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馆长寄语

亲爱的 2022级新生：

欢迎大家来到合肥工业大学读书、研学，明德立身！

合肥工业大学图书馆围绕我校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型高水平大

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秉承“以人为本，读者第一，服务创新”的办

馆理念，不断求索创新，加强文献资源建设与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经过

70多年的发展，现有纸质图书 360.12万册，电子图书 544.38万册，订购

中外文单体数据库 87个，数据库总量达 180余个。形成了以工科类文献

为重点，包含丰富文献类型和载体形式的综合性馆藏体系。

作为学校重要的文献资源中心、读者学习中心与文化交流中心，我们

始终致力于提供优质的借阅服务、信息服务、学科服务、共享空间服务。

无论窗外是花开蝉鸣，还是落叶冬雪，这里都能为您提供一方舒适静谧的

阅读、思考、交流之处。希望同学们在校期间常来图书馆研习阅读，望鹄

立志。斛兵塘畔、励人湖旁，我们用书香与您相约！

“一本新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

的海洋。”愿同学们自信而笃定，从容且真实，奋斗、追梦、圆梦！

图书馆馆长：田杰

2022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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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简介

合肥工业大学图书馆创建于 1945年，一贯秉承“厚德、笃学、崇实、

尚新”的校训，本着“以人为本、读者第一、服务创新”的办馆理念，紧

密围绕将学校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

发展战略，以丰富的文献馆藏、高素质的馆员队伍、强大的服务能力、优

质的服务水准，支持学校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

化传承、社会服务、国际

交流与合作，建设成与学

校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有

特色的、现代化的服务与

研究并重型图书馆。积极

探索建设、改革和发展的

新路径，根据学校教学、

科研、学科学位建设发展

对文献信息资源和图书馆服务的需求，以多学科办学、突出办学特色为资

源建设依据，按照文献数字化、管理信息化、馆藏丰富化、使用高效化和

服务优质化的建设标准，推进数字化图书馆建设，现已成为合肥工业大学

的文献信息中心和学校信息化、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基地。

图书馆现有馆舍建筑总面积 4.5万平方米，其中屯溪路校区馆 1.56万

平方米，翡翠湖校区馆 2.94万平方米；共设置了 12个中文书库、1 个外

文书库、1个密集书库；2个电子阅览室；阅览座位 3100余席。

至 2021年 10月，馆藏纸质图书 360.12万册，电子图书 544.38万册，

订购中外文单体数据库 87个，数据库总量达 180余个。经过多年的建设

与发展，我馆已逐步形成以工科类文献为重点，其他各类学科文献协调发

展，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文献相互补充的多类型、多载体的文献馆藏体系。

图书馆每周对读者开放近百小时，电子文献实现 7*24 小时全天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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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图书馆已搭建基于 RFID技术的读者自助借还、阅览座位预约、报刊

机器阅读、瀑布流、朗读亭等信息化服务平台。读者可以通过校园网、在

校外通过校园 webvpn 平台等无障碍利用馆藏文献；可以使用手机、ipad

等移动终端下载“超星移动图书馆”APP即时阅读电子文献；可以关注图

书馆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获取最新资讯，或与图书馆在线互动；可以通过

CASHL、超星发现等平台进行文献检索与全文传递，实现了海量文献的在

线共享与利用。

近年来，图书馆开展

了书刊借阅、科技查新、

文献检索、信息咨询、学

科服务、馆际互借、文献

传递、信息检索、课程教

学等多项读者服务工作，

积极通过读者培训、阅读

推广等方式升级传统服

务，努力构建以文献计量

与知识情报为基础的学术

咨询、学科服务、智慧图书馆、知识情报分析等新型服务体系，以丰富的

文献资源和多载体的文献服务，为学校培养德才兼备、能力卓越，自觉服

务国家的骨干与领军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图书馆！这里是知识的殿堂，是学习的第二

课堂，是成长、成才、圆梦的地方，希望图书馆能成为您最亲密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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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库室分布

屯溪路校区东楼 屯溪路校区西楼

一楼：信息咨询与学科服务部、采编部 一楼：社科借阅书库、自修室

二楼：科图法中文书库（一层为过刊阅

览室）、科技查新部

二楼：总服务台、社科借阅书库、教材教参

阅览室、自修室

三楼：外文书库、综合部、培训教室 三楼：文学类借阅书库、自修室

四楼：电子阅览室、主题借阅空间、研修间、

自修室、信息化建设部（夹层）

五楼：自科借阅书库、自修室、流通部

六楼：自科借阅书库、自修室

翡翠湖校区馆 A区 翡翠湖校区馆 B区 翡翠湖校区馆 C区

一楼：自修室

一楼：总服务台、校友著作展

厅、图书漂流站、信息咨询与

学科服务部、综合部、科技查

新部、培训教室

一楼：休闲阅读区

二楼：社科借阅书库 二楼：密集书库、自修室

二楼：主题借阅空间

三楼：自科借阅书库、流

通阅览部

三楼：科图法中文书库、教材

教参阅览室

四楼：中外文过刊阅览室 四楼：电子阅览室、信息化建

设部

五楼：自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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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开放时间

屯溪路校区馆 翡翠湖校区馆

西楼总服务台

周一至周日：8:00-22:00

总服务台

周一至周日：8:10-21:50

西楼一楼、五楼、六楼书库

教材教参阅览室、主题借阅空间

电子阅览室

周一至周日：8:00-22:00

中图法书库、科图法书库

教材教参阅览室、电子阅览室

周一至周日：8:10-21:50
西楼二楼书库

周一至周日：7:30-22:30

西楼三楼书库

周一至周日：7:30-22:00

主题借阅空间

周一至周日：8:10-21:50

东楼科图法中文书库、过刊阅览室

周一至周六：8:00-12:00；

13:00-17:40（夏令）、13:00-17:10（冬令）

东楼外文书库

周一至周五：8:00-11:45；

14:30-17:45（夏令）、14:00-17:15（冬令）

注：屯溪路校区特藏书库与翡翠湖校区过刊阅览室、密集书库须预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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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文献借阅权限一览表

读者

类型

借阅

数量

借阅

期限

续借

次数

续借期

（天）

预约、委托

数量
逾期罚款

在籍

学生
40册 60天 1次 30天 3册 0.1元/册﹒天

注：文艺类图书不可续借。

读者入馆须知

1．图书馆为全校师生员工提供各类文献的外借、阅览、咨询、远程

访问等各项服务。具体内容及管理制度公布于图书馆主页和馆内相应位

置，读者在使用图书馆前应详细阅读并严格遵守。如有疑难问题，可向工

作人员咨询。

2．读者请持本人校园卡在图书馆门禁系统入口刷卡入馆，严禁使用

他人证件。新生需通过图书馆“入馆测试系统”测试后，方可开通图书馆

的图书借阅权限。

3．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违禁物品入馆，请勿携带食物、饮料、水

果等进馆食用（翡翠湖校区一楼 C区休闲阅读区除外）。

4．读者入馆后请保持安静，禁止喧哗，请将通讯设备调至静音状态。

5．读者入馆应讲究文明礼貌，衣着整齐，请勿穿拖鞋、背心入馆。

6. 读者在馆内请勿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等垃圾；请勿吸烟、使用明火；

文明自习，请勿占座，占座物品如有遗失和损坏，由读者自负。

7．爱护馆藏文献，请勿涂画、污损、撕裁馆藏文献，未办理借阅手

续请勿携带馆藏文献出馆；保护公共设施，请勿在墙壁、门窗、桌椅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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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乱画。

8．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服务内容、借阅规则等在特别情形下会有临

时变动，请随时关注图书馆张贴、图书馆主页公告栏、微博、微信公众号

的通知。

读者借阅须知

1．“校园一卡通”是读者在图书馆借阅图书的有效证件，仅限本人使

用，不得转借他人。借书前请先查询本人的借阅情况，如有借阅册数已满、

图书逾期、欠款未缴等情况，则需先处理完毕方可借书。借书时，应注意

归还日期，按时归还，以免超期。

2．读者要查询自己的借阅情况及其它个人信息，可登录合肥工业大

学图书馆主页“我的图书馆”，或绑定微信公众号和移动图书馆进行查询。

用户名为本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X需大写）。

3．读者办理借还书手续时，请当场核对自助借还机或工作台上计算

机屏幕显示的信息；如不核对，造成差错由本人负责。

4．读者所借图书到期时若逢法定假日，则自动顺延借期到节假日后 1

天。寒暑假期间到期的图书，自动顺延到开学后一周内归还，超过 1周，

按逾期处理。

5．本馆所藏图书中无可借阅时可以办理图书预约；图书到期前一周

内可以办理续借手续；所在馆藏地没有可借图书而另一馆藏地有可借图书

时，可以办理委托借阅（详细办理流程附后）。

6.读者可通过“我的图书馆”的“证件信息”中验证 E-mail；在“短

信服务”中添加手机号，以实现预约、委托到书、图书到期等提醒和密码

重置等功能。

7．过刊库实行预约服务，过刊文献仅供读者阅览和复印，概不外借。

读者需复印时，办理临时外借手续，抵押本人“校园一卡通”，复印后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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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归还。

