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馆长寄语 

亲爱的 2020级新生： 

欢迎大家来到合肥工业大学图书馆读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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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年的发展，现有纸质图书 343.68万册，电子图书 471.61万册，电子期

刊 7.9万种，订购各类中外文数据库 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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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俪人湖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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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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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中文书库、2个期

刊阅览室、1个过刊库、1个外文书库、1个密集书库；2个电子阅览室，

机位 290个；阅览座位 3200余个。 

至 2020 年，馆藏纸质图书 343.68 万册，电子图书 471.61 万册，订

购中外文单体数据库 81 个，数据库总量达 210 个，中外文电子期刊 7.9

万种，中外文纸质现刊 1,376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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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小时，电子文献实现 7*24 小时全天候

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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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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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机器阅读、数字图书馆应用终端（pad+）等信息化服务平台。读者可以

通过校园网、在校外通过“易瑞”授权访问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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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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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社团联合共建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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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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资源 

合肥工业大学图书馆现有纸质图书 343.68 万册，电子图书 471.61 万

册，订购中外文单体数据库 81 个，数据库总量达 210 个，中外文电子期

刊 7.9 万种，中外文纸质现刊 1,376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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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录）。 

 

 
 

图书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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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库室分布 

 
  

                 图书馆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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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一卡通 

   “校园一卡通”就是您的借书证，

只限本人使用。 

★ 进入图书馆需刷卡； 

★ 首次借书前须通过新生“入馆测

试”，方能开通借书权限； 

★ 遗失“校园一卡通”的读者，应立

即到学校信息中心挂失并重新办理。 

 

借书权限开通流程： 

 

文明读者约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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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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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借阅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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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区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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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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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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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读者借书前，应通过检索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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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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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我的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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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了解自己的借阅信息。 

4．读者借书时，应注意归还日期，按时归还，以免超期。因公外出

或特殊情况无法按期还书者，需所在院系辅导员出具证明并及时联系图书

馆作相关处理，否则按超期处理。 

5．所借图书若内含光盘和习题集，请妥善保管，还书时一并归还。

如有遗失，按规定赔偿。 

6．读者办理借书手续前，应仔细检查所借图书，若发现破损、涂画、

污损、缺页、缺条形码等情况，请主动告知值班工作人员，加以处理后方

可办理借书手续；否则，一经借出，责任由借书者负责。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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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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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图书到期后续借，必须办理续借手续：读者在所借图书到期前一

周内，可登录“我的图书馆”办理续借。具体方法是：登陆“我的图书馆”

点击“当前借阅”，在需要续借的图书后直接点击“续借”即可。 

10．图书馆对借出的图书有特殊急需时，有权通知读者限期归还；超

期不还者，按逾期处理。 

11. 本馆所藏图书中无可借阅书刊在馆时，可以办理预约手续，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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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最多保留 3 天。具体方法是：登陆“我的图书馆”，先在书目检索系

统中找到该书，后在该书的信息栏中点击“读者预约”，选择图书馆藏地

后点击“执行预约”即可。图书到馆后保留 3天，在图书馆总服务台办理

借阅手续。 

12.读者可通过“我的图书馆”的“证件信息”栏内点击“修改联系

信息”，添加 E-mail,以方便和您联系，实现预约到书、借书到期等邮件提

醒、密码重置等功能。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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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班归还。 

14．特藏书库读者对象为我校教师、研究生等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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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藏文献借阅权限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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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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逾期罚款上限为图书价格的 3

倍。 

2、读者应在寒、暑假及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之前归还的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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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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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图书馆办公室申明赔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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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不限），并需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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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损坏 

1、污损（勾画、涂抹、批注、圈点）书刊，按书刊原价的 3倍罚款，

停止借阅权 3个月。 

2、故意破坏（撕页、剪裁）书刊，按书刊原价的 5 倍罚款，停止借

阅权 6个月。 

3、造成图书条码、标签、印章、芯片损坏或丢失，需缴纳图书加工

费 10 元，情节严重的，停止借阅权 3-6 个月，写出书面检查或通报读者

所在院系处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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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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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为造成公共设施损坏，须负责赔偿一切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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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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读者凭“校园一卡通”刷卡上机，一人一机，严禁多人共用一台

计算机。 

3. 请保持室内安静和环境整洁，请将通讯设备调至静音状态，请勿

高声喧哗、吃零食、吐口香糖、乱扔纸屑等，严禁吸烟。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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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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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请自觉爱护各种设备，严禁乱动和损害公共设施。自觉维护数据

库出版商和原作者的知识产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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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请勿在计算机上存放个人文件。 

8．上机完毕后应遵循下机规则，并确认注销后刷卡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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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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为每天 7:30—22:00（暑假期间开放

时间为每天 7:30—21:30；寒假期间开放时间为每天 7:30—21:00），非我

校读者禁止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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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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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每天将对自修室内占座物品、书籍集中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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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间下自习离

开时请关闭空调。人为造成室内公共设施损坏，视情节给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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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主页 

