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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入馆测试 

新生入馆测试是大学生入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引导新生

读者了解图书馆、热爱图书馆，掌握图书馆各项借阅规则，从而合理

有效地利用图书馆。也是为了考察读者是否已了解图书馆的一些基本

知识，以便于图书馆的管理。 

如何进行入馆测试呢？ 



新生入馆测试 

一、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http://211.86.191.23:8088/rd_edu.aspx，将进入如下
页面： 



新生入馆测试 

二、关注黄山学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

角“常用服务”中的“入馆教育测试”项，输入账号

（学号/读者号）后按照提示答题，共20题，答

对15题即通过考核，获得借书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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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图书馆概况 



 黄山学院图书馆创建于1978年，其前身分别是徽州师专图书馆和黄山高专图书
馆。2002年2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黄山学院，我馆
也正式更名为黄山学院图书馆。图书馆由率水校区逸夫图书馆和横江校区图书
馆两个部分组成，建筑总面积约3.8万平方米。现有各类型阅览室15个和1个密
集书库，阅览座位1400余席，平均开馆时间101.5小时/周。 

 截止到2020年12月，馆藏纸质图书达155万册，电子图书347万册，在订中文期
刊971种，报纸52种,并拥有55个中外文数据库。  

 图书馆实行藏借阅一体化全开放的服务模式，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手段为读者
提供图书借阅、报刊阅览、数字资源利用、公共查询、续借、荐购等服务，通
过校园一卡通对读者进行服务管理，实现藏、借、阅、咨询及检索五大功能。  

 馆内完善的计算机集成管理系统，集采访、编目、典藏、流通、阅览、公共查
询、期刊管理、统计信息和读者信息查询等功能为一体，实现了图书馆全部业
务流程的自动化和网络化管理。 

图书馆介绍 



1.1馆舍 

 黄山学院图书馆现有率水校区逸夫图书馆和横江校区图书馆两座馆舍。  

 

 在率水校区逸夫馆内设有期刊阅览室、建筑艺术阅览室、文学图书第一阅览室、
文学图书第二阅览室、社会科学第一阅览室、社会科学第二阅览室、社会科学
第三阅览室、自然科学第一阅览室、自然科学第二阅览室、外文图书阅览室、
样本图书阅览室、教师资料中心、工具书阅览室、徽州文化资料中心等14个大
型阅览室以及一个密集书库。 

 

 横江校区图书馆现有一个大型的综合阅览室和一个24小时全天开放的自习室。
此外，横江校区图书馆开通了RFID自助借还系统，读者可以自助借还图书。 



1.2图书馆人员 

随着学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图书资料的不断增加，本馆的工作
人员也随之增加,在职工作人员41人，其中正高职称1人，副高职
称4人，中级职称17人，其他人员17人，硕士学位8人，本科学历
19人。 

 

根据本馆的性质和任务，设有馆长办公室、采编、流通、期刊、
技术、参考咨询、教师资料中心、特藏等八个职能部门。 



1.3馆藏 

 

图书馆围绕学校学科建设和专业发展，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文、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种类型、多种载体的综合性藏书体系 

 

纸质藏书总数已达155.03万册  

 

现刊971种  

 

报纸52种  

 

电子图书347万册 

 

中外文数据库55个  



2、馆藏分布 

逸夫馆二楼总咨询台 

 

逸夫馆二楼大厅入口的东南侧
设有总咨询台,主要解答读者利
用图书馆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馆藏分布 

逸夫馆二楼门禁系统 

 

门禁系统的作用是提醒读者进
入图书馆一定要刷卡,出门时不
要忘记对携出的图书办理借阅
手续。 



馆藏分布 

逸夫馆二楼检索大厅 

 

逸夫馆二楼检索大厅内共有6台
计算机检索终端。读者可通过
检索终端快速检索到所需图书、
馆藏文献的状况、读者借阅信
息、图书在架情况等，并可以
实现网上续借图书、修改密码
等功能，方便读者使用。 



馆藏分布 

逸夫馆二楼期刊阅览室 

期刊阅览室位于逸夫馆二楼的
北面，陈列当年各类报纸、期
刊及历年来的过刊合订本，室
内期刊实行全开架阅览，一律
不外借，读者阅毕报刊后请放
回原处。 



馆藏分布 

逸夫馆二楼建筑艺术阅览室 

 

建筑艺术阅览室位于二楼的西
面，主要收藏艺术（J）、建筑
（TU）类图书，部分图书对外
借阅，也可供读者室内阅读。 



馆藏分布 

逸夫馆二楼文学图书第一阅览室 

 

文学图书第一阅览室位于二楼
的南面，主要收文学大类下的I0

文学理论、I1世界文学及I2中国
文学类下的文学理论、作品集、
诗歌韵文、戏剧等，该室图书
可外借，也可供读者室内阅读。 



馆藏分布 

逸夫馆电梯口 

 

逸夫馆每一层电梯口的醒目位
置，都有逸夫图书馆的整体布
局图。布局图显示出逸夫馆每
一层楼的功能，并把所在楼层
用不同的颜色标出，告诉读者
当前所在的位置。 



馆藏分布 

逸夫馆三楼自然科学第一阅览室 

 