8．特藏书库读者对象为我校教师、研究生等，其他读者如有特殊需

求经馆领导批准后，方可入室阅览。特藏书库文献仅供读者阅览或抄录，

概不外借和复印；读者查好文献目录后由工作人员帮助查找书籍，不得自

行入库查找。

读者违章及其处罚规定

一、借书逾期

1．中外文图书每册逾期罚款 0.1元/册﹒天，逾期罚款上限为图书价

格的 3倍。

2．所借图书在寒、暑假及国家法定节假日前到期的，应在假期前归

还。未按时归还的，假期时间也将计算在逾期天数中。

3．读者到外地出差、实习或其他特殊情况，未能按期归还所借图书，

由所在院系出具书面证明方可免交逾期罚款。

二、图书遗失

1．读者丢失图书，应在图书馆总服务台申明赔偿。图书逾期的需交

逾期罚款，并承担赔偿责任。

2．丢失中文图书，按图书价格的 3-10倍罚款或者购买同样图书（书

名、作者、出版社相同，同版本或更高版本），并缴纳 10元/册图书加工费。

3．丢失字词典、手册、珍本、外文原版图书，按图书价格 5倍赔偿。

4．丢失当年连续出版物中的一期，按全年各期价格之和的 2倍赔偿。

5．读者遗失书刊赔款后，1个月内找回原书刊，赔款可退还本人。

三、偷盗书刊

读者偷盗书刊，按书刊价格的 10 倍罚款、停止借阅权 1 年，并通报

学校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四、其他违纪违规行为

1．禁止下列行为：穿背心、拖鞋入馆；大声喧哗、吹口哨或制造其

它噪音；随意挪动阅览桌椅、乱扔杂物、吃食物、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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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为造成公共设施损坏，须负责赔偿一切经济损失。

3．在馆内公物、设备、墙壁等上面刻、划、涂抹等，须负责赔偿由

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4．有偷窃公物及他人物品、故意破坏公共设施、打架斗殴等违法行

为的，送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电子阅览室上机须知

1．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提供免费上机服务。请保持室内安静和环境整

洁，请将通讯设备调至静音状态。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和其他与上机

无关的物品进入电子阅览室，贵重物品请读者妥善保管。严禁吸烟！

2．读者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

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浏览不健康网站和内容，不发布有损国家、

学校或他人形象的言论和信息，不得进行与学习无关的活动。

3．请自觉爱护各种设备，严禁乱动和损害公共设施。不得随意对计

算机软件、硬件进行加密和解密操作。有疑难问题请向值班工作人员咨询。

机器出现故障时请及时报告工作人员，严禁自行处理。如有故意损坏设施

者，图书馆将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4．请勿在计算机上存放个人文件。

图书馆自修室管理规定

1．自修室是提供给我校在籍读者自主学习的公共场所，全年（春节

法定假期除外）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以官方通知为准。

2．读者可通过网上预约或入馆后在座位选座机上选择图书馆自修室

座位，按照已选的座位号对号入座。

3．读者进入自修室内请维护公共秩序，保持室内安静，禁止喧哗，

请将通讯设备调至静音状态。

4．请保持室内卫生，禁止带食物、饮料入内食用，禁止随地吐痰、

乱扔纸屑等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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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自习时自觉带走所有物品，养成“人走座空、不占座位”的良

好习惯。图书馆将不定期对自修室内占座物品、书籍集中收缴，如因此造

成物品遗失或损坏，图书馆概不负责。

6．爱护室内公共设施，合理使用空调。气温在 28℃以下、10℃以上

请不要打开空调，空调打开时请设置在 26℃，并关闭窗户。人为造成室内

公共设施损坏，视情节给予处罚。

图书馆主页

新媒体下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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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书目系统“我的图书馆”

首次登录后必须修改成 13 位以上新密码，新密码必须包括数字、字

母和符号等。登录后通过“修改信息”完善个人信息，添加有效手机号和

E-mail，以方便日后图书到期提醒、预约、委托借阅图书到馆的提醒服务。

修改后如忘记密码，可携带校园一卡通到图书馆总服务台办理密码重

置或通过“我的图书馆”中验证的 E-mail自行重置密码。

特别注明：“我的图书馆”亦可通过合肥工业大学主页，以个人 ID登录“信

息门户”，点击“图书管理系统”直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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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主页“学生专区”
图书馆主页依据读者类型设立了不同读者版块：学生专区、教师专区

及访客专区。其中“学生专区”把同学们最关注的相关事宜整合在一起，

方便同学们一站式了解与利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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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馆测试

本科生和研究生新生均需要通过图书馆入馆测试才能开通校园一卡

通的图书借阅权限。入馆测试系统无限期开放，考试不限次数，80分及以

上为合格，通过考试后立即开通校园一卡通图书借阅权限。

入馆测试系统校园网内直接访问，校外网络请使用 webvpn.hfut.edu.cn
登陆图书馆主页，进入入馆测试系统。登录用户名为学号，默认密码为身

份证后六位（末尾 X需大写）。

一、电脑端测试：

1、图书馆主页—常用链接—服务—入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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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后工具栏显示有“在线学习”和“在线考试”，必须学习满 10

分钟后才能参加测试。

3、学习完成后就可以参加“在线考试”，考试分为“普通考试”和“模

拟考试”，可以先进行“模拟考试”进行练习和学习，再参加“普通考试”

（即正式考试）。

特别提示：只有参加了“普通考试”合格后才会开通图书借阅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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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卷后，系统会显示得分，80分及以上系统显示测试通过，自动

开通校园卡的图书借阅权限；如显示未通过，则必须重新进行测试，直至

通过为止。考试不限次数。

二、移动端测试。所有规则同 PC电脑端。

微信扫码进入系统：

1、在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

证后六位（末尾 X需大写），在线学习满 10分钟即可参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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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参加学习就进入“在线考试”只显示模拟试题，同时会提示“去

学习”，学习时满后才会出现“普通考试”，可以参加正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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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纸本图书的查找与借还

馆藏书目检索系统是揭示与查找馆藏文献的工具。读者对馆藏图书的

查询与借阅，可以登录图书馆主页，利用馆藏书目检索系统快速检索栏或

登录到“我的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从题名、主题词、责任者、索书号、

出版社等字段查找图书馆收藏书刊的详细信息。

★ 查询：读者可以在联网电脑上，通过图书馆主页的馆藏书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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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查询具体图书的索书号、馆藏地和书刊状态。

★ 借书：本馆实行开架借阅，读者可以自行入库选书。选好图书 →
自助借还机读卡 →扫描书籍条形码消磁 → 携书离开。

★ 还书：使用自助借还机，放入图书 →查看屏幕还书成功 →放入

书车离开。

实例：检索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

第一步：利用馆藏书目检索系统的“题名”字段，获得此书馆藏信息

（索书号、馆藏地、书刊状态）；

第二步：根据索书号 I247.57/577-1=2，到相应馆藏地获取图书；

第三步：在馆内自助借还机处办理借阅手续，完成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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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纸本图书续借

如需延长所借图书期限可以使用图书续借功能。登陆“我的图书馆”，

点击“当前借阅”，在需要续借的图书后面点“续借”按钮，直接办理网

上续借，刷新界面后还书日期更新说明续借成功；如续借不成功系统也会

给出续借失败的理由。

特别说明：图书只能在到期日前 7天内办理续借，可续借 1次，期限

30天。文艺类图书、已过期或被他人预约的图书不可续借。

馆藏纸本图书预约

所需的图书在所对应的馆藏地均处于“借出”状态时，可使用图书预

约功能，预约图书时请正确选择取书地点。关注“我的图书馆”中的“预

约信息”，若显示“已到书”，或者收到预约图书到馆的 E-mail、手机短信

后，请携带校园一卡通在总服务台办理借阅、取书手续。预约图书到馆后

保留 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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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纸本图书委托借阅

图书馆提供合肥两校区的图书委托借阅服务，每次委托最多 3册。每

日申请 14：00截至，3个工作日之内送达，周末暂停委托服务。申请正式

生效前，读者可以在“我的图书馆”的“委托信息”中取消委托申请，委

托成功，逾期 2次者，暂停委托借阅权限 3个月。读者存在图书超期、超

期罚款等违章记录，无法委托借阅图书，请在办理借阅手续前处理好相关

违章处理。

委托借阅流程：

1、登录“我的图书馆”，在“证件信息”中添加 email地址，点击“验证

邮箱”，后期能接收委托到书的提醒。

2、点击“书目检索”检索需要的图书，点击书名打开图书的书目信息，

点击“委托申请”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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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取书地选择委托图书，点击“执行委托”。