图书馆主页是读者全面了解图书馆资源、服务、规章制度的重要渠道。 

登陆网址： http://lib.hfut.edu.cn 

 

图书馆网站的资源与服务：

 

 

http://lib.hf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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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我的图书馆” 

 

登录后可以修改信息和密码，进行个人信息的完善；同时验证有效

E-mail，以便今后找回遗失的密码。 

 

 

★ 进入“我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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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图书馆主页右上方“我的图书馆”图标即可登录，登录用户名是

学号，默认密码是身份证后六位（X 需大写），进入系统后可重新设置密

码和修改个人信息。 

★ 进入“信息门户”中的“图书系统” 

点击合肥工业大学主页，以个人 ID 进入个人“信息门户”，点击“图

书系统”即可登录到“我的图书馆”。 

★ “我的图书馆”为您提供如下信息及服务： 

1. 馆藏书目检索功能 

2. 个人信息查询内容 

※ 证件信息：查看个人信息及您目前在图书馆的各类借阅权限，可

修改您的密码及联系方式； 

※ 当前借阅：查看您在图书馆当前的借阅情况及借阅历史，可在本

人借阅记录上进行网上续借； 

※ 借阅历史：查看您在本馆所有的图书借阅信息； 

※ 荐购历史：查看您所有的图书荐购信息； 

※ 预约、委托信息：查看您的预约图书、委托图书信息及到书情况； 

※ 我的书架：收藏您感兴趣图书的馆藏书目信息； 

※ 书刊遗失：查看您所遗失书刊的相关记录； 

※ 读者挂失：如果“校园一卡通”丢失，可以即刻在网上挂失； 

※ 账目清单：查看您在图书馆发生的各类财经信息； 

※ 违章缴款：查看您在图书馆发生的违章记录及缴款信息； 

※ 我的书评：查看您所有的书评信息； 

※ 检索历史：利用馆藏目录系统进行的相关检索信息； 

※ 我的课程：扩展的课程参考书功能，读者通过课程关注，可方便

实时的查看关注课程所包含的参考书阅读情况； 

※ 我的积分：属于个人专属定制。读者在图书馆主动参与的任何事

情都可以获得积分，包括客户端，OPAC，掌上门户，掌上 APP，微信等，

所获得的积分可以通过一定途径使用。 

★ 借阅书刊状态查询 

“我的图书馆”中“当前借阅”一栏里有您当前所借图书及应还日期

列表，请经常登录查看状态，按时还书或进行网上续借。 

★ 网上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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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延长所借图书期限，请使用续借功能。您可以在“当前借阅”列

表里点“续借”按钮，直接办理网上续借。只能在图书到期日前 7 天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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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上预约 

在“我的图书馆”中进行书目检索，如您所需的图书在所对应的馆藏

地均处于“借出”状态时，可进行“读者预约”操作，请注意正确选择取

书地点。预约图书回馆后在预约架上保留 3 天，已预约到馆的图书在图书

馆总服务台办理借阅、取书手续。 

★ “我的图书馆”密码找回 

修改后如果忘记了密码，请携带校园一卡通到图书馆总服务台办理密

码重制或通过在“我的图书馆”里验证的 E-mail 重置密码。 

★布克家（Book+） 

 

布克家是“我的图书馆”的升级版，在提供个人全面“借阅信息”同

时，增加了独立个性化的文献特别关注与荐购版块，“推荐图书”、“期刊

推送”、“我的书架”。 

※ 借阅信息：当前借阅、借阅历史、预约纪录、超期信息、缴款记

录、委托信息、证件信息、馆际互借。 

※ 推荐图书：在荐购历史、图书推荐基础上增加热门借阅、豆瓣热

评、征订目录浏览、征订分类浏览。 

※ 期刊推送：包括订阅期刊、我的期刊二个部分，全面揭示读者所

关注的个性化期刊文献信息。 

※ 我的书架：收藏您感兴趣图书的馆藏书目信息。我的藏书、读过

的书、我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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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学生专区” 

图书馆主页上依据读者类型访问需求设立了不同读者专区版块：学

生、教师及访客三个专区。其中“学生专区”将本馆为同学们提供的常用

资源与服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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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有：入馆测试、我的图书馆、书目系统、座位系

统、开放时间、常用资源、图书荐购、手机图书馆、教育培训、论文提交

等。 

 

 

※ 入馆测试：新生利用“入馆测试”平台学习和考试，通过《本科

生读者指南》手册及培训课件等的学习，旨在帮助新生尽快熟悉图书馆。

考试通过后自动开通书刊借阅权限。 

※ 常用资源：图书馆订购及试用的中外文数字资源。  

※ 座位系统：自修室座位选座系统，可在线预约座位或到馆后在选

座机现场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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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培训：图书馆开设的公选课及相关培训，通过学习可以更好

