 6.3.3-1 视频页面分面示例

6.3.4. 搜索结果

该栏显示检索的视频信息，如查找到结果数量、名称、类型、相关

的人物等，点击人物名可进入该人物详情页，点击播放图标可播放视频。

图 6.3.4-1 视频页面搜索结果示例



6.4. 纪录片

6.4.1. 纪录片列表

该栏显示所有的相关纪录片信息以及纪录片总数量，如相关照片、纪录片名称、

主题、集数、时长等，点击播放图标或记录片照片可进行播放。

图 6.4.1-1 纪录片页面纪录片列表信息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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