4、关注“我的图书馆”中的“委托信息”，若显示“已到书”，或者收到

预约图书到馆的 E-mail、手机短信后，请携带校园一卡通到图书馆总

服务台办理借阅、取书手续。委托图书到馆后保留 7天。

读者荐购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全校师生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提高文献信息资

源对学校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图书馆面向全校读者

长期征集文献信息资源需求，敬请广大读者积极向图书馆推荐相关资源。

途径：图书馆主页—互动—读者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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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与条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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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每个索书号是代表一种图书，是检索和查找图书的依据，

同一种图书所有复本均为同一个索书号；而条码号是每一本图书特有的号

码，一般同一种图书的复本条码号是连续编排的。

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图法）大类

分类号 分类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

N 自然科学总论

B 哲学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C 社会科学 P 天文学

D 政治、法律 Q 生物科学

E 军事 R 医药、卫生

F 经济 S 农业科学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T 工业技术

H 语言、文字 U 交通运输

I 文学 V 航空、航天

J 艺术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K 历史 Z 综合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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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科图法）大类

分类号 分类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分类号 分类名称

00
马克思列宁

主义、 毛泽

东思想

50
自然科学

（总论）
74 矿业工程

10 哲学 51 数学 75
金属学（物

理冶金）

20 社会科学 52 力学 76 冶金学

21
历史、历史

学
53 物理学 77

金属工艺、

金属加工

27
经济、经济

学
54 化学 78

机械工程、

机械制造

31
政治、社会

生活
55 天文学 81 化学工业

34 法律、法学 56 地球科学 83 食品工业

36
军事、军事

学
58 生物科学 85

轻工业、手

工业及生活

供应技术

37
文化、科学、

教育、体育
61 医药、卫生 86

土木建筑工

程

41
语言、文字

学
65 农业科学 87 运输工程

42 文学 71 工程技术 90 综合性图书

48 艺术 72
能源学、动

力工程

49
无神论、宗

教学
73

电技术、电

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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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图书上架排序规则

★ 图书排架规则：严格依据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排架。《中国图书

馆图书分类法》：索书号=分类号/次序号(本馆 2009年 11月后入藏的图书)；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索书号=分类号/著者号(本馆 2009 年

11月前入藏的图书)。

★ 图书查找规则：根据图书的索书号（又称索取号），粘贴于书脊

或图书背面右上角的号码进行排架及查找。

★ 索书号排列原则： 面对书架，自上而下，从左到右, 由小到大。

索书号大小排列先后顺序步骤:

★ 先比较分类号，如果分类号相同，再比较次序号（著者号）大小。

★ 索书号间比较：分类号按对位比较法逐位比较，小号码排在前，

大号码排在后（即字母 A-Z，数字 0-9），特殊字符排在最前面。次序号或

著者号按自然数顺序排列。

★ 中文现刊采用分类固定排架方法，外文现刊采用分类、国别进行

排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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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座位预约系统

图书馆实行座位管理制度，读者可在图书馆官网或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校园网WIFI下使用）预约座位，或入馆后于选座机上直接刷卡选座。

预约用户名、密码同“我的图书馆”。预约座位时先选择校区，查看当前

座位使用情况；自助选座机直接刷卡查看座位，绿色区域为可选座位。

一、网上预约选座

读者可通过图书馆官网或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校园网WIFI 下使用）

预约选座。若需预约 T日座位，需于（T-1）日 9:00至 T日 7:30间使用图

书馆预约选座系统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后，于 T日 8:30 之前通过图书馆

门禁系统刷卡入馆，系统自动完成签到，预约者无需其他操作即可使用该

座位。超过 8:30未入馆的预约者将被记录违规一次，预约的座位将释放供

其他读者使用。

二、图书馆内刷卡机选座

读者入馆后可选择任何一台自助选座机刷卡选择自习区域，先选

择自习区域，然后进行座位选择，绿色座椅为可选座位，选座成功后

请对号入座。馆内选座系统开放时间为 8:00-21:00。

三、离开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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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离开或完全离开都需在自助选座机上刷卡。选择临时离开，

座位保留 60分钟，返回时需在门禁（出馆情况）或选座机（未出馆情

况）上刷卡确认，未刷卡确认即认定为违规行为。

四、违规

1、预约 T日座位的读者必须于 T日 8:30前刷卡通过图书馆门禁

系统入馆，超过 8:30未刷卡的读者将被记违规 1次；

2、已选取座位的读者无论何种原因离开座位（临时离开或完全离

开），均需在选座机上刷卡确认，否则系统将对该读者记违规 1次；

3、使用选座系统累计违规 3次，该读者即刻起 10天内暂停“座位

管理系统”选座资格，10天后违规记录自动清除。若对违规记录数据

有异议，可咨询图书馆信息化建设部，电话：62901292。

五、其他

1、翡翠湖校区图书馆配有选座机 4 台，分别位于一楼大厅 2 台、

二楼环型自习区 1 台、三楼科图法书库入口 1台；屯溪路校区馆配有

选座机 3 台，分别位于西楼二楼大厅 1 台、三楼自习室入口 1 台、四

楼电子阅览室入口 1 台。所有座位选座机器功能相同，读者可选取任

意一台刷卡选座。

2、读者若发现所选座位有其他读者使用，有权请其离开，如协商

未果，请告知图书馆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3、图书馆管理员将不定期巡视各阅览室，如发现读者离开座位，

但未修改状态，管理员可将该座位设定为“临时离开”，60分钟内读者

仍未刷卡返回，系统会释放座位并将记录该读者违规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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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座系统将在每天 21:00后停止选座功能。读者可避开闭馆前的

出馆高峰刷卡，21:00前刷卡退出座位的读者仍可继续使用座位至当日

闭馆。

研修间服务

图书馆不仅为读者提供最新的阅读体验，同时还提供空间的多信息交

互和共享服务，即研修间服务。研修间，是一种新型的空间，一种新型的

学习模式，一种共享的交流社区。配置计算机、网络、投影仪等设备及常

用的专业软件，打通了通信载体、内容分类、物理空间的界限，提供资源

的一站式服务。

途径：图书馆主页—常用链接—服务—研修间

研修间预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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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传递与共享

文献传递是将用户所需的文献以有效的方式和合理的费用，直接或间

接传递给用户的一种非返还式的文献提供服务。

途径：图书馆主页—常用链接—服务—文献传递与共享

查收查引

查收查引即论文被收录及被引用的检索。根据用户需求，在国内外权

威数据库中检索其论文被收录和被引用情况，以证明其科研能力和水平开

展的信息咨询服务。依据检索结果出具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检索证明。

途径：图书馆主页—常用链接—服务—查收查引

★ 联系部门：教育部科技查新站：屯溪路校区图书馆东楼 202室、203
室，电话：0551-62901301，62901297；翡翠湖校区图书馆 B106室，电话：

0551-6383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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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查新

我校设有“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为校内外用户提供学位论文开

题及创新点查新、科研课题立项、科技成果鉴定、奖励和专利申请等方面

的科技查新服务。

途径：图书馆主页—常用链接—服务—科技查新

★ 联系部门：教育部科技查新站

具体地址：

屯溪路校区图书馆东楼 202室、203室

电话：0551-62901301，62901297

翡翠湖校区图书馆 B106室

电话：0551-63831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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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咨询

读者与图书馆互动与交流的平台，可通过 QQ 咨询：190336004；电

话咨询；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图书馆进行交流与沟通。

途径：图书馆主页—常用链接—服务—咨询台

图书馆主页—概况（互动）—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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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

途径：图书馆主页—常用链接—资源—更多—数据库导航

资源访问途径

1、校园网 IP任一台机器均可通过图书馆主页直接访问。

2、校外访问：通过校园网 webVPN或教育部资源共享 CARSI认证后，访

问我馆已购的各类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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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园网 webVPN： https://webvpn.hfut.edu.cn

★ 教育网资源共享服务（CARSI）：

http://lib.hfut.edu.cn/bencandy.php?fid=146&id=1213

https://webvpn.hf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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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端访问

一站式检索平台

一站式检索平台结合我馆购买的中、外文文献资源及纸本图书，通过

简单的引擎式搜索，将多种文献类型资源进行聚集推送给读者。

利用“中文发现”（或“外文发现”）平台一站式推送期刊、图书、专

利、学位论文、标准等多种文献类型的资源；通过我馆已购买的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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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库获得文献全文；对于没有馆藏的文献资源，通过“文献传递”也同样

可以获得文献全文。对于我馆已购买的纸本图书也同时推送给读者。

一站式检索平台还具有强大的分析功能。为读者在文献调研、开题、

论文写作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文献保障服务，同时提供分析数据的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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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提交

第一步：登录图书馆主页，进入常用链接服务版块“论文提交”，或

进入“学生专区”界面，点击“论文提交”。

第二步：用学号注册新用户后登陆，并按提示步骤提交论文。

第三步：通过审核后保留回执，前往相应校区总服务台审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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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文献