的有的放矢地帮助同学们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 

※ 图书荐购：你想要的图书馆没有订购与收藏的图书，可以通过图

书荐购的方式向图书馆推荐。 

※ 手机图书馆：点击进入合肥工业大学手机图书馆，快捷、简便，

随时随地访问图书馆资源。 

※ 开放时间：准确地列明图书馆各部室的具体开放时间。 

※ 书目系统：快速了解图书馆所藏书刊基本信息和馆藏信息，帮助

同学们便捷找到所需要的纸质文献。 

※ Ask me：点击进入图书馆咨询服务平台，通过常用问题、在线咨

询、留言板、QQ、电话等多种方式与图书馆员互动。 

※ 我的图书馆：找书、借书、还书、续借、预约、荐购图书等多种

功能。 

 

 

 

 

 

 

 

 

 

 



18 

 

新生入馆测试 

 

 

一、快捷登录：图书馆主页——常用链接——服务——入馆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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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登录：图书馆主页——服务——教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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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后系统自动开通校园一卡通借阅权限。 

PC 端入馆测试登录：http://210.45.243.44/lres/web/index.html#/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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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图书馆读者教育培训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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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登录后可以看到工具栏有“在线学习”和“在线考试”，必须先学习

满 30 分钟才能参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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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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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参加“普通考试”（即正式考试）。   

 

五、交卷后，系统会显示得分和是否通过测试。80 分及以上系统显示

测试通过，自动开通校园卡的借阅权限，成为图书馆的正式读者；显示未

通过则必须重新进行测试，直至通过（示例界面仅用于操作指南用）。 

 

入馆测试可以在 PC 端进行，也可以在手机端进行（规则同 PC 端）。

微信扫码进入系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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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分钟即可参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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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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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满后会出现“普通考试”，可以参加正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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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图书的查找与借还 

“馆藏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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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馆藏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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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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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查询具体图书的索书号、馆藏地和借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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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藏目录”系统“题名”途径，获得此书馆藏信息

（索书号、馆藏地、图书借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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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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图法）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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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科图法）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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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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

学院图书分类法》：索书号=分类号/著者号(本馆 2009年 11月前)。 

★ 图书查找规则：根据图书的索取号，即：书脊标签上或图书背面

右上角的号码进行排架及查找。 

★ 索书号排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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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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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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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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借还书流程 

 通过互联网或在检索机上使用主页
“书刊查询”查询所需图书的索书号、

馆藏地及在馆可借等信息。

当所需图书在各馆藏
地均已借出时，可登
录“我的图书馆”后

进行网上预约。

到借阅点办理
借阅手续。

图书借阅期间请登录
“我的图书馆”查询
到期时间，按期归还
或进行网上续借。

进入对应馆藏地，
根据索书号查找图

书。

到还书点办理还
书手续。

登录图书馆主页—
电子资源—中文资
源—畅想之星非书
资源管理平台，进
入畅想之星随书光
盘中心检索并可以

下载使用。

南区和翡翠湖校区图
书馆的书可以通还。

本馆纸本、电子均
未收藏的图书、期
刊、会议论文等可
通过馆际互借和文

献传递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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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自助借还操作流程 

                借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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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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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座位预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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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施行“座位管理系统”。 

    一、预约

预约。

通过网络在前一天9:00到第

二天7：30之间进行预约。

根据座位号对号入
座，未刷卡读者不可

使用该座位。

预约成功后在第二天8:30之
前到馆刷门禁卡入馆，不需

要在座位机上刷卡了。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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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座 

 

选座。

读者持本人校园卡在图
书馆选位机点绿色可选

区域选座。

根据座位号对号入
座，未刷卡读者不可

使用该座位。

刷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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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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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开 

 

临时离开。

在选位机上选
择“临时离

开”。

系统保留座位60
分钟。

刷卡。

如果从图书馆门禁刷卡
进入，不需要再在选位
机上刷卡了。（规定时
间未回，座位取消，并

记违规一次。）

完成。

完全离
开。

在选位机上
选择“完全
离开”。

刷卡。

完成。

返回刷卡（若规定时
间内未返回刷卡，系
统释放座位供他人使

用，并记违规一
次。）

不离馆

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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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用户名、密码同“我的图书馆”的用户名、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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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区

域为可选座位。 

    四、违规 

1．预约成功的读者必须第二天 8:30之前到图书馆自助选座机上

刷卡使用该座位，超过 8:30未刷卡的读者取消预约座位并将被记违规

1 次； 

    2.已选取座位的读者无论何种原因离开座位，均需在选座机上刷

卡，否则系统将对该读者记违规 1次； 

    3.选座累计违规 3 次，该读者即刻起 10天内暂停“座位管理系

统”选座资格。 

五、其他 

1. 翡翠湖校区馆配有选座机 4台，分别位于一楼大厅、二楼环型

自习区、三楼、五楼自习室入口；屯溪路校区馆配有选座机 1 台，位

于屯溪路校区馆西楼二楼大厅。各机器功能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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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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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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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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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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主页——常用链接之“服务”版块——研修间： 