自然科学第一阅览室位于逸夫馆三
楼的西面，该阅览室主要收藏自然
科学总论（N）、数理科学和化学
（O）、天文学地球科学（P）等类
图书,可供读者外借与阅览。  



馆藏分布 

逸夫馆三楼自然科学第二阅览室 

 

自然科学第二阅览室位于逸夫馆三
楼的南面，该阅览室主要收藏生物
科学(Q)、医药卫生（R）、农业科
学（S）、工业技术（T）、交通运
输（U）、航空航天（V）、环境科
学（X）等大类图书，可供读者外借
或室内阅览 。 



馆藏分布 

逸夫馆三楼文学图书第二阅览室 

 

文学图书第二阅览室位于逸夫馆三
楼的北面，该阅览室主要收藏小说
（I24）、报告文学（I25）、散文
（I26）、民间文学（I27）、外国文
学（I3/7）等类图书，可供读者外借
或室内阅览。 



馆藏分布 

逸夫馆四楼社会科学第一阅览室 

 

社会科学第一阅览室位于逸夫馆四
楼南面，该室收藏A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B哲学、宗教，C社会科学总论，D

政治、法律，E军事等五大类图书，
该室图书可供读者外借，也可室内
阅览。 



馆藏分布 

逸夫馆四楼社会科学第二阅览室 

 

社会科学第二阅览室位于逸夫馆四
楼北面，该室收藏F经济、G文化科
学教育体育类图书，该室图书可供
读者外借，也可室内阅览。 



馆藏分布 

逸夫馆四楼外文图书阅览室 

 

外文图书阅览室位于逸夫馆四
楼的西北面，该室收藏了本馆
所有外文原版图书，可供读者
在室内阅览或者借出阅读。 



馆藏分布 

逸夫馆四楼工具书阅览室 

 

工具书阅览室位于逸夫馆四楼的东
面，主要收藏各学科的字典、辞典、
百科全书、年鉴、手册等,室内藏书
不外借，仅供读者在室内查阅。读
者从书架上取书阅览时请使用代书
板。 



馆藏分布 

逸夫馆四楼教师资料中心 

 

教师资料中心位于逸夫馆四楼西面,

该室收藏了图书馆的部分图书和期
刊,仅供教师外借和阅览。 



馆藏分布 

逸夫馆五楼社会科学第三阅览室 

 

社会科学第三阅览室位于逸夫馆五
楼的南面，主要收藏H语言、文字，
K历史、地理，Z综合性图书等三大
类图书。该室图书可供读者外借或
室内阅览。 



馆藏分布 

逸夫馆五楼样本图书阅览室 

 

样本图书阅览室位于逸夫馆五楼的
北面，该阅览室内收藏了本馆大部
分图书的库存本，室内图书不外借，
仅供读者阅览。 



馆藏分布 

徽州文化资料中心 

 

徽州文化资料中心位于逸夫馆五楼
的西面，该室主要收集内容反映徽
州自然和人文，或由徽州籍人士著
述、制作的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
目前重点收集反映历代徽州人口、
土地的契约文书及谱牒、方志等，
该室藏书仅供阅览。 



馆藏分布 

汪世清先生捐赠书室 

 

汪世清先生，安徽歙县潜口人，中
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物
理教育和物理学史研究专家，资深
徽州学家。汪世清先生捐赠书室位
于逸夫馆五楼的西面，该室收藏汪
世清先生捐赠给本馆的一些图书，
供读者室内阅览，不外借。 



馆藏分布 

魏心一藏书陈列馆 

 

魏心一，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副
省长。魏心一藏书陈列馆位于逸夫
馆五楼的西面，该室收藏魏心一先
生捐赠的私人藏书1656册，涉及政
治、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供
读者室内阅览，不外借。 



馆藏分布 

逸夫馆一楼密集书库 

 

密集书库位于逸夫馆一楼的南面,该
库收藏图书馆所有大类中年代较久
且利用率不高的部分图书,可供读者
外借阅读，但不提供室内阅览。 



馆藏分布 

横江校区图书馆三楼综合阅览室 

 

横江校区图书馆三楼综合阅览室主
要收藏统计学、管理学、行政管理、
经济、数学等大类图书，可供读者
外借或室内阅览。 



馆藏分布 

友情提示 

 

 设在二楼大厅及各借阅门口的监测仪对没有办理借阅手续的图书和有
磁性的物质敏感，请同学们自觉办理借书手续、配合检查。凡私自将
图书携出室外者，将给予处罚。 

 图书办过外借手续带出馆时如果门禁系统发出鸣叫，说明此书需重新
消磁，请将此书交给借还处工作人员进行消磁处理。 



3、开放时间 

社会科学第一阅览室 

社会科学第二阅览室 

社会科学第三阅览室 

自然科学第二阅览室 

横江校区综合阅览室 

 

 

教师资料中心 

工具书阅览室 

徽文化资料中心 

 

 

样本图书阅览室 

周一至周日 

上午：8：00-11：30 

下午：14：30-17：20 

周一至周五 

上午：8：00-11：30 

下午：14：30-17：20 

周二、周三、周四 

上午：8：00-11：30 

下午：14：30-17：20 



开放时间 

期刊阅览室 

建筑艺术阅览室 

 

 