一、专利基础知识

1、知识产权与专利

知识产权——英文为 Intellectual Property，指在法律上确认和保护人

们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中从事智力活动而创造的精神财富所

享有的权利。

专利（Patent）——是法律授予发明创造的一项独占权，它既可以是

一项产品，也可以是一种生产方法，也可以是解决某个问题的技术方案。

从法律角度：受专利法保护的权利（专利权）。

从技术角度：受法律保护的技术，取得了专利权的发明——发明创造。

从文献角度：专利信息的反映（专利文献）。

2、同族专利与优先权

同族专利——指同一个发明为了在不同国家得到保护，而在这些国家

分别申请的一系列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专利。

优先权——优先权分为外国优先权和本国优先权。同一发明或实用新

型在一个国家申请，只要时间间隔不超过一定期限（十二个月），则后来

向其它国家就相同主题提出申请，申请日期按最早的时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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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利的特性

独占性——权利人对其专利成果具有独立的占有、使用、处分权。

排他性——同一技术内容以及复杂程度的专利申请，只能授予一次专

利权。

地域性——1件专利只在一定的国家或地区享有专利权。

时间性——1件专利只在一定的时间内享有专利权。

4、专利的类型：

名

称

发明专利

有效期 20年

实用新型专利

有效期 10年

外观设计专利

有效期 10年

要

求

对产品、方法及其

改进提出的新的技

术方案

对产品形状、构造

及其结合提出的

实用方案

对产品形状、图案、色

彩或者其结合所做出

的富有美感并适合于

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特

点

具有突出的实质性

特点和显著进步

具有实质性特点

和显著进步

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

著进步

二、专利文献常识

1、专利文献的概念

广义的专利文献——主要是指各国专利局和国际性专利组织的官方

文件及其它相关出版物。

狭义的专利文献——主要指专利说明书。它是实行专利制度的国家在

受理专利申请时，发明人所提交的书面文件。在说明书中叙述该发明的目

的、用途、技术特征、效果、采用的原理方法，以及权利要求等。专利说

明书对发明描述比较具体，技术上比较新颖、可靠、实用，并且融技术、

经济和法律信息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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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文献的分类

《国际专利分类表》（IPC）于 1968年正式公布并采用英、法两种文

字完全对应的文本出版第一版。每五年修订一次，现在采用的是第 9版。

《IPC》以等级的形式将技术内容按部、分部、大类、小类、大组、小

组逐级分类，组成一个完整的分类系统。

根据专利技术的内容特征共分八个部：

A部：生活需要

B部：作业；运输

C部：化学；冶金

D部：纺织；造纸

E部：固定建筑物

F部：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

G部：物理

H部：电学

IPC形式为：部（1个字母）大类（2个数字）小类（1个字母）主组

（1至 3个数字）/分组（2至 4个数字）。

注：外观设计在国外属于设计范畴，因此采用另外的分类方式。

3、专利文献的表现形式

基本专利：指申请人就一项发明在最先的一个国家申请的专利。

同等专利：指发明人或申请人就同一个发明在第一个国家以外的其他

国家申请的专利。

同族专利：某一发明其基本专利和一系列同等专利的内容几乎完全一

样，它们构成一个专利族系，称为同族专利。

非法定相同专利：第一个专利获得批准后，就同一个专利向其他国家

提出相同专利的申请，必须在 12个月内完成，超过的则成为非法定专利。

http://www.cnipr.com/sjzx/xzzq/t20050518_47335.htm
http://www.cnipr.com/sjzx/xzzq/t20050518_47335.htm
http://www.cnipr.com/sjzx/xzzq/t20050518_473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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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利文献的识别

（1）几种“人”

申请人——对专利权提出申请的单位或个人（分为职务发明与非职务

发明）。

发明人（设计人）——实际开展工作的人。

专利权人——对专利具有独占、使用、处置权的人。

代理人——代为办理专利权申请的人。

（2）几种“号”：

申请号——发明专利申请号（200310102344.5）

公开号——发明专利公布编号 （CN 1 00378905A）

公告号——三种专利授权公告号（CN 1 00378905B)

专利号——三种专利原申请号（200310102344.5）

国际专利分类号（IPC)——国际上公认的按专利文献的技术内容或主

题进行分类的代码。（如：F15B13/043）

（3）几种“日”：

申请日——专利机关收到申请说明书之日。

公开日——发明专利申请公开之日。

公告日——三种专利授权公告之日。

优先权日——是指专利申请人就同一项发明在一个缔约国提出申请之

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又向其他缔约国提出申请，申请人有权要求以第

一次申请日期作为后来提出申请的日期，这一申请日就是优先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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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文献

一、标准及标准文献的定义：

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

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

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换言之，标准是技术标准、技术

规范和技术法规的总称。

标准文献：一般是由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及其他具有标准性质的类似

文件组成的特种文献体系。

二、标准的类型：

标准按照不同的方法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

按性质

划分

技术标准（又可细分为：基础标准、产品标准、方法

标准、安全和环境保护标准等。）

管理标准（又可细分为：技术管理标准、生产组织标

准、经济管理标准、行政管理标准、管理业务标准、

工作标准等。）

按适用范

围划分

国际标准

区域性标准

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按成熟程

度划分

法定标准

试行标准

标准草案

三、标准的分类：

国际标准：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

际电信联盟（ITU）制订的标准，以及 ISO 确认并公布的国际组织制订的

标准。ISO标准组织从 1994年开始采用《国际标准分类法》(ICS) ，全部

由数字组成。标准号=标准代号+顺序号+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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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中国标准文献分类法》是 1984年国家标准局编制，设有

24个专业类，由字母和数字组成。

A 综合 N 仪器、仪表

B 农业、林业 P 建筑

C 医药、卫生、劳动保护 Q 建材

D 矿业 R 公路与水路运输

E 石油 S 铁路

F 能源、核技术 T 车辆

G 化工 U 轮船

H 冶金 V 航空航天

J 机械 W 纺织

K 电工 X 食品

L 电子技术、计算机 Y 轻工、文化与生活用品

M 通信、广播 Z 环境保护

信息素养培训

★ 图书馆开设若干门本科生文献信息素养公选课，是正式列入学校教

学计划的学分课，如《图书馆利用教育》《计算机信息检索》《电子资源利

用》等，欢迎同学们选修。

★ 图书馆定期（周四晚）或不定期开展培训讲座，内容涉及各学科文

献信息资源利用、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常用软件使用等。培训时间和地点

会及时在图书馆主页的通知公告、图书馆微博、微信公众号中发布，请同

学们关注与参加。

★ 有些数据库（大多是外文数据库）提供了网络培训课程，课程链接

地址在各数据库的详细描述中均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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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F&Q

1、图书馆主页的网址是什么?

图书馆主页网址：http://lib.hfut.edu.cn。全面反映图书馆文献资源和

服务信息，读者可以轻松获取我校图书馆各项服务及中外文献资源。

2、新生拿到校园卡后就可以立即借书吗？

不行。新生拿到校园卡后，只能刷卡进入图书馆自习与阅览，借书需

要参加图书馆新生“入馆测试”，学习并考试合格后（>=80分）自动开通

借还书功能。

3、新生“入馆测试”培训课件会放在网上吗？我可以在哪里查看？

登录图书馆主页，点击导航栏“服务”之“教学支持”，进入新生教

育页面，通过提供的网址或扫描二维码登录后就可以看到学习资料。

4、校园一卡通在图书馆有哪些功能?

(1) 进入图书馆门禁系统刷卡通行；

(2) 在图书馆自助机上借还书、查询、修改密码、缴纳超期罚款等；

(3) 在自助选座机上刷卡选座；

(4) 使用图书馆提供的各类其他服务。

5、请问新生可以借几本书？借书期限有多长？

在籍学生可借阅 40本/人，每本书可以借阅 60天。除文艺类之外的图

书均可续借 1次，续借期限为 30天。

6、“我的图书馆”密码忘记了怎么办？

登录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末尾 X需大写）。登

录必须修改为 13位以上密码（要求包含数字+字母+符号）。如果忘记了密

码，请携带“校园一卡通”到两校区馆总服务台进行密码重置。另外，在

“我的图书馆”里验证有效邮箱，可直接点击“忘记密码”，按提示输入

个人信息，通过已认证的邮箱进行密码重置。

7、什么是图书的索书号？

索书号是图书馆赋予每一种馆藏图书的编码，一般张贴在书脊或书背

http://lib.hfut.edu.cn


45

右上方。在馆藏系统中，每种书的索书号是唯一的，可以准确的界定馆藏

图书在书架上的排列位置，是读者查找图书必要的代码信息。当你在图书

馆书目检索系统中查找到一条书目记录时，记下索书号，就能到对应书库

中找到这本书。2009.11月后馆藏图书索书号：《中图法》图书分类号/种次

号（同类书到馆的顺序号）；2009.11月前馆藏图书索书号：《科图法》图

书分类号/著者号。

8、如何在书库中按照索书号找书？

图书在书架上排列顺序是面向书架：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小到

大。按照索书号查找图书时，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2009年 11月以后的馆藏图书，依据《中图法》分类排架，中图法分