 

研修间预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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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通报 

 

读者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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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传递 

 
★ 无法自主获取全文的，请填写申请单发送电子邮件给图书馆文献

传递员：lihaode2007@126.com 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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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室），电话：0551-62901301，0551- 62901297 

http://210.45.242.3/sqd.doc
mailto:lihaode2007@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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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查新 

 

★ 联系部门：教育部科技查新站（屯溪路校区图书馆东楼 202、203

室），电话：0551-62901301，0551- 62901297 

参考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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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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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下的图书馆 

 

超星移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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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访问入口 

通过图书馆主页“资源”—“校外访问”入口，在校外轻松享用图书

馆的各种数字资源和服务。 

 

 

★ 易瑞授权访问系统提供了在校外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功能。 

★ 学生无需单独注册，账号为学号，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末尾 X

须大写）。 

联系电话：0551-62901292（屯溪路校区） 

0551-63831080（翡翠湖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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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信息检索高手 

当今信息时代，信息资源可谓浩如烟海，如何在这其中找到自己所需

要的信息，而又不迷失其中？ 

★ 图书馆开设若干门本科生文献信息素养公选课，都是正式列入学

校教学计划的学分课，如《图书馆利用教育》、《计算机信息检索》等，欢

迎同学们选修。 

★ 图书馆定期（每周四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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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提供。 

             十大文献信息源 

文献按其出版形式划分是一种最常见的分类方法。科技文献按其出版

形式可划分为以下十大类，通称“十大文献信息源”。 

 

图书 (Book)——是一种最传统的文献表现形式，篇幅大于 48 页，并构成

一个书目单元的文献。可分为阅读型和工具型两种。 

主要著录特征：主要责任者、书名（版本）、出版社、出版地、出版

年、ISBN 号。 

例：徐军玲．实用科技信息检索与利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ISBN978-7-309-08287-6 

 

期刊 (Journal／Magazine)——是指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出版、汇集多位著

者的多篇著述，并编有时序号或数序号的出版物。 

主要著录特征：作者、文章题名、刊名(或缩写)：年、卷、期号；页

码、ISSN 号。 

例：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 高等理科教育，

2004（1）：46-52  ISSN1000-0402 

会议文献 (Conference Document／Conference Paper)——在国际、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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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级重要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和报告。 

主要著录特征：会议名称、时间、地址、会议录出版单位及其地址、

出版年份、会议录提供单位及其地址、页码等。 

例：XXX．[题目]，第 X 届全国高分子化学学术会议论文集，天津：

6 月 7 日-11 日 1997: 25-26 

 

专利文献 (Patent Document)——在专利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官方文

件和有关出版物的总称。广义专利文献是指专利局出版的与专利有关的各

种文献，如专利公报、专利文摘、分类表、检索工具、说明书以及与专利

有关的法律文献等。狭义专利文献仅指专利说明书。 

主要著录特征：专利号、专利国别、专利权人、专利优先日期(公开日

期)、出版时间等加以识别。 

例：B．TEbihara．[Title]．U.S. Patent 4527092. July 1985 

 

标准文献 (Standard Literature)——是一种规范性的技术文件，它是在生

产或科研活动中对产品、工程或其他技术项目的质量、品种、检验方法及

技术要求所作的统一规定，供人们遵守和使用。分为国际标准、区域性标

准、国家标准、专业性标准、企业标准等。 

主要著录特征：标准级别、标准名称、标准号。 

例：GBfT50269-97．XX 动力特性测试规范．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科技报告 (Science & Technical Report)——科研人员围绕某一专题从事

研究取得成果以后撰写的正式报告。 

主要著录特征：报告名称、报告号、报告单位、出版年。 

例： Bummes J S.Application of approximation theory in antenna 

design,signal processing and filtering,Final report.AD-A244-725 

 

政府出版物 (Government Publication)——各国政府部门及其所属专门机

构发表、出版的或是通过指定出版商出版的文献。 

学位论文 (Dissertation／Thesis)——高等学校毕业生和研究生为获得学

位提交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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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录特征：学位、论文名称、颁发学位的单位及其地址、授予学

位的时间、指导老师等。 

例：J．M．Brazio．[Title]．[ph．D．Dissertation]．Dept．Chemical 

Engineering，Stanford  Univ.，Stanford，CA，June 1998． 

 

档案文献（File／Archive）——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机构在信息资源

开发、运行及操作等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并且

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保管起来的文件材料。 

 

公司产品资料 (Company&Products Data)——各国厂商为了推销产品而

出版发行的一种商业性宣传资料。 

主要著录特征：公司名称、地址、产品名称等。 

 

常用计算机检索技术 

信息检索——从信息集合中找出所需信息的过程，也就是通常所提及

的信息查寻（Information Retrieval 或 Information Search）。 

 

 

一、布尔逻辑检索 

运用布尔逻辑算符（Boolean operators）对检索词进行逻辑组配，表达

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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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词检索 