 

自然科学第一阅览室 

文学图书第一阅览室 

文学图书第二阅览室 

周一至周日全天开放（含中午） 

上午：8：00——晚上9:30  

周一至周日 

上午 :8:00-11:30 

 下午 :14:30-17:20 

晚上 :18:30-21:30 

（自科一、文学一、文学二周六周日晚上不开放）  
 



开放时间 

外文图书阅览室 

密集书库 

 

 

逸夫图书馆自习室（二） 

 

 

 

横江校区图书馆自习室 

周一至周日7：30——22：00  

周一至周日全天开放 

周一至周五 

外文阅览室上午：8:00-11:30开放 

密集书库下午：14:30-17:20开放  

 



开放时间 

注意 

 

 每周四上午图书馆职工政治理论及业务学习和整理内务，所有阅览室
不开放。 

 法定节假日开放时间根据学校安排相应调整，另行通知。 



入馆须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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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文本预设 

标题文本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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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公约 



1、文明公约 

1.本馆以校园卡为读者证，本校读者必须持校园卡刷卡进入逸夫图书馆；校

外读者凭介绍信或本人有效证件经允许后方可入馆。  

2.图书馆为公共场所，着装应文明整洁，衣冠不整者，谢绝入馆。   

3.读者举止文明，不大声喧哗，保持馆内安静，不在阅览室内接听电话。  

4.爱护馆内书刊，爱护图书馆设备，禁止随意涂抹、刻画等行为。 

5.维护馆内秩序，不可占位，不可随意挪动阅览桌椅。  

6.妥善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勿将贵重物品随意放置，以免丢失。   

7.图书馆是重点防火单位，严禁在任何地方吸烟、用火。   

8.请自觉遵守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争做文明读者。 



2、读者证 

1.本馆以校园卡作为读者证，校园卡是读者出入图书馆的凭证，也是读者借

阅书刊的有效证件。   

2.新生入学即可获得学校统一发放的校园卡，经过入学教育后图书馆会统一

激活校园卡图书借阅权限。   

3.校园卡在图书馆的使用期限为4或5年，因休学、留级等原因需要延长使用

者，须持相关证明来图书馆办理延期手续。   

4.校园卡遗失后，应及时到学校大学生事务中心一卡通窗口办理挂失手续，

因卡遗失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  

5.读者离校时，应持校园卡归还所借图书，并注销图书馆相关服务信息，方

可办理离校手续。   

6.图书馆的相关服务只限持校园卡者本人，校园卡应妥善保管，勿转借他人。 



3、如何在阅览室借阅 

I. 带上自己的校园卡。 

II. 到逸夫馆二楼大厅的检索机上查找所需书目。 

III. 到相应学科阅览室，按索书号在书架上找到

所需要的图书。 

IV. 同学们的校园卡在图书馆借阅权限为10册，

借期为30天，允许续借30天。 

V. 读者还书日期如逢寒、暑假，则顺延至开学

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内归还。 

VI. 请注意不要超期。 



4、如何在阅览室阅览 

I. 同学们在进入各阅览室之前，首先要了解各阅览室图书的收藏类别。 

II. 进入阅览室之后，首先在入口处取一个代书板。 

III. 从书架上取出书刊翻阅时，须将代书板插入该书刊原来位置，以防止书刊

乱架。每次只能拿一本图书或一册期刊。 

IV. 离开阅览室时，请把代书板放回原处。 



图书借还篇 



3 
书目检索 

2 
“我的图书馆”登录 

1 
中图法和索书号 

5 
代借代还 

4 
图书借还 



1、中图法和索书号 

馆藏图书的分类、组织 
 图书分类法是按照一定的思想观点，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结合图书资料的内容和特点，

分门别类组成的分类表。如今国内图书馆使用最广泛的分类法体系，是《中国图书馆分
类法》，简称《中图法》。 

 同学们只要掌握了这本分类宝典的规律，便能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图书。 

 《中图法》是按照学科的不同进行分类的，用英文字母将学科分为22个大类，除了L、M、
W和Y，每个字母都有自己的代表的角色。 



1、中图法和索书号 



1、中图法和索书号 

本馆图书索书号的构成 

 目前我馆使用的是《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
版）制定的规则。索书号是图书馆藏书排架用的
编码，由上下两排组成。在系统中显示为“字母
+数字/数字”（如I247.57/8417）的格式，并以
如图格式贴于书籍的书脊靠下位置。 

 

 索书号由上下两排组成，上排由字母+数字组成，
下排由数字单独组成。 

 字母：代表图书所属类别，如I类为文学类图书，
J类为艺术类图书…… 



1、中图法和索书号 

索书号的含义 

 索书号上排：代表图书分类号。由字母代表图书学科大类，由数字代表该类
别下细分出的小类。上排数字越多，说明该书在本分类下被划分的越细。 

     如I为文学类图书，I1为世界文学，I2为中国文学；I21为作品集，I22为诗歌、
韵文，I23为戏剧文学，I24为小说；I242为古代至近代作品，I246为现代作品，
I247为当代作品;I247.4为章回小说，I247.5为新体长篇、中篇小说…… 

     所以，《平凡的世界》（I247.57/8417）一书中，I247.57代表的含义为：I文
学—I2中国文学—I24小说—I247当代文学—I247.5新体长篇、中篇小说。 