类号由字母+数字混合而成：

首先，看第一位英文字母（表示中图法基本大类），确定文献所属的

学科类型；字母相同的再看字母后面的第一位数字（数字由小到大排列）；

第一位数字相同的继续看第二位数字的大小，依此类推（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只看同一位上的数字大小，对位比较，不要看整个数字的大小）；如

F0、F1、F11、F111、F2、F3…..F7等 。分类号完全相同时看种次号大小，

种次号按自然数大小排列。

2009年 11月之前的馆藏图书，依据《科图法》分类排架，科图法分

类号由纯数字构成，直接按照数字位数大小依次找寻，分类号完全相同再

比较著者号大小，著者号按自然数大小排列。

9、为何在网上“馆藏书目系统”中查到的显示“可借”状态的图书，而

在借阅处却找不到该书？

一般会有如下的情况：

（1）图书馆实行开放式流通模式，读者取书可以随处阅览；

（2）有的读者阅览后随意放置，私自藏匿，造成乱架；

（3）读者已归还，图书已回馆，正在入库上架过程中。

10、如何办理图书的借阅、归还手续？

借书：在图书馆主页“馆藏书目检索系统”中查找需要的图书，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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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可借状态时，记下索书号和相应的馆藏地，即可前往馆藏地依照书架上

的导引找到该书，随后持校园卡在自助借还机办理借阅手续。借书需要刷

校园卡，请仔细核对显示的借阅信息；

还书：直接在自助借还机上还书，还书不需要刷卡，请仔细核对显示

图书归还信息。

使用自助借还机遇到问题时请咨询相应馆总服务台。

11、办理图书续借需要到图书馆吗？

续借可自行在图书馆主页“我的图书馆”、自助借还机、绑定的移动

图书馆和微信公众号中进行操作：

（1）读者在所借图书到期前一周内，可登录“我的图书馆”进入“当

前借阅”，选择需要续借的图书，点击该书“续借”图标，办理续借，应

还日期改变表示续借成功。

（2）在自助借还机页面，点击“续借”显示本人的借阅信息，在借阅

信息列表中选择需要续借的图书完成续借。

图书可续借 1次，期限 30天。文艺类图书、已过期图书或被他人预

约的图书不可续借。

12、图书可以预约吗？在网上预约的图书已到馆去哪里获取？

只有馆藏地图书在全部借出的情况下才可以预约。选中要借阅的图

书，在你希望借阅的馆藏地后点击“预约”，请注意留下有效邮箱信息和

手机号，预约书回馆后会发邮件和短信通知，并为你保留 3天，你可以去

相应馆总服务台办理借阅手续。

13、所在校区馆藏地没有所需的图书而另一校区有，该如何借阅？

此种情况需要使用委托借阅功能。图书馆提供合肥两校区的图书委托

借阅服务，请在“我的图书馆”验证您的手机号和邮箱，每次委托最多 3

册。每日申请 14：00截至，3个工作日之内送达。委托成功，逾期 2次者，

暂停委托借阅权限 3个月。预约图书到馆后请在 7天内带校园一卡通到图

书馆总服务台办理借阅手续。

14、持有过期图书是否影响继续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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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过期图书会停止借阅权限，必须先归还过期图书，并交纳罚款后

才能继续借书。

15、图书馆自助借还机上具备哪些功能？

自助借还设备能够实现读者自助借书、还书、借阅查询、续借、缴纳

超期罚款等功能，读者需输入借书密码才能使用各项功能，使用校园卡内

余额缴纳罚款等。

16、如何设置图书到期提醒？

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图书馆在网上开展图书到期前催还提醒和图书

超期催还服务。二种方式可供选择：

（1）在网上“我的图书馆”验证读者信息的 E-mail或添加手机号，图

书馆将会在读者所借图书归还期的当天和前、后 3天时间内，向读者发送

电子邮件或短信进行图书的到期、催还提醒。

（2）关注并绑定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亦可以收到图书借阅信息、图书

到期、图书超期、预约、委托借阅图书到馆等相关业务的提醒服务。

17、图书超期怎么办？

将处以 0.10元/天的罚款，罚款自图书到期日开始计费，免罚期 2天，

第 3天开始累计，同时停止借阅权，直到归还该书并缴纳罚款，罚款可以

累积交付。在自助借还机上点击“借书”提示有超期罚款，按步骤完成校

园卡交罚款，或在总服务台刷卡交罚款。

18、如何向图书馆推荐购买书籍和电子资源？

登录图书馆主页，在常用链接“互动”栏下“读者推荐”，按说明推

荐纸质图书和电子资源。

19、合肥两个校区馆之间的图书可以通借通还吗？

可以，但需注意的是异地馆还书无法在自助借还机上完成，必须通过

您所在图书馆总服务台完成。

20、如何查找数字资源？如何在校外访问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进入图书馆主页，点击常用链接“资源”的更多，进入数据库导航，

提供对应的中外文资源、试用资源、资源访问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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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图书馆主页，点击工具栏“服务”栏下“校外访问”，根据说明

选择合适的校外访问途径进行资源访问。

21、图书馆很多书籍都有附赠光盘，如何查找和下载这些光盘资料？

目前随书光盘有二种获取方式：

（1）光盘信息已经整合在书目检索系统中，检索到某本书的详细页

面中会显示“光盘”字样，点击后就可以访问和下载随书光盘资源。

（2）中文资源中博云非书资源管理平台提供随书光盘的检索和下载。

22、使用图书馆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向馆员求助？

你可以点击图书馆主页右边快速导航“参考咨询”，通过电话、邮件、

QQ、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与图书馆员交流互动。

23、图书馆阅览室座位预约是怎么回事？

为维护读者平等使用图书馆座位的权利、杜绝占座、抢座等不文明现

象，图书馆施用座位管理系统。读者通过“自助选座机”或者图书馆主页

“学生专区”版块里“座位系统”完成阅览座位的预约、选座等。

24、超星移动图书馆具有哪些功能？

手机、PAD等移动设备下载“超星移动图书馆”APP，选择安徽省--

合肥工业大学，登陆用户名密码同“我的图书馆”。登录后可以随时查看

我馆通知公告；本人图书借阅信息；完成图书预约、续借、委托借阅等；

随时检索我馆订购的各类文献资源，可以在线阅读、下载全文和文献传递。

25、图书馆主页上中文发现、外文发现是怎么回事？

即知识发现系统，旨在方便读者快速、准确地在海量学术信息中查找

和获取所需信息，是一站式跨库检索平台，便捷地检索文献资源，并利用

系统提供的结果聚类和分析功能，准确获取所需的学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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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下列所有中外文数据库只能在校园网内才能正常打开链接。

附录一：中文数据库一览表

序

号

数据库

名称
类型 数据库简介

1
中国知网

系列数据库

电子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报纸等

综合型数据库。我馆购买了平台的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国际

会议全文数据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库、中国引文数据库等十个数据库

2 移动图书馆 应用平台
智能移动终端设备，提供搜索、浏览、阅读、自

助查询和订阅活动信息、社交服务等

3 龙源期刊 电子期刊 人文大众类电子期刊 3,500余种

4
银符考试题库

数据库
多媒体

语言、计算机、公务员、研究生、经济等十一大

专辑在线考试模拟系统

5 中文发现 应用平台

超星公司的图书馆集成文献知识检索、知识深度

挖掘、深度学术辅助分析、数据全方位格式导出

等应用系统服务的高度集成平台

6
博云非书资料

管理系统
应用平台

随书/刊光盘系统，集信息加工、资源发布、文件

浏览、内容下载于一体

7
维普中文期刊

服务平台
电子期刊

全学科类电子期刊 9,400余种，核心期刊量不少

于 1,970种

8
新东方多媒体

学习库
多媒体

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研英语、专业四级、八

级、托福系列、互动口语平台等的在线访问

9 读秀知识库 应用平台
以海量的中文图书和全文资料为基础的学术搜

索引擎及文献服务平台

10
万方知识服务

平台数据库

期刊、学位

论文、专

利、标准等

全学科类期刊 8,000多种、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标准文献数据

库、标准文摘、专利等

11 FIF外语学习 多媒体 基于外研社海量优质外语学习资源的多语种外

https://www.cnki.net/
https://www.cnki.net/
http://yz.chaoxing.com/
http://hfut.vip.qikan.cn/text/text.aspx
https://www.yfzxmn.com/
https://www.yfzxmn.com/
https://ss.zhizhen.com/
http://202.38.93.29/
http://202.38.93.29/
http://cstj.cqvip.com/
http://cstj.cqvip.com/
https://library.koolearn.com/index?t=1521439521000
https://library.koolearn.com/index?t=1521439521000
http://www.duxiu.com/
https://g.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https://g.wanfangdata.com.cn/index.html
https://lib.fifedu.com/?domain=https://www.fif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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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库 语学习产品