将截词符号“？”、“*”或“$”加在检索词的前后或中间，以检索一

组概念相关或同一词根的词。目的是扩大检索范围，提高文献的查全率。 

符号 意义

*
零个或多个字符
gene *
gene，genetics，generation

$ 零或一个字符
colo$r
color，colour

?
只代表一个字符
en?oblast
entobast，endobiast

 

三、短语检索 

在检索表达式中通常用“”表示。含义：对一种固定词组的检索，固

定词组不可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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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词组检索
如果希望精确地检索某个短语，应将其放置在“”号内。
例如：“Stem cell”

Same算符连接的关键词必须在同一句话内，但关键词前后
顺序不限。在关键词字段检索时，利用“Same”连接符得
到的检索结果是同一个短语中出现的检索词的记录。

 

四、词间位置检索 

运用位置算符（position operators）表示两个检索词间的位置邻近

关系，又叫邻接检索（proximity）。 

算符 功能 表达式 检索结果

W, W/N with

within 

两词相邻，按输入时顺序
排列

（也有数据库允许顺序颠
倒）

Education(W)school,
或

Education with school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schools

（school of education

schools of education）

nW 同上，两词中间允许插入
n个词

Education (1W) school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schools

Education and music
school

School of continued 
education 

Pre 两词相邻，按输入顺序排
列

Education Pre school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schools 

N, near, adj 两词相邻，顺序可以颠倒 Education (N) school, 或

Education near school

Education school

Education schools

School of education

nN 同上，两词中间可以插入n个
词

Education (1N) school Education school

School of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music
school

F ，same，near 两个词同在一个标引字段中 Education (F) school 例如同时出现在题名或文摘
字段中

F ，same，near 两个词同在一个段落
（paragraph）中

Education Same school 同时出现在一个段落中

 

这种检索技术通常只出现在外文数据库中，在全文检索中应用较多。

如果说布尔逻辑算符是表示两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位置算符表示的就

是两个概念实际物理位置关系 。 

中文数据库词间位置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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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字段限定检索 

组成数据库的最小单位是记录，一条完整记录中的每一个著录事项

为字段。 

基本字段 字段代码 辅助字段 字段代码

文摘（Abstracts) AB 作者（Author) AU   

题目（Title Word) TI 作者机构
(Corporate Source)

CS

叙词（Descriptor） DE 刊名（JOURNAL
NAME)

JN

主题词（Subject) SU 年代(Publication 
YEAR)

PY

 

常用网络检索技巧 

一、网页搜索范围 

1、 搜索范围限定在标题中—— intitle：使用方式是把查询内容

中特别关键的部分用“intitle：”标引起来。如，找有关合肥工业大学

的就业信息，可以查询：合肥工业大学 intitle：就业信息  

注意：“intitle”：和后面的关键词之间不要有空格 

2、 搜索范围限定在特定的站点中—— site：使用方式是在查询

内容的后面加上“site：站点域名”。如，在“合肥工业大学网”中检

索有关“培训讲座”的文章，可以查询：培训讲座 site：hfut.edu.cn，

其中“hfut.edu.cn”为站点名 

注意：“site：”后面跟的站点域名不要带“http://”；“site”：和站

点名之间不要有空格 

3、 搜索范围限定在URL连接中——inurl：使用方式是用“inurl：”

后跟需要在URL中出现的关键词。如，找关于office2019的使用技巧，

可以查询：“office2019 inurl：jiqiao”，这个查找串中的“office2019”

可以出现在网页的任何位置，而“jiqiao”则必须出现在网页URL中 

注意：“inurl”：和后面的关键词之间不要有空格 

二、网页搜索特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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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求搜索结果中不含特定查询词— - ：如果希望网页搜索

结果不包含一些特定的关键词，可以用减号“-”去除。如，搜域名

时却发现很多关于虚拟主机方面的网页，可以查询：域名 -主机 

注意：前一个关键词和减号之间必须有空格，减号和后一个关键

词之间有无空格均可 

2、 搜索特定文件类型中的关键词——filetype：以“filetype：”

搜索对象做限制，冒号后是文档格式，如 PDF、DOC、XLS等。如，

信息检索 filetype：PDF，搜索结果包含信息检索的PDF格式的文档 

注意：filetype和后面的关键词之间必须有空格 

 

图书馆常用数字资源一览 

 
访问数据库方式：图书馆主页——资源——数据库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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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中外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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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引文数据库 

 

多媒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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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使用指南 

打开图书馆主页，点击快速导航条“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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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壁 

 图书馆主页的网址是什么? 