 

 索书号下排：代表种次号，也叫顺序号。即在该类别下，第x本被引入本馆的
图书。 

      所以，《平凡的世界》（I247.57/8417）一书中，8417代表在该类别下，第
8417种被引入黄山学院图书馆的图书。 



2、“我的图书馆”登录 

访问图书馆主页“我的图书馆”，输入读者号（学工号）、密码
（初始密码身份证后6位）点击“登录”，或者点击“我的图书馆”
左下角“校园统一身份认证入库”登录。 

 

登录“我的图书馆”，可以查询当前借阅、借阅历史、荐购历史、
图书预约、违章缴款等信息。 



2、“我的图书馆”登录 

请输入读者号
（学工号），并
输入相应密码 



2、“我的图书馆”登录 



3、书目检索 

3.1主页 

在黄山学院图书馆主页点击“图书”，进入馆藏查询链接页面。点
击链接地址，进入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界面。 

 

书目检索分三种检索方式：快捷检索、简单检索和多字段检索。系
统默认为快捷检索页面。在主菜单栏还设置书目浏览、借阅排行榜、
公共书架、新书通报、图书荐购、查看留言、超期公告、素质教育、
我的图书馆 9 个栏目。 



 

 

点击“图书”，
进入馆藏查询
链接页面 

 







3.2 简单检索 



例1：检索与英语四级考试相关的图书 

在检索途径选项中选择
“题名”，在检索词框中
输入“英语四级考试”，
检索模式选择“任意匹
配”，然后点击“检索”。 



检索记录按出版时间降序排列 



共检索出155条记录  当前页:1 







例2：检索计算机等级考试方面的图书 



共检索出346条记录  当前页:1  

当检索记录太多，可利用
责任者、出版社、丛书名、
主题词等途径的限定，再
进行二次检索，以便快速
找到合适的检索结果。 



利用二次检索，共检索出25条记录 



例3：检索主题词为“统计学”方面的图书 



共检索出382条记录  当前页:1  



例4：检索作家莫言的图书 



共检索出95条记录  当前页:1 

点击题名显示该
书详细信息 



显示所需图书详细信息 



3.3 多字段检索 

输入两种以上条件，
以便快速准确地检索
到所需图书。 



例如：检索外语教学与教研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方面的图书 



共检索出10条符合条件的记录 



3.4 快捷检索 



例如：检索高等数学方面的图书 



共检索出1530条符合条件的记录 



3.5 书目浏览 

可按一级类目检索，也
可按二级或三级类目检
索，逐层打开、按类浏
览所需图书。 



例1：浏览中国小说类图书 



I24  中国小说类图书17762种 



例2：浏览自动化技术、计算技术类图书 



TP 自动化技术、计算技术类图书18487种 



例3：浏览旅游经济类图书 



F59  旅游经济类图书2678种 



4、图书借还 

持
本
人
校
园
卡
入
馆 

查
询
书
目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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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室后 

首先领 

取代书 

板 

读者取书 

后，将代 

书板插入 

书的位置 

非所需图书 

放回原处 

所需图书 

确定借出 

取
回
代
书
板 

将选好的图 

书拿到借阅 

台,将代书板 

放回原处 

 

用校园卡办理借书手续 

4.1图书借阅流程 



4、图书借还 

查询书目信息 
 图书馆的书目检索是通过计算机联机书目检索系统进行的。 

 率水校区逸夫馆二楼大厅及三楼、四楼公共区域都配备了公共检索机，读者利用公共
检索机，根据需要查找图书的有关信息，在馆藏公共查询系统中可根据题名、主题、
作者、关键词等途径查询，查看和确定该书馆藏情况和索书号。 

 根据书目信息中提供的馆藏地和索书号确定对应的馆藏地点（即相对应的阅览室）。 



4、图书借还 

在阅览室找书 
① 进书库后先取一个代书板。 

② 熟悉各类图书的存放场所，了解图书馆为读者编制的各种说明性文字、指南等。 

③ 懂得图书分类号与索书号知识。 

④ 所有图书在书库中是按索书号排列的。 

⑤ 将索书号中的分类号与阅览室中的架标核对，确定分类号所在的架位。 

⑥ 书库中图书按类排序，首先按大类（英文字母）排列，同一大类下，先排列分类号，
再按顺序号排。 

⑦ 每个书架的侧面都有本架分类号标牌，每个书架上的类号排序是：面对书架，从左到
右，从上到下。 



4、图书借还 

在阅览室找书 
 



4、图书借还 

正确使用代书板 
 图书馆的书目检索是通过计算机联机书

目检索系统进行的。 

 为避免读者将抽出的图书随便放回书架，
读者在选书时务必使用代书板。将代书
板插入书架中代替所取图书，以保证该
书能放回原来位置。 



4、图书借还 

办理借书手续 
 采用现代化方式，利用计算机处理。 

 读者应将选好的图书拿到借阅台上，将校园卡放在读卡器上读卡，待图书经条码阅读
器扫描后，再经过工作人员进行消磁处理方可带出阅览室。 

 图书借出之前读者一定要检查书刊是否污损，若已被污损，请向工作人员说明。 

 如果你的借书册数已满10本，计算机将自动拒绝借书。 

 未经办理借书手续的图书，一律不许带出。每个借阅窗口的监测仪会对未办理借书手
续的图书发出警报声音。 



4、图书借还 

4.2图书归还流程 

 图书归还的总原则：在该窗口借出的图书还应在该窗口归还。但横江校区学生归
还率水校区图书馆的书可以在横江校区图书馆三楼综合阅览室归还。率水校区学
生归还横江校区图书馆的书可在率水校区图书馆二楼建筑艺术阅览室归还。 