12 名师讲坛 多媒体
超星公司提供，适合学校学科建设和学生通识素

养与能力培养所需的各类教育视频

13
中国共产党思

想理论资源库
电子图书

包含人文、社会、法政图书、国际共运资料等 12

个子库的图书不少于 11,000册

14

中科 UMajor

大学生专业课

学习资源库

多媒体

包含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教育学、

医学、管理学等十二个学科门类专业课程在线学

习资源

15 碧虚网 电子期刊
企业内刊展示、交流和传播平台，包含高品质内

刊 3,600余种

16
e博在线微信

图书馆平台
应用平台

微信和移动 APP阅读平台，电子图书数量不少于

10,000种，涵盖人文、经济管理、文学、科技等

17 国研网数据库 事实型
提供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的经济信息、研究成

果、教学案例库、研究案例库等

18
全球产品样本

数据库
产品样本

收录欧美地区大型知名企业，其中 80%的产品样

本包含高价值的技术文档

19
EPS数据平台

V1.0

数值类统

计库

提供丰富的数值型数据资源，并具有分析预测功

能的数值类统计数据库

20

台湾学术文献

数据库

（科学版）

电子期刊、

学位论文

我校购买的科学版包含台湾基础与应用科学、医

药卫生、生物农学、工程学电子期刊不少于 800

种，台湾高校科学学位论文不少于 9万篇

21
CIDP制造业

数字资源平台
多媒体

提供机械工程、材料工程、航空航天、电气工程、

汽车与机床等制造业相关的数字资源，包含知识

单元、工程教学资源、三维模型、多媒体资源、

设计计算程序和电子图书六大板块

22
知识视界视频

教育资源库
多媒体

综合类专业教育教学视频资源。语种为英语，涵

盖理、工、农、医、历史、文学、艺术等高等学

校学科领域

https://lib.fifedu.com/?domain=https://www.fifedu.com
https://ssvideo.superlib.com/
https://data.lilun.cn/index_custom.html
https://data.lilun.cn/index_custom.html
http://www.umajor.net/
http://www.umajor.net/
http://www.umajor.net/
http://www.bixu.info/
http://www.yibo365.net/yibo/
http://www.yibo365.net/yibo/
http://www.drcnet.com.cn/www/int/
http://gpd.sunwayinfo.com.cn/
http://gpd.sunwayinfo.com.cn/
https://www.epsnet.com.cn/index.html
https://www.epsnet.com.cn/index.html
http://www.airitilibrary.cn/
http://www.airitilibrary.cn/
https://www.cidp.com.cn/
https://www.cidp.com.cn/
http://www.libvideo.com/
http://www.libvid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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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壹专利检索

分析数据库
专利

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检索分析软件。依托于奥凯

大数据中心，数据全面，提供简单、精准高效的

专利检索、阅读和分析工具

24
森图创业数字

图书馆平台
多媒体

创业理论知识与创业模拟实践内容，包括创业测

评、创业计划书、企业经营模拟、创业视频、项

目可行性分析、创业案例

25
墨香华文报纸

数据库
报纸

平台使用原版原貌的版式阅读，包含不少于 1,000

份数字报纸

26 方正 电子图书
电子图书 4,000种；2018年新增 2014-2017年出

版发行的全学科类电子书，数量 15,900种

27
库客数字音乐

图书馆
多媒体

包括世界上 98%以上的古典音乐，众多国家的民

族风情音乐、爵士音乐、轻音乐等；曲目数量不

少于 100万首，有声读物不少于 1,000部

28
泛研全球科研

项目数据库
科研项目

汇聚世界 20 多个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800 多

万个受资助科研项目数据及 2000 多万个项目，

涵盖全学科领域，具有多个主流语种

29 皮书数据库

科技报告、

电子图书、

多媒体

以“皮书系列”为基础，分析解读当下中国发展

变迁的专业著作、智库报告、学术资讯、调研数

据等，包括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行业、中

国区域、中国文化传媒、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六

大主题

30

北大法宝

数据库
事实型

包含中国法律法规 1949年至今不低于 195万篇，

收录我国大陆法院的各类案例不少于 6,300万篇

31 博看期刊网 电子期刊

收录 3000多种畅销期刊，原貌版保留刊物图片、

文字全貌，按目录、篇章整刊呈现；文本版提供

复制、粘贴功能。原貌版与文本版同步更新

32
51CTO学堂

（教育版）
多媒体

IT 技能在线教育及培训平台，课程总量不少于

11,000门

https://www.patyee.com/
https://www.patyee.com/
http://cyxy.sentuxueyuan.com/?c=new_home
http://cyxy.sentuxueyuan.com/?c=new_home
http://new.mxpaper.cn/Search/main.aspx
http://new.mxpaper.cn/Search/main.aspx
http://210.45.242.30/Usp?pid=dlib.index&cult=CN&username=%E6%B8%B8%E5%AE%A2&ug=%E5%8C%BF%E5%90%8D%E7%94%A8%E6%88%B7%E7%BB%84
https://www.kuke.com/artcenter
https://www.kuke.com/artcenter
http://www.funresearch.cn/
http://www.funresearch.cn/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database?SiteID=14
https://www.pkulaw.com/
https://www.pkulaw.com/
https://zq5.bookan.com.cn/?id=25677
https://e-learning.51cto.com/
https://e-learning.51c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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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时夕乐考网 多媒体

各类学历考试、资格认证考试的全真试题和模拟

试题，涵盖公务员考试、职业资格考试、以及工

程类、法律类、语言类、计算机类、经济类、医

学类，目前共计 7万多套，定时更新

34

“书香合工大”

互联网数字

图书馆

电子图书

包含国学经典、世界名著、名家大作、畅销图书、

教育读物、文艺精粹、网络原创等大众社科类 10

万册以上数字图书和 3万集以上有声图书

35
英文学术论文

润色平台
应用平台

服务于学校科研工作者，通过专属平台对科研人

员准备发表的科研英文论文进行润色的平台

36 资源地图 应用平台
资源检索、学科导航、资源收藏推荐等服务的数

据挖掘应用平台

37
设计师之家

资源库
多媒体

设计领域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分为精品教程、名

师讲坛、素材资源、赛事活动等六大板块

38
可知专业电子

图书
电子图书

2015-2019年的电子书不少于 5,000种。学科覆盖

哲学、经济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

39
清华大学出版

社文泉学堂
电子图书

2008-2020年出版的电子图书，不少于 31,000种，

提供了 50门在线课程资源

40

QQ阅读---易

读书数字阅读

系统

电子图书
提供正版电子图书不少于 10 万种，内容主要涉

及人文、社科

41 万方创新助手
数据分析

工具

面向学科建设的图书馆学科服务科技情报分析

平台。提供独创性科技创新要素分析体系

42

化学工业出版

社数字图书馆

平台

电子图书

2013-2017年出版发行的电子图书 8,000多种，学

科覆盖化学、化工、材料、轻工、机械、电子、

环境等专业

43 科学文库 电子图书
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1951-2016 年电子图书

46,000种

44 超星电子图书 电子图书 电子图书 82 万余种；2018 年新增 2013-2017年

http://www.leexam.net/
http://hgd.chineseall.cn/home/index
http://hgd.chineseall.cn/home/index
http://hgd.chineseall.cn/home/index
http://www.smartpigai.com/smartstudy_hfutlw/login
http://www.smartpigai.com/smartstudy_hfutlw/login
http://www.resourcemap.com.cn/main/index
https://www.51sjsj.com/
https://www.51sjsj.com/
https://www.keledge.com/wrap/index
https://www.keledge.com/wrap/index
https://lib-hfut.wqxuetang.com/
https://lib-hfut.wqxuetang.com/
https://www.cstservice.cn/index
http://www.cipread.com/Index.aspx
http://www.cipread.com/Index.aspx
http://www.cipread.com/Index.aspx
https://book.sciencereading.cn/shop/main/Login/shopFrame.do
https://www.sslibra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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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的电子图书不少于 26,680种