    图书馆主页网址：http://lib.hfut.edu.cn，不仅全面反映了图书馆

文献资源和服务信息，而且提供了许多网络链接，通过它，读者可以轻松

地获取图书馆各项服务及高品质中外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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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

想借书，需要参加图书馆新生“入馆测试”，考试合格后（>=80 分）自动

开通借还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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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登陆入馆测试页面：http://210.45.243.12，更多资料栏目

里列明了《读者指南》及相关培训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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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自助借还机上借书、查询借阅信息、缴纳超期罚款等； 

(3)在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刷卡免费上机； 

(4)使用图书馆提供的各类其他服务。 

 请问新生可以借几本书？借书期限有多长？ 

    本科生可借阅 20 本/人，其中文艺类 3本/人，每本书可以借阅 60天。

除文艺类之外的图书均可续借一次，续借期限为 30天。 

 进入图书馆该如何找书? 

    读者找书大致分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种：有明确的借阅目的，有具体的书名或作者。这种情形时，您

可以首先通过图书馆公共联机检索系统（OPAC），即图书馆主页上“馆藏

书目系统”，从作者、书名或 ISBN等途径，检索到该书的索书号及馆藏地，

就能有针对性地到相关图书借阅处借书。 

第二种：若您只想简单了解某类或某方面图书的信息。可以通过图书

馆公共联机检索系统，输入“任意词”或“主题词”进行检索，然后在搜

索出来的信息中寻找自己需要的图书。   

第三种：没有明确的借阅目的。这种情形就可以直接到图书借阅处随

http://lib.hfut.edu.cn/
http://210.45.2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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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浏览，以捕捉到自己需要的图书。 

  图书馆主页上“我的图书馆”有哪些用途？ 

“我的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网上书目信息检索及个人信息查询

服务平台。进入“我的图书馆”可以完成找书、查询借阅信息、办理预约、

续借、新书荐购等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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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尾为 X需大写）。

登录修改后如果忘记了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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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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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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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I313.45/743；2009.11月前馆藏图书索

书号:《科图法》图书分类号/著者号 如：46.352/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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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看整个数字的大小）；如 F0、F1、F11、

F111、F2、F3…..F7 等 。分类号完全相同再看种次号大小。最后，可以

准确找到图书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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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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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在网上“馆藏书目系统”中查到的显示“可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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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读者拿书阅览后随意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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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办理图书的借阅、归还手续？ 

    借书：在图书馆主页“馆藏书目系统”中查找需要的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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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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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核对显示图书归还信息。 

  办理图书续借需要到图书馆吗？ 

    办理续借，可自行在图书馆主页“我的图书馆”或图书馆内提供的自

助借还机上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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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书、已过期图书或被他人预约的

图书不可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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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书回馆后会为你保留 3

天，你可以去相应馆总服务台办理借阅手续。 

  持有过期图书是否影响继续借书？ 

     持有过期图书会停止借阅权限，必须先还掉过期图书，并交纳罚款

后才能继续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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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使用校园卡内余额缴纳

罚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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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快速得知我要的图书在图书馆有没有？ 

在校园网任何联网的电脑上利用图书馆书目查询系统检索图书，图书

馆各借阅处也提供电脑查询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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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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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等相关业务的提醒服务。 

  数据库常用检索技术有哪些？ 

    主要有布尔逻辑检索、截词检索、词间位置检索、字段限定检索、短

语检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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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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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在办公室缴纳现金。 

  如何了解图书馆购买的最新图书？ 

直接点击图书馆主页右边的快速导航键“新书推荐”进入书目检索系

统的“新书通报”，可以看到本馆最近半年的新书书目。读者可以根据所

需选择日期、馆藏地及文献类型，点击“查看全部分类新书”进入查询，

并可继续点击相应书名查询具体信息。  

  如何向图书馆推荐购买书籍？ 

登录图书馆主页，在常用链接“互动”栏下 “读者荐购”，填写相关

书目信息即可向图书馆推荐购买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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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及时了解图书馆的新资源、新服务? 

图书馆的新资源、新服务以及有关的通知，会在图书馆主页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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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中及时发布，请访问图书馆主页了解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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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资源等。 

校外可以通过“易瑞校外授权访问系统”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登录

用户名为学号，默认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X需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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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图书联机检索系统）中，查到某本

书的详细页面中会显示“光盘”字样，点击后就可以访问随书光盘系统下

载光盘镜像。 

（2）中文资源中“畅想之星”、“博云”非书资源管理平台提供随书

光盘的检索和下载。 

  图书馆里有哪些自助设备？ 

    图书自助借还机、阅览室自助选座机、电子报刊阅读机、馆藏目录查

询机、大 PAD+数字阅读机、本科教学自助服务系统等。 

  图书馆订购的电子图书怎么查询和阅读？ 

图书馆拥有 470多万册的电子图书，打开图书馆主页，点击“资源”

进入数据库导航“按类型——电子图书”，进入相关电子图书数据库查询

和阅读。（注意：部分电子图书需要安装专用阅读器，请留意下载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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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话咨询、

邮件咨询、QQ咨询、微博咨询等与图书馆员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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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使用座位管理系统。读者通过馆内的“自助选座机”或者图书