 待工作人员检查并用条码阅读器扫描后即完成还书过程。 

 还书者应当面办理还书手续，由工作人员确认图书是否污损、超期等。如图书污
损或超出借阅期限，按规定交纳相应金额的罚款。 

 还书时不需要出示校园卡。 



4、图书借还 

4.3图书续借流程——网上续借 

 进入图书馆主页→点击“图书” →进入黄山学院书目检索系统→点击“我的图书
馆” →输入读者学工号或者条码号及密码→点击确定→进入读者本人的图书馆页
面→勾选可续借图书左端的方框→点击“续借”→显示“续借成功”。 

 

 网上续借可在逸夫馆二楼的检索机上或校内外的任何一台计算机上完成。 

 

 关注“黄山学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绑定账号办理续借手续。 

 

 



4、图书借还 

4.3图书续借流程——各窗口续借 

 在各借阅窗口续借时必须把书带上； 

 在某个窗口借出的图书应该还在某个窗口办理续借； 

 建议读者在网上办理续借。 



4、图书借还 

4.3图书续借流程 

成功续借图书应满足： 

 该图书未超出续借次数  

 该图书未超期 

注意： 

  续借只在续借发生日的基础上延期30天。 

      比如11月15日发生了续借操作，那么还书日期自动更改为12月15日。与原还书
日期并没有关系。 



5、图书的代借代还 

5.1 图书的代借代还服务 

 代借代还服务是指一个校区的读者可通过指定窗口对另一校区的图书进行借书和
还书。 

 横江校区读者可在该校区图书馆三楼综合阅览室通借通还窗口代借和归还率水校
区各阅览室的图书。率水校区读者可在该校区图书馆二楼建筑艺术阅览室代借和
归还横江校区阅览室的图书。两个校区之间的图书通借，读者可以通过图书馆公
共查询系统进行网上预约代借。 

 读者可登陆“我的图书馆”，打开“借阅情况”——“我的代借”，查看代借图
书的具体信息。 



5、图书的代借代还 

5.2 代借代还服务操作流程 

 读者登陆：登陆图书馆主页，单击读者登陆，输入学工号和密码登陆”我的图书
馆”。如下图： 



5、图书的代借代还 

 检索图书：在黄山学院书目检索系统中检索您所需要的图书，点击“代借”按钮。
如下图： 



5、图书的代借代还 

 代借图书：在代借图书页面输入联系方式，点击“确定”按钮，系统显示代借成
功。如下图：  



5、图书的代借代还 

关于代借的五点说明 

 代借的图书必须是呈“可借”状态的馆藏图书。 

 读者提交代借申请后，可于次日到指定的通借通还窗口取书（如遇节假日、双休
日或雨雪等恶劣天气顺延）,系统会为代借图书保留五天的代借状态（含周六、周
日），请申请代借的读者于有效期内前往指定地点办理借阅手续。 

 读者代借图书后逾期不办理手续的，系统会对该读者作一次违约记录，对于累计
超过三次违约的读者，系统将自动停止该读者的借阅权限。 

 每位读者最多委托借阅3册，但不超过个人借阅最大册数。 

 图书馆的古籍、样本图书、工具书、期刊以及非书资料等均不在通借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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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子资源概括 

 截至2020年底，图书馆现有中外文数据库54个，其中自建特色数据库1个，

另有免费试用数据库85个，搭建了移动图书馆和“微图”两个服务平台，

实现了图书馆服务的移动化。 

 中文资源以期刊和电子书为主，资源类型最全，包含期刊、报纸、硕博论

文、会议论文、科技成果、电子书、年鉴、考试题库与考试辅导、视频库、

国家标准等多种，涵盖文、理、工、农、商等多个学科；  

 外文资源以大型出版社和知名学协会期刊和电子书、以及重要文摘库为主。 

 



电子资源概括 

中文资源有 ：CNKI系列数据库、读秀中文学术搜索、超星电子图书、超星名师讲坛、超星
发现系统、国研网、网上报告厅、中文在线电子书、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移动图书馆、E线
图情、职业全能培训库等。 

涵盖基础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哲
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 

收录600多万种中文图书题录信息，300多万种中文
图书原文，提供深入到图书内容的中文全文检索 

整合图书、期刊、报纸、
学位论文、专利等各类文
献，实现电子资源的目录
管理，帮助用户查找海量

资源， 

提供了10万册数字图
书和3万集有声图书 

读者可随时随地通过手
机、平板、电脑等移动
设备使用图书馆资源 

含大学英语、出国留学等提高学生外语
水平、综合实力的一站式外语学习平台 



电子资源概括 

外文资源 ：Proquest、EBSCO、SpringerLink等。 

涵盖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医学、
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全文外文数据库 