45
方正高校

教参书
电子图书

包含 2013-2018年发行的高校教参书 3,058种，

覆盖文、理、工、医、农、林、管等学科

46 笔杆网
文献管理

软件

基于大数据写作与创新远程辅助工具，覆盖多种

文献类型。提供选题分析、论文排版模块等

47
方略学科导航

系统
应用平台

包括 14大类学科门类、108个一级学科、600多

个二级学科在内的新型、综合性的学科网站集

群，每个学科网站以收录各个学科灰色文献为主

48
网上报告厅

多媒体

我馆购买了 14大类系列的学术报告和 4 大系列

的学术鉴赏；研究生考试（492课时）、就业培训

（545课时）、创业指导（115课时）三个子库

49

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

（CSSCI）

文摘索引
为学科著作的学术评价提供定量依据。访问年

限：自 1998，并发用户：100个

50
新工科创新资

源数据库
多媒体

涵盖了不少于 12000部前沿实战视频和通用软件

技能课程，近 3万 5千道互联网公司真题和 ACM

等权威机构竞赛题和经典试题，以在线微视频为

主

51
工程科技数字

图书馆

工具书、电

子期刊、年

鉴统计数

据等

收录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10000多种各专业

类电子书，200+数字化手册工具书，百余种行业

年鉴及 20种专业领域期刊

52
中国近现代本

土文学作品
电子图书 电子全文图书共 2,652种，2,781册

53

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

数据库

报纸 我校读者可访问 2013-2019年的数据

54 职业全能 多媒体 目前可使用研究生考试（492 课时）、就业培训

http://210.45.242.30/Usp/apabi_usp/?pid=dlib.index
http://210.45.242.30/Usp/apabi_usp/?pid=dlib.index
https://www.bigan.net/
http://hfut.firstlight.cn/Customer/
http://hfut.firstlight.cn/Customer/
https://wb.bjadks.com/home
http://cssci.nju.edu.cn/
http://cssci.nju.edu.cn/
http://cssci.nju.edu.cn/
http://xgk.twbxyz.net/
http://xgk.twbxyz.net/
http://library.cmanuf.com/
http://library.cmanuf.com/
http://ipub.exuezhe.com/index.html
http://ipub.exuezhe.com/index.html
http://ipub.exuezhe.com/index.html
https://zyk.wap.bjadks.com/Hom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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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库 （545课时）、创业指导（115课时）三个子库

55

中国科学引文

数据库

(CSCD)

文摘索引
为学科著作的学术评价提供定量依据。访问年

限：自 1989，并发用户：5个

56
就业数字

图书馆
多媒体 提供就业的各种大数据

57
典海民国图书

资源平台
电子图书

涵盖了民国 30 多年间出版的各类图书 13 万余

种，是目前国内全文检索民国库中数量最多的。

58
智通达馆社直

通电子书平台
电子图书

纸电一体化读者服务平台，实现了纸电图书馆藏

统一检索

附录二：外文数据库一览表

序

号

数据库

名称
文献类型 数据库简介

1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全世界最大的科学、科技、医学全文与书目电子资源

数据库，包含超过 3800种期刊与 35000多本电子书，

共有 1400余万篇文献。我校可访问 3,758种电子书

2
Proquest

Central

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过 11,000种，内容覆盖商业经济、管理、社会科学、

科学与技术、健康与医学、历史学、法律、文学与语

言学、宗教与哲学、教育学及艺术学等各学科领域

3 Incites:JCR
科研分析

工具

Journal Citation Report（期刊引证报告）是唯一提供

基于引文数据的统计信息的期刊评价资源

4 DII
专利文摘

索引

德温特专利索引数据库，支持专利和引文检索，内容

涵盖化学、电气、电子和机械工程等领域

5 CPCI-S 会议索引
CPCI 汇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会议、座谈、研究会和

专题讨论会的会议录资料

6 INSPEC 索引 全球在理工科领域的权威二次文献数据库之一

https://zyk.wap.bjadks.com/Home/Index
http://sciencechina.cn/
http://sciencechina.cn/
http://sciencechina.cn/
http://jy.sentuxueyuan.com/?c=new_home
http://jy.sentuxueyuan.com/?c=new_home
http://210.45.243.73:9000/minguo/platform/index.htm;jsessionid=7CB2275930497357C1669496294EEFEA
http://210.45.243.73:9000/minguo/platform/index.htm;jsessionid=7CB2275930497357C1669496294EEFEA
http://210.45.243.69:81/opac/reads
http://210.45.243.69:81/opac/reads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https://www.proquest.com/pqcchina/index?accountid=152623&parentSessionId=M2aysVgxu75s62BE9ZNknGAcqjwrYUUMWV24vs3aWjQ%3D
https://www.proquest.com/pqcchina/index?accountid=152623&parentSessionId=M2aysVgxu75s62BE9ZNknGAcqjwrYUUMWV24vs3aWjQ%3D
https://jcr.clarivate.com/jcr/home?app=jcr&referrer=target%3Dhttps:%2F%2Fjcr.clarivate.com%2Fjcr%2Fhome&Init=Yes&authCode=null&SrcApp=IC2LS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diidw/basic-search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woscc/basic-search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inspec/basic-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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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V

Compendex
索引 EI COMPENDEX工程领域最权威的文摘索引数据库

8
Britannica

Academic
事实型

大英百科学术版，内涵丰富的百科全文、学术期刊和

杂志全文、韦氏大词典、视频音频等多媒体资料、推

荐学术网站、图片、电子书和原始文献

9
Springer

LINK

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拥有超过 20万种电子图书，每年递增超过 10,000新

书

10

MeTel 国外

高校多媒体

教学资源库

(工学子辑)

多媒体

收录美、英、加、澳等国 400余所著名高校，40,000

余教师或教学小组讲授的 50余万节课、270余万个教

学资源；涵盖 13大学科门类，以理学、工学为主。

我校购买了工学子辑

11 AMS 电子期刊
美国数学学会，出版了十余份同行认可的顶级数学期

刊。读者还可访问 AMS出版的 6份高品质 OA期刊

12 ESI
科研分析

工具

ESI是一个基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的深

度分析型研究工具，可以揭示在某个研究领域有影响

力的国家、机构、论文和期刊以及研究前沿

13 SCIE
索引

数据库

科学引文索引，是专门针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文献引文

数据库，涉及 170 多个学科领域 9000多种国际性、

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14 MSP 电子期刊
数学科学出版社，出版 10 种数学类期刊及 2 种开放

获取期刊，收录时间从 2003年到至今

15
科技报告资

源服务系统
科技报告

收录了 DOE 报告、DTIC 报告、NASA 报告、PB 报

告等。收录了 1,900年至今的题录文摘和全文，题录

文摘数据收录量超过 250万个记录，全文数据总量超

过 150万篇；每年新增约 5万个科技报告

16
RSC 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平均影响因子 6.85，85%期刊影

响因子超过 3.0，40%超过 5.0，其中 JCR 报告中一区

和二区期刊占 80%

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quick.url
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quick.url
https://academic.eb.com/levels/collegiate
https://academic.eb.com/levels/collegiate
https://link.springer.com/
https://link.springer.com/
http://www.metel.cn/
http://www.metel.cn/
http://www.metel.cn/
http://www.metel.cn/
http://www.ams.org/epubsearch/
https://esi.clarivate.com/IndicatorsAction.action?Init=Yes&SrcApp=IC2LS&SID=H3-nx2B3pQLH1rWwdIxxh4Fx2Bm7J2Tx2BQx2BJuBx2F3b-18x2dKV0Fx2FDGM53V6ZPQtUZbfUAx3Dx3Dfde3PacTOgUuMabvBxxf0KAx3Dx3D-qBgNuLRjcgZrPm66fhjx2Fmwx3Dx3D-h9tQNJ9Nv4eh45yLvkdX3gx3Dx3D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alldb/basic-search
https://msp.org/publications/journals/
http://bg.sunwayinfo.com.cn/index
http://bg.sunwayinfo.com.cn/index
https://pubs.rs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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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MechE 电子期刊

英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提供 18种学术期刊，内容涵

盖能源动力、交通运输、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机械

加工制造、自动控制、材料科学等内容

18 IET

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事实数据

提供当今世界在电气工程、通信和计算机科学领域近

1/3的文献。电子期刊约 80%期刊被 SCI收录，我校

可访问的电子图书 552种

19
Nature及

子刊
电子期刊

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子刊：自然化学、

自然材料、自然纳米技术、自然光子学

20 ACS 电子期刊

美国化学学会， 62种期刊中，其中 53种期刊全部被

SCI 收录，有 22种期刊的影响因子超过 5，ACS 期

刊被 JCR 评为“化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期刊”