馆网页上“学生专区”版块里“座位系统”完成阅览座位的预约、选座等。 

  期刊的现刊和过刊如何划分？ 

现刊是指当年出版的放置在现刊架上的期刊，或上一年出版但仍放在

现刊架上尚未装订成合订本的期刊。过刊是指往年出版的、已装订成合订

本并放在过刊阅览室的期刊。 

  期刊、报纸在哪里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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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湖校区读者在图书馆三楼 B301，屯溪路校区读者在图书馆西楼二

楼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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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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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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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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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主页上“学生专区”可以提供哪些服务内容？ 

入馆测试、我的图书馆、书目系统、座位系统、开放时间、常用资源、

图书荐购、手机图书馆、教育培训、论文提交等。 

  图书馆主页上“Book+(布克家)”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Book+(布克家)是“我的图书馆”的升级版，增加了独立个性化的文

献特别关注与荐购版块，“推荐图书”、“期刊推送”、“我的书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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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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KI 

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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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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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pac 多媒体 图书拓展信息服务系统 

7 
维普中文 

科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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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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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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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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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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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 

17 
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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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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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itilibrary 台

湾学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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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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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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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科领域 

23 
SYNC 教学 

资源库 
多媒体 

教学课件素材资源库，包括教学课件、电子教案、

动画素材、图片集锦、音频素材、视频素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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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星出版平台 电子期刊 
包含全学科领域电子期刊不少于 6,500 种，其中

核心期刊有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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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研全球科研

项目数据库 
科研项目 

包含科研项目数据不少于 900 万个，科研成果不

少于 2,000 万条，涵盖全学科领域，具有多个主

流语种 

29 

人大“复印报

刊资料”全文

数据库 

报纸、电子

期刊 

包含 2013 年以来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数据，

期刊数量不少于 125 种。涵盖政治学与社会学类、

法律类、哲学类、文学与艺术类、教育类、经济

学与经济管理类、历史类、文化信息传播类等 

30 北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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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想之星”

非书资源 

管理平台 

多媒体 
对随书光盘资料实现整合的管理和服务的平台，

光盘配套覆盖率不低于 95% 

32 
51CTO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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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RS 电子资源 数据分析 从图书馆馆藏、数据库、学科等多角度对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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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绩效分析

平台 

工具 资源进行利用绩效评价分析，提供针对性学科资

源保障及利用服务的数据的平台 

34 
“书香合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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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出版社文泉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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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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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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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发行的电子图书不少于 26,680 种 

45 方正电子图书 电子图书 电子图书 4,000 种；2018 年新增 2014-2017 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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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发行的全学科类电子书，数量 15,900 种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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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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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NoteFirst 

文献管理软件 

文献管理

软件 

一款专门为有论文写作需求的科研人员开发的

文献收集、文献管理、论文写作、论文发表、论

文仓储的全流程服务软件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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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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direct 全文

期刊 

电子期刊 

全球著名出版公司，全世界最大的科学、科技、医学

全文与书目电子资源数据库。涵盖约 2,200 种期刊，

其中 82%被 SCI 收录 

2 

ProQuest 

Ebook 

Central 

电子书 

整合了 27 万种权威图书和文献，覆盖商业经济、社

科人文、计算机、工程技术、医学等 17 个领域。我

馆购买了科学技术和商业经济专辑的 48,445 种图书 

3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科研分析

工具 

Journal Citation Report（期刊引证报告）提供基于引

文数据的统计信息的期刊评价资源 

4 

德温特专利

索引数据库

(DII) 

专利文摘

索引 

支持快速而精确的专利和引文检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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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 

全球在理工科领域的重要二次文献数据库之一 

7 
EV 

Compendex 

索引 

数据库 

工程领域权威的文摘索引数据库 

8 

Encyclopedi

a Britannica 

Online 

事实型 

大英百科全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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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ook 

电子书 

收录了 1761 年至今超过 272,346 种外文电子书，我校

可访问 2005 至 2019 年出版的 80,046 种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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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eTel 国外

高校多媒体

教学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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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scinet 

及电子刊 

电子期刊 

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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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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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引文索

引（SCIE） 

索引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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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多种国际性、高影响力的学术期

刊 

14 SLCC 电子期刊 

包含超过 1,100 万篇科学文献，3,000 份实验室指南以

及超过 27 万份期刊论文，涵盖学科广泛。出版的期

刊 60%以上被 SCI 及 SSCI、EI 等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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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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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 电子期刊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出版的多学科专业全文数据库，是

化学化工和相关学科研究的核心馆藏之一 

17 

SAGE 

IMECHE 

期刊 

电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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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L  
综合 

数据库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 是 IEEE 旗下最完

整的在线数据库资源，提供当今世界在电气工程、通

信和计算机科学领域近三分之一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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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Nature 电子期刊 
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科技期刊，自从 1869 年创刊以