提供学术期刊和电子图书的在线
服务 



电子资源概括 

试用资源 ：我馆未正式购买但可以试用的资源。 

参考文献管理与检索系统 

软件素材资源数据库产品，
包含大量软件素材、模板、
模型、开发源码等内容 

实时获取优质外文资
源，学习最新、最热、
最优质的外文文献资
源 

整合了万方数据自有的期
刊资源及来自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
科学院等研究机构的中文
期刊资源。 

超过80万个学术

数据库和站点。
涵盖众多主流数
据库资源。 



2、电子资源访问 

       无论是假期还是休息日，图书馆为本校师生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电子资源

免费访问服务。 

一、校内访问 

       校内IP范围之内，直接通过“黄山学院图书馆官网”（

https://tsg.hsu.edu.cn/），访问图书馆订购的电子资源（或称数据库）。 

二、校外访问 

        进入“黄山学院图书馆官网”（https://tsg.hsu.edu.cn/）——点击“服务指南

”——“校外访问”，校外读者访问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2、电子资源访问 

（一）、基于易瑞授权的校外访问 

        IFC易瑞授权访问系统是北京英富森（IFC）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用于授权

访问服务的应用级产品，该系统是我馆常用的校外访问方式。读者在校外可通

过该系统直接登录并访问图书馆订购的电子资源。 

1、 开通校外访问权限 

      有需要的读者需要携本人一卡通来图书馆技术部开通账户 

2、具体登录方式 

       打开黄山学院图书馆主页，点击“服务指南”中的“校外访问”，点击易瑞授权

访问地址：http://211.86.191.71:8000。登录账号和密码均为学号。 



2、电子资源访问 

（二）、基于网络中心VPN的校外访问 

1、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 https://vpn.hsu.edu.cn:4433，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教

师账号为教师工号，学生账号为学生学号，默认密码为身份证号后六位，建议

登陆后修改默认密码。）。  

2、下载客户端后，点击图书馆。再点击图书馆主页数字资源，可访问图书馆

电子资源。   

 



2、电子资源访问 

（三）、基于CARSI的校外访问 

1、 使用非校园IP地址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fsso.cnki.net，在页面上的“选

择高校／机构”下拉框中选择“黄山学院”，点击“前往”。 在黄山学院统一身份

认证平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2、首次登陆会弹出如下页面，选择Do not ask me again，点击Accept按钮。 

3、完成上述步骤后即可使用。 

     目前经过调试开通校外访问（CARSI）途径的数据库包括ProQuest系列库、

Springer系列库、EBSCO和ACS4个数据库。 

（注：中国知网2021年开始已停止CARSI免费访问，故请使用易瑞授权或VPN方式） 



2、电子资源访问 

三、电子资源变动信息的获取   

图书馆电子资源订购、试用、服务开通、停订等消息，主要通过图书馆主页——资

源动态发布。   

图书馆不定期推送试用数据库，读者可以查找图书馆主页--数字资源--试用数据。   



3、电子资源使用注意事项 

1、禁止超过正常阅读速度，连续、集中、大批量下载校园网电子资源；   

2、禁止利用Netants等批量下载工具对网络数据库进行自动检索和下载；   

3、禁止将存储于个人计算机的用于个人研究或学习的资料或用于特定课程教

学的资料以公共方式提供给非授权用户使用；   

4、未经图书馆许可，不准向非授权用户提供代理服务或大批量文献传递；   

5、在使用用户名和口令的情况下，不准有意将自己的用户名和口令散发给他

人或通过公共途径公布；   

6、禁止直接利用网络数据库进行商业服务或支持商业服务；  

7、禁止直接利用网络数据库内容汇编生成二次产品，提供公共或商业服务。 



4、 常用的电子资源介绍 

(1) CNKI系列数据库：发现知识的力量  

                                           --CNKI知识网络发现平台 

(2)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3) 移动图书馆平台 



4.1 CNKI系列数据库 

 数据库简介：国家知识基础设施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由世界
银行于1998年提出。CNKI工程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
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
发起，始建于1999年6月。目前，中国知网已经发展成为集期刊
杂志、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年鉴、
专利、标准、国学、海外文献资源为一体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
的网络出版平台。中心网站的日更新文献量达5万篇以上。 



4.1 CNKI系列数据库 

目前我馆共引入CNKI系列数据库的五个子库：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4.1.1 CNKI系列数据库的进入方法 

图书馆主页 

点击中文资源 

注意本地站点和 

远程站点的区别 



本地站点主界面 



远程站点主界面 



4.1.2 CNKI系列数据库使用方法简介 

三种检索方式
更具有逻辑性
和检索性 

  检索入口 



4.1.2 CNKI系列数据库使用方法简介 

对文章段落中心思想词语标引
后可通过知识元检索获得相关
内容，进行快速学习 



4.1.2 CNKI系列数据库使用方法简介 

揭示各种类型文献之间的相互
引证关系 



4.1.2 CNKI系列数据库使用方法简介 

  以高级检索演示 



4.1.2 CNKI系列数据库使用方法简介 

检索结果中选择需要
的文献，点开 

也可以直接下载 



4.1.2 CNKI系列数据库使用方法简介 

注意：首次使用需安
装专用浏览器 



4.1.2 CNKI系列数据库使用方法简介 

浏览器提供了编辑功能 
下载后可阅读全文 



4.2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数据库简介：读秀是由海量全文数据及资料基本信息组成的超大
型数据库。其以315万种中文图书、10亿页全文资料为基础，为
用户提供深入内容的章节和全文检索，部分文献的原文试读，以
及高效查找、获取各种类型学术文献资料的一站式检索，周到的
参考咨询服务，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搜索引擎及文献资料服
务平台。 



