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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馆长寄语 

同学们，读者朋友们！ 

当你跨入美丽的校园，一座知识圣殿的大门也同时为你敞开，走

进宽敞明亮的图书馆，犹如投身浩瀚无边的知识海洋，你就像一叶逐

浪扬帆的小舟，开启了探索与成功的航程。 

朋友，您是新知识的发觉者、新技术的创造者，大学将教会你受

用终生的自我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观察能力。图书馆将是你们不可

或缺的良师益友，是你们进行深入学习研究、提高综合素质的第二课

堂。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让我们一起使出

“洪荒之力”阅读吧，也许下一个因读书而改变命运的幸运儿就是你！ 

同学们，读者朋友们，图书馆正以特色明显、学科齐全的馆藏，

优质的服务和优雅的环境欢迎你的到来，请接受图书馆对你的诚挚邀

请，图书馆助力你们成长、成才。 

二. 新生入馆须知 

1. 进馆及借阅图书 

读者可凭刷脸或校园卡进入图书馆，在图书馆借阅图书之前，你

需要参加学院组织的新生入馆教育，学院完成入馆教育之后，图书馆

将为你开通借阅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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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明约定 

★入馆时戴好口罩，扫场所码、测体温方可进入。 

★保持安静，潜心阅读。 

★爱书爱馆，严禁烟火，请勿涂画损毁书籍。 

★文明使用公共座位，不无理强占。 

3. 咨询与互动 

★总咨询台(二楼大厅)  电话：3963225 

★图书馆主页—联系我们  

4.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8：00-22：00  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闭馆；电子资

源 7*24 小时开放。特殊情况开馆时间请关注图书馆通知。 

三. 图书馆概况 

1. 图书馆简介 

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总建筑面积 7.1万平方米，馆藏丰富、布局

合理、功能齐全、环境优雅，共设有阅览座位 5462 席。 

图书馆馆藏文理兼顾，纸质和数字资源协调并重，涵盖理、工、

农、医等多学科门类，目前图书馆馆藏印刷型文献 272.9 万册，年订

购中外文纸质期刊 904 种，现有中外文电子数据库 65 个，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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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万种，电子期刊 3.9 万种。 

图书馆现有研讨间 24 个、报告厅 1 个、多媒体教室 1 个、录播

室 1 个、朗读亭 4个，可满足师生读者的网络学习、休闲讨论、视听

欣赏、展览展示等多样化需求。 

2. 馆藏布局 

 

3. 图书馆主页 

3.1 网址 http://library.hebeu.edu.cn/ 

3.2 进入图书馆网站的方式 

★通过输入网址或点击网址链接进入； 

★通过学校主页进入：学校主页→左下角“图书资源” 

http://library.hebe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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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图书馆主页 

 

3.4 图书馆网站功能与模块 

① 检索：一框式检索，一键发现馆藏中外文资源，包括纸质资

源和电子资源； 

② 帮助：查看开馆时间、了解馆藏布局、各部门电话、常见问

题，一键获取帮助； 

③ 新闻公告与资源动态：实时更新，及时了解图书馆通知及资

图书馆网站—24 小时开放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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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动态； 

④ 快捷通道：直达你经常用到的服务模块，如“我的图书馆”、

“新生专栏”、“ESI学科快报”等。 

⑤ 资源精确检索：点击“资源”模块，可以看到图书馆订购的

所有中外文数据库，直接进入相应数据库进行资源精确检索，还有

图书馆没有订购但开通试用的所有数据库，师生在使用过程中可以

进行咨询或提出宝贵意见。 

⑥微信服务通道: 二维码提供图书馆官方公众服务号和移动图书

馆服务账号。 

四. 资源与服务 

1. 借还书 

1.1 借阅规则与权限 

（1）借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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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阅权限 

 

1.2 馆藏查找 

（1） 进入书目检索系统 

读者可通过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进行检索，查找自己需要的图书

存放在哪里！或使用校园网 IP的电脑、手机、ipad等移动设备上网

登录图书馆主页，进入书目检索系统。方式有两种： 

① 图书馆主页→资源→馆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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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图书馆主页→快捷通道→我的图书馆→书目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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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找馆藏 

进入图书馆数目检索系统后，可根据需求进行馆藏检索。具体步

骤如下： 

 

 

输入检索词 点击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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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借书 

（1）如有想借图书，参照以上“馆藏查找”方法，查询馆藏目录，

记录馆藏信息、馆藏地点、索书号，到相应书库借阅图书即可。 

（2）读者可以预先在个人电脑或移动设备上查询所需书目的馆藏

信息，或在图书馆二楼东侧电子阅览区使用电脑查询馆藏目录。 

（3）图书馆二楼大厅设有自助借还机，取到要借的图书，带到自

助借还机办理借阅手续即可。 

（4）办理借阅手续，尽量携带本人借阅一卡通，避免人脸识别系

统失灵，影响借阅手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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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还书 