来，报道和评论全球科技领域里最重要的突破 

20 
ACS美国化

学学会 
电子期刊 

60 种期刊中 52 种期刊被 SCI 收录，23 种期刊的影响

因子超过 5，《美国化学会志》是 ACS 的旗舰刊 

21 
ACM 美国

计算机协会 
电子期刊 

在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工程领域收录的 107 种期刊中，

ACM 有 16 种被收录，其中 9 种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

前五十 

22 
WILEY 

在线期刊 
电子期刊 

订购的 1,027 种合集期刊中，254 种期刊在所属学科

类别中排名前 25% 

23 

Incites 科研

管理分析 

平台 

数据分析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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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辅助管理人员更高效地制定战略

决策 

24 
美国科学院

报 PNAS 
电子期刊 

世界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综合学科刊物之一 

25 
T&F 科技 

期刊库 
电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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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 全

球材料性能

数据库 

事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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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 

是一个研发应用平台，提供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化学

及相关学科文献、物质和反应信息 

28 

PQDT 学位

论文全文 

数据库 

学位论文 

世界著名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有欧美 2,000 余所

大学 270 多万篇学位论文，涵盖文、理、工、农、医

等各个学科领域 

29 Emerald 电子期刊 
包含 212 种的管理学术期刊。 Emerald 工程学期刊合

集包含 26 种期刊 

30 EBSCO 电子期刊 ASP（综合学科学术文献大全）有 2,800 多种全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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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BSP 刊同时收录于 WOS，BSP（商管财经学术文献大全）

有 500 多种全文期刊同时收录于 WOS 

31 
ASME 

全文期刊库 
电子期刊 

收录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绝大多数出版物，收录

文献已超过 20 万篇。该数据库含有 32 种期刊，是机

械工程及其相关学科的权威期刊 

32 
ProQuest 

Central 
电子期刊 

提供的学术期刊，有 2,700 多种被 SCIE 收录；1,300

多种被 SSCI 收录；550 多种被 A&HCI 收录 

33 
ASCE 

全文期刊库 
电子期刊 

是全球最大的土木工程出版机构，包括期刊和会议

录，主要学科范围为土木工程、建筑学、地质工程、

城乡规划学。已有 28 种期刊被 SCI 收录 

34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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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的 60 种电子期刊，有 58 种被 SCI

收录 

36 OSA 电子期刊 
美国光学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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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物理联合会，出版有 13 种物理学术期刊 

38 APS  电子期刊 
美国物理学会，出版了 81 种物理类学术期刊。其中，

物理评论系列期刊在学界具有极高的声誉 

39 MSP 电子期刊 
数学科学出版社，共出版有 12 种数学期刊，出版的

期刊涵盖整个数学领域 

40 
牛津期刊 

现刊库 
电子期刊 

收录了 357种期刊，其中 80％的牛津期刊被 SCI、SSCI

和 AHCI 收录，我校可访问其中 234 种 

41 EBSCO  电子期刊 共有 6,800 多种全文期刊，同时收录于 Web of Science 

42 SAE  

电子期

刊、技术

报告 

国际汽车工程师学会，收录了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

出版的技术报告超过 22 万份；收录 12 种学术期刊 

43 IWA  电子期刊 
国际水协会，IWA 数据库共有 12 种在线全文期刊，

且全部被 SCI 收录 



67 

 

44 IOP  电子书 英国物理学会的物理图书集合。我校可访问 335 种 

45 
Emerald 

电子书 
电子书 

出版 3,000 多种人文社科图书，其中约 80%被 BKCI

收录，90%被 Scopus 收录。我校可访问 1,999 种 

46 
爱思唯尔 

电子图书 
电子书 

已集成于 Science Direct 平台上，方便一体化检索和阅

读。我校可访问 3,758 种 

47 
ASCE 

电子图书 
电子书 

全球最大的土木工程专业文献库，我校可访问 369 种

图书 

48 
EBSCO 

电子书 
电子书 

EBSCO 电子图书涉及学科广泛，整合了来自 350 多

家出版机构的电子图书。 我校可访问 258 种，涉及

商业与经济、计算机科学、工程与技术、等学科  

49 
IET 

电子图书 
电子书 

包括 550 多种工程技术领域学术图书，超过 90%的图

书是 1990 年之后出版的，将以每年 50 余种的速度增

加。我校可访问 552 种 

50 

John Wiley 

& Sons 

电子图书 

电子书 

John Wiley & Sons 公司 2015-2017 年出版的材料科

学、地球科学、电子电气工程、工业工程、化学化工、

环境学等 18 个学科包，我校可访问 1,790 种 

51 
 EMS 

电子书 
电子书 

欧洲数学学会高质量的数学学科电子书，覆盖了整个

数学领域。我校可访问 203 本 

52 
SAE 

电子图书 
电子书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我校可访问电子图书 215 种 

53 
SPIE 

电子图书 
电子书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我校可访问 339 种电子图书 

54 
RSC 

电子图书 
电子书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电子图书产品集合，全库共计电子

图书 2,078 种 

55 
WORLDSC

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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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pringer 

Nano  

事实型 全球最大的纳米材料数据库，提供最全面、最前沿的

纳米材料数据信息整理汇总报告、文献与专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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