4.2.1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的进入方法 

打开链接 

打开链接 



4.2.2 读秀主界面及特点 

纸书、电子书同一平台检索 
多种获取方式 
学校没有的资源，读秀可通
过邮件传递获取 
可了解中文图书收藏情况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图书高级检索页面 
图书专业检索界面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例：检索“信息资源管理”方面的图书 

以快速检索页面演
示，输入检索词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本馆电子全文 

左侧聚类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链接到馆藏纸本图书 

链接到馆藏纸本图书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支持目次检索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点击部分阅读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图书的书名页、版权页、前言页、目
录页和部分正文页进行在线试读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正文试读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此书获 

得方式 

本馆馆 

藏纸书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点击包库全文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支持书
内检索 

 

点击目录标签，查
看本书目录结构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图书下载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相似文
档下载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点击文档下载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图书馆文献传递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提交之后仅需要几
分钟，就可以登录
邮箱查看传递的结
果了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进入邮箱查看邮件，
点击超链接进行在
线阅读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多种获 

取方式 

本书在其他
图书馆的馆

藏情况 



4.2.3 读秀使用方法简单演示 

按地区浏览 



4.3 超星移动图书馆 

 通过手机、平板下载APP，可实现借阅查询、馆藏查阅、图书续
借等功能，可检索电子图书、期刊、报纸及视频等资源。登录账
号和密码同“我的图书馆”的账号和密码。 

 

 在南北两校区图书馆，均设有歌德电子书借阅机，可免费下载电
子图书至手机。点击歌德电子书借阅机显示屏选择心仪图书，使
用超星移动图书馆APP扫描二维码，图书便下载至超星移动图书
馆的“书架”中。 



4.3.1 超星移动图书馆的进入方法 

1、手机扫描图书馆网站上的二维码登陆 

 

 

 

 

2、输入网址登陆：http://m.lib.hsu.edu.cn 

3、安装客户端至手机，直接打开使用。 
目前仅支持android和ios系统 

http://m.lib.hsu.edu.cn/


4.3.2 超星移动图书馆使用方法简介 

  对接本馆OPAC系统 

查询入口、本馆公
告、热门图书等展

示 

查询结果展示 
图书详细信息展
示，在架情况 

在借图书一键续借 



4.3.2 超星移动图书馆使用方法简介 

  基于元数据的统一检索 

多频道一站式统一
检索 

图文立体展示 
多字段筛选、二次检索

精确定位 
多种获取方式 



4.3.2 超星移动图书馆使用方法简介 

 专属视听阅读空间 

图书来源分类导航 支持搜索，快速定位 图书列表展示，点击阅读，右
侧添加 



4.3.2 超星移动图书馆使用方法简介 

 专属视听阅读空间 

Epbu全文阅读 多种操作小工具 



4.3.2 超星移动图书馆使用方法简介 

 个人管理中心 

区域划分、快速查找单位 

点击黄山学院，在弹出的登陆
窗口输入账号密码登陆，登录
账号和密码同“我的图书馆”
的账号和密码。 



4.3.2 超星移动图书馆使用方法简介 

 个人管理中心 

个人收藏夹，快速定位
收藏文献 

扫码历史全纪录 
绑定微博账号，可实时分

享资源 



读者服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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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与读者 



1、参考咨询服务 

总咨询台（逸夫图书馆二楼）电话：0559-2546681 (周一至周五  8:00-

11:30，14:30-17:30) 

电子邮件 :馆长信箱gzxx@hsu.edu.cn。  
 

微信公众号：“黄山学院图书馆” 或“hsxytsg” 



2、培训讲座服务 

第十三届读书月培训讲座 

专题 主讲内容 主讲人 时间 地点 

数字资源使用讲座 读秀学术搜索  移动图书馆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超星集团讲师 
2021年4月7日（星期
三）14:45 

逸夫图书馆四楼读者
培训室 

CNKI数据库培训讲座 知网数据库的使用技巧 中国知网培训顾问 
2021年4月21日（星
期三） 15:00 

逸夫图书馆四楼读者
培训室 

ProQuest Central数
据库培训讲座 

了解ProQuest Central China全球学术期刊数
据库的优势，如何借助该资源进行选题、综述
和撰文等；通过检索案例分析，认识检索策略
的意义，掌握如何实现检索结果由泛到精、准
确定位、按需获取、研究跟踪等；ProQuest平
台资源利用技巧，例如全文获取、相关性文献
发掘、引文生成、数据导出、信息资源管理与
分析等。 