21 ACM 电子期刊

美国计算机协会，在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领域收录

的 107本期刊中，ACM 有 16本被收录，其中 9本期

刊的影响因子排名前五十

22 WILEY
电子期刊

电子书

Wiley在 2019年 JCR报告中，有 1272种期刊被 JCR

收录。我校可访问 1,790种电子书

23 Incites
数据分析

工具

InCites数据库中集合了WOS核心合集七大索引数据

库的数据，拥有多元化的指标，可为学科发展服务提

供参考依据

24 PNAS 电子期刊
美国科学院院报，世界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综合学科

刊物之一

25
Taylor &

Francis ST
电子期刊

TF 数据库提供 526 种科学与技术类期刊，其中超过

80%期刊被WOS 收录

26

Total

Materia 全

球材料性能

产品样本

科技报告

标准文献

全球较为全面的材料性能数据库，包括金属材料和非

金属材料两个大的组成部分

27 SciFinder 索引 是一个研发应用平台，提供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化学

https://journals.sagepub.com/
https://digital-library.theiet.org/
https://www.nature.com/
http://www.nature.com/nchem/index.html
http://www.nature.com/nmat/index.html
http://www.nature.com/nnano/index.html
http://www.nature.com/nphoton/index.html
https://pubs.acs.org/
https://dl.acm.org/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https://access.clarivate.com/login?app=incites
https://www.pnas.org/
https://www.tandfonline.com/
https://www.tandfonline.com/
https://portal.totalmateria.com/cn/search/quick
https://portal.totalmateria.com/cn/search/quick
https://portal.totalmateria.com/cn/search/quick
https://sso.cas.org/as/authorization.oauth2?response_type=code&client_id=SciFinderWeb&redirect_uri=https%3A%2F%2Fscifinder.cas.org%3A443%2Fpa%2Foidc%2Fcb&state=eyJ6aXAiOiJERUYiLCJhbGciOiJkaXIiLCJlbmMiOiJBMTI4Q0JDLUhTMjU2Iiwia2lkIjoib25DWkpBRmVLRzBiMHFxY1dmM256R3owRTk4Iiwic3VmZml4IjoiY2NvZzdCLjE2NTU2MDkyODIifQ..NU6OJ1S39JKPq4uK-xPAKQ.CxBxoEyfMjOkQ_Lh1tkWzGaCm_58a2vRVGbnd5jKGZWddH6e6TeebVVLhs6vYxFcy7XwG7IrEu5KU30JXvKRdKxJL-xaBB3A5f6xNNRsmKDFqLcZZCMZOaGo-KOzgc7D9HfXmoRdAd69uPrmm5vpXG7SHFGTdUgaQB2G85ygd3cE33kiJ49wOaqhwjW5sxvQH7dRHyOzQO7RhDZ9MFErklUgB0mZqoHspmkpIl5VB55uTzaNF1q12-sRC0Vj2qYUlKGjmOe5PsZNuzOBez8AyIm5DI5ompmIJcolv0yfqFEtW6g1h9D7bVt8XwGhncdD5PA47---cbiFaOEUOMJZa4bx48ao87956igqYRfsokE.UYg6cFp3j3NDZ4FAIx2akA&nonce=GjFemX3CtekYThi_jV2yjd7-GbSL8jjAkNVkxZtFUz8&scope=openid%20address%20email%20phone%20profile&vnd_pi_requested_resource=https%3A%2F%2Fscifinder.cas.org%3A443%2Fscifinder%2Flogin%3FTYPE%3D33554433%26REALMOID%3D06-b7b15cf0-642b-1005-963a-830c809fff21%26GUID%3D%26SMAUTHREASON%3D0%26METHOD%3DGET%26SMAGENTNAME%3D-SM-MqPGYGUB2Yxw7PO1JoJGYsUN%252bPS98YPIsTT2El59vucohg%252fT3%252bmh3ntzDjya2Y8s%26TARGET%3D-SM-http%253a%252f%252fscifinder%252ecas%252eorg%253a443%252fscifinder%252f&vnd_pi_application_name=SciFinderWebI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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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及相关学科文献、物质和反应信息

28
ProQuest

(PQDT)
学位论文 目前整个平台总上线全文论文 762881篇

29 Emerald
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

共计包含期刊 240种，13008册，其中 SSCI 73种；

SCI 26种；EI 20种；全库约 1/3被 SSCI/SCI/EI等收

录；我校可访问 1,999种电子图书

30 EBSCO 电子期刊
联采主题库中共有 6,800 多种全文期刊同时收录于

Web of Science

31 ASME 电子期刊 34种期刊中有 25种被 SCI收录

32
Ureader

优阅
电子图书 可以永久访问 30,000种图书

33 ASCE 电子期刊
35种专业期刊中 29种期刊被SCI收录，26种期刊 JCR

影响因子超过 1

34
Science

Online
电子期刊 收录《科学》周刊自 1997年至今的所有期刊数据

35 IOP 电子期刊
现在 IOP出版 60种电子期刊，其中 58种被 SCI收录，

53种有影响因子

36 OSA 电子期刊
OSA数据库中有 17种期刊被 SCI 收录，一区二区期

刊 11种

37 AIP 电子期刊
AIP全文数据库共收录 17种被高度引用的期刊，全部

是物理专业的核心期刊，JCR影响因子高

38 APS 电子期刊

收录了 10种物理领域的核心期刊、1种过刊，另有 6

种免费出版物，全部包括回溯到 1893年创刊内容，

全文文献量超过 68万篇

39 AMS 电子期刊 美国数学会，出版了十余份同行认可的顶级数学期刊

40 OUP 电子期刊
牛津期刊，80％被 SCI、SSCI和 AHCI收录，其中 21%

的期刊排名前 10％，80%的期刊排名前 50％

https://www.pqdtcn.com/
https://www.pqdtcn.com/
https://www.emerald.com/insight/
https://search.ebscohost.com/Community.aspx?community=y&authtype=ip&stsug=AlmQ7q2PoasNNJ84arxqrgm2vFhpyRavXnAp2UdIKcU0ky0RGBQKEVZNkK5v-X-egwaxTe6SIYWbZnekuOHvBi_o08Fj1_xqxsdJi077FDM9UdYCn-PniJwh9Xrm_i9FMS4g_9cCotB3w2atbFQ7eKtHbk-TkUILarHbW95SsAYleu8&IsAdminMobile=N&encid=22D731963C8635073786352632753C87310375C374C372C378C371C373C376C33013&selectServicesToken=A1mbAhj0WpT5bttQMXCWADlfi6r8Q2tTeidDtE-gPoxOCGQ4Ye1lItyCDRu7q762YgKwsNPPbOicacEJARR61rB2V3dx8oYkZuA2R65TP79f6H3VJrLRc1OyQ3pHxnP8o3DojkJiovAkRC1cMsP1AYtWR5EbNnCHbwxzwPjKRTB_V2T9tTdydfGHAeRNg7oKhuH76tSpE9Ju73wP_nQ33Jr7cp4GUXNCeNIOzqKU2tkUm8y-Aex_hOL-RxxlRwOeQmEkxtQX9cz9mND6ic2GwQcW0zCu5MA-92JjrU1Tn11E5pp4pPKP
https://asmedigitalcollection.asme.org/
http://ureader.yibo365.net:83/
http://ureader.yibo365.net:83/
https://ascelibrary.org/
https://www.science.org/
https://www.science.org/
https://iopscience.iop.org/
https://opg.optica.org/prj/home.cfm
https://www.scitation.org/
https://journals.aps.org/
http://www.ams.org/epubsearch/
https://academic.oup.com/journals/?logi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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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BSCO 电子图书
我校可访问 258种电子图书，涉及商业与经济、计算

机科学、工程与技术、等学科

42
SAE

电子期刊

技术报告

电子图书

美国机动工程师协会，收录了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

出版的技术报告、标准、图书、杂志等，总计超过 20

万份文献， 每年发布约 2,000 篇前沿专业技术报告

43 IOP 电子书
现在 IOP出版 60种电子期刊，其中 58种被 SCI收录，

53种有影响因子

44 ASM 电子期刊

美国微生物学会，所出版文章数量超过微生物学领域

全部论文量的 26%，文章引用量几乎占所有微生物学

论文引用数量的 44%

45 EMS 电子书 高质量的数学学科电子书，覆盖了整个数学领域

46 SPIE 电子书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我校可访问 339种电子图书

47 SSCI 索引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全球知名的专门针对社会科学领

域的文献引文数据库，涉及商业、经济学、心理学、

精神病学等 56个学科领域 3,200多种国际性、高影响

力的学术期刊。是从事社会研究的重要工具

48
WORLD

SCINET 电子期刊
共有 120种期刊，其中有超过半数期刊已经被收录至

ISI，每年出版上线的册数不低于 800册

49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会议文献

电子期刊

标准文献

170余种 IEEE和 20余种 IET期刊与杂志，总数达 400

多种（包括过刊及更名刊）；每年 1200多种 IEEE会

议录和 20多种 IET会议录，总量超过 17000 卷；60

多种 VDE会议录，超过 4500篇；2600多种 IEEE标

准；300多万篇全文文档，提供 1988年以后的全文文

献，部分历史文献回溯到 1872年

50 GSW 电子期刊
地球科学世界提供最新的地球科学电子信息资源。可

以使用 40余种地球科学领域相关的期刊文献

51
Informs

全文期刊
电子期刊

运筹学和管理学期刊。我校可访问 11种自 2008年 10

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的期刊全文

https://web.s.ebscohost.com/ehost/search/basic?vid=0&sid=a226e76f-fd05-4a4d-b75f-9b18e3bb00b3%40redis
https://saemobilus.sae.org/
https://iopscience.iop.org/
https://journals.asm.org/
https://www.ems-ph.org/books/title_index.php
https://www.spiedigitallibrary.org/ebooks?SSO=1
https://www.webofscience.com/wos/woscc/basic-search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
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ore/home.jsp
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ore/home.jsp
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ore/home.jsp
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ore/home.jsp
https://pubs.geoscienceworld.org/journals
https://pubsonline.informs.org/
https://pubsonline.inform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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