ProQuest培训及咨询
顾问 王剑飞 

2021年4月21日（星
期三） 19:00—20:00 

腾讯会议 

图书资源的检索与利
用 

主要介绍图书馆的资源构成、馆藏书目检索系
统（OPAC）的使用方法、读秀学术搜索平台
、超星电子图书等馆藏图书检索平台的使用及
全文文献获取。 

李迎迎 
2021年5月19日（星
期三）15：40 

逸夫图书馆四楼读者
培训室 



3、自助选座服务 

 读者通过手机下载安装超星学
习通APP，登录（绑定一卡通
号）完成后可以通过邀请
码:hsxytsg,进入座位预约的应
用主界面。 

 

 读者选座具有：预约选座、快
速选座和现场扫码选座。 



3、自助选座服务 

 预约选座：首页“预约选座”
按钮，选择需要预约的时间、
区域、座位进行预约，适用
于有明确目标座位的预约情
形。 

 

 快速选座：首页“快速选座”
按钮，设置筛选条件，系统
会自动分配符合条件的座位
给您，适用于“随遇而安”
型的预约。 



3、自助选座服务 

 现场扫码选座：扫描桌子上
的二维码，选择空闲时间进
行预约。 



3、自助选座服务 

 签到：扫描桌子上的二维码进行签到，签到时间为预约开始时间
的前后20分钟。如果没有按时签到，将被记录为违约行为。 

 暂离：如您使用过程中需要暂时离开座位，请点击首页当前预约
卡片中的暂离按钮，或者扫描桌子上的二维码点击暂离按钮。暂
离时长为20分钟，您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返回，并扫码落座。在此
期间内，您的座位将会受到保护。 

 退座：使用完毕后，在首页当前预约卡片，点击退座按钮，或者
直接扫描二维码，点击退座按钮。退座后该座位将被释放，同时
记录您成功履约一次。如使用完毕后没有退座，将被记录为违约
行为。 

 取消：读者如遇紧急事务无法正常履约，可在预约座位预约开始
时间之前登陆预约系统取消预约。 



3、自助选座服务 

预约规则： 

1.预约开始时间为：提前1天的 22:00 

2.单次预约时长为：3小时 

3.座位预留时长为：20分钟 

4.暂离时长为：20分钟 

5.监督时长为：10分钟 

6.用餐时段为：11:30至13:00 17:30至19:00，用餐时段内，可

暂离60分钟 



3、自助选座服务 

违规记录： 

1. 预约后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签到，将被记录为违约 

2. 离开不退座记录为违约 

3. 暂离时未在规定时间内返回扫码落座，将被记录为违约 

4. 被监督时未在10分钟内返回或退座，将被记录为违约 

5. 每周违约次数达到5次，将暂停本周的预约功能 



输入邀请码：hsxytsg 







4、图书荐购服务 

荐购方法一：输入书目相关信息荐购 

 读者可通过在“我的图书馆”→“图书荐购”栏目中，输入想要荐购
的图书题名、责任者、ISBN号等信息进行荐购。 



4、图书荐购服务 

荐购方法二：智通达智能采选平台荐购 

 

方法1：PC端荐购：直接登录https://hsu.zhitongda.cn/reader/，
账号密码同“我的图书馆”账号密码。       

 

方法2：移动端荐购：全校师生可利用微信扫描以下二维码查找添
加微信小程序“智通达纸电服务”，根据提示选择我校图书馆名称，
录入“读者帐号”登录后（账号密码同PC端），对自己喜爱的纸
电图书进行荐购。 



4、图书荐购服务 

荐购方法三：图书荐购员荐购 

 

 各个专业各推荐一名图书荐购员，以一个学期为周期，定期向采
编部推送一定量的本专业同学推荐的书目，图书馆会根据图书推
荐情况给予图书荐购员一定的证书奖励。 

 联系采编部江老师，联系电话：2546689 



4、图书荐购服务 

注意事项 

 
① 图书荐购前建议进行馆藏书目的查重，如果所要荐购的图书已有馆藏，图书

馆原则上将不再订购。 

② 通过网上荐购系统荐购图书，需要完善“我的图书馆”信息（如设置并验证
邮箱、手机号码等） 

③ 荐购的图书书目要经采编部老师的整理、筛选，然后报订、验收等一系列流
程，因此新书到馆有一定的滞后性。 

④ 荐购的图书应是近两年出版的图书，出版年代太早的，供货书商无法配到书，
所以图书馆无法正常采购。 

⑤ 读者提供的荐购书目信息不完整或错误，将导致采访人员无法订购。 

⑥ 荐购的图书有可能未到馆或已被借出，请读者通过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查看
核实。 



5、复印服务 

逸夫图书馆二楼建筑艺术阅览室有自助复印打印设备，可为读者提供复印打印服务。 



6、图书馆与读者 

黄山学院大学生读者协会是由黄山学院图书馆直接领导的学生组织，主
要参与图书馆相关管理工作，一方面通过协会成员的实践了解图书馆的
工作流程、服务项目、文献资源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传递给读者，加强
读者对图书馆工作和服务的了解，从而使读者能很好地利用图书馆。另
一方面，读者协会将读者的需求和建议及时地反馈给图书馆，使图书馆
能够根据读者的需求来开展工作，从而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黄山学院大学生读者协会 

QQ：2734318007 

办公室：图书馆四楼读者培训室 



Thank you 

图书馆参考咨询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