（1）凡图书馆外借图书，均可在图书馆二楼大厅自助借还机上归

还。 

（2）通过“我的图书馆“可查看自己借书情况，了解哪些书需要

归还了。 

（3）通过登录“我的图书馆”可查看本人当前的借阅、逾期、罚

款等情况。登录“我的图书馆”，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为

本人学号，初始密码为本人的 8 位出生日期，登录后可以重置密码。 

自助借还机上一般提供操作指示。 

书架上都标有架标，便于快速查找到相应索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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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超期 

读者有责任认真准确了解借阅规则，并主动按时归还所借图书。 

为保证大多数读者的权益，对逾期未归还的图书收取逾期使用费。 

尽量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所借图书归还，逾期将被停止借书，需按规定

参加图书馆志愿服务，达到规定积分后方可开通借阅权限。 

图书馆主页→我的图书馆→当前借阅 

可查看当前借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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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资源及使用方法 

图书馆现有中、外文电子资源数据库 65 个，内容包括电子期刊、

电子图书、学位论文、考试学习资料、多媒体视频课程等，供我校师

生使用。所有数字资源均可通过图书馆官方网站的数据库列表进行查

看、访问。 

（1）图书馆网站主页提供一框式检索服务，读者可一键检索全

部资源。 

（2）在图书馆主页点击资源模块中的电子资源，可进入数据库

导航页面，并可直接访问所有数据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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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数据库导航页面，也可根据需要按“全部数据库”、“中

文数据库”、“外文数据库”、“特色数据库”等类型查看数据库列表。 

（4）在数据库列表页点击相应数据库，可查看数据库简介，点

击网址链接直接访问使用数据库。 

3. 图书馆服务 

你出生在互联网时代，你能熟练使用百度、谷歌、淘宝或微博、

微信，但会用这些就足够了吗？当然不够。你需要了解自己的信息需

求并能选择正确的检索工具，准确而迅速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这就是信息素养啦！图书馆提供如下渠道，帮助你提高自己的信息素

养，变身信息检索高手，让你在信息时代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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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生专栏 

图书馆每学年在新生入校时制作好新生入馆指南，旨在帮助新

同学尽快了解图书馆的各种资源与服务，掌握利用图书馆的基本方

法，重点介绍图书馆概况、馆藏资源及其分布、信息服务方式和如

何利用图书馆等内容。 

在图书馆网站上开设有“新生专栏”，同学们通过图书馆主页→

快捷通道→新生专栏途径可以下载观看。 

也可以通过图书馆主页的“常见问题”专栏,了解图书馆资源及

各项规则。 

 

3.2 参加培训讲座 

图书馆不定期开展各种培训讲座，包括数据库商培训讲座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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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专场讲座，讲座内容涉及各学科领域文献信息资源利用、我校

各种网络数据库的检索方法等等。讲座内容和时间安排通过图书馆

主页、校园网主页、图书馆微信平台和图书馆公告栏等信息通道提

前发布。 

3.3 学科服务咨询 

图书馆设有信息咨询部，接受读者关于图书馆使用中任何问题

的咨询，咨询电话：0310-3969108，咨询邮箱：library-

xx@hebeu.edu.cn;同时也可接受当面咨询，办公地点：图书馆北楼

五楼 513信息咨询部。另外，图书馆二楼大厅设有总服务台，可随

时提供咨询服务。 

五. 网络、新媒体与空间 

1. 在图书馆上网                                                    

（1）自带设备上网 

★ 校园 WIFI 网络覆盖整个图书馆，读者需要用校园网账号登录

上网。 

（2）使用图书馆公共设备上网——电子阅览室 

★ 电子阅览室位于图书馆二楼大厅东侧。为读者提供自主学习

和网络信息体验空间。在这里读者可以直接查询馆藏目录，或者登

录个人网络账号即可浏览图书馆各种电子资源，并与外网衔接，畅

mailto:library-xx@hebeu.edu.cn
mailto:library-xx@hebeu.edu.cn


2022 年新生入馆指南 

17 

 

游网络。网络账号问题烦请咨询学校网络技术中心：

http://jjzx.hebeu.edu.cn/info/1066/1093.htm（或拨打

3969115）。 

2. 新技术体验 

（1）“体验新式课堂”——多媒体交互式教室                              

多媒体交互式教室位于图书馆五楼东北侧。与传统多媒体教室

不同，教师可以通过控制学生端界面等方式动态了解学生掌握知识

程度，学生也可以通过向教师端发出申请等形式来实时与老师进行

沟通，还具有在线提交作业、共享学生屏幕等功能。读者可以预约

使用该教室进行学术交流培训等活动。 

（2）“创作好帮手”——录音棚                                        

录音棚位于七楼，专业化的设备为读者打造你和声音的专属园

地。读者可预约使用。预约电话：0310-3969105. 

（3）自我展示空间——朗读亭 

    图书馆二层东南侧（B区）配置有 4 台朗读亭，它们是提供专

业音视频录制服务的小型隔音空间，为读者打造私密的朗读环境。

亭内配备高清双屏选读系统、专业麦克风、监听级耳机，并提供精

品朗读诗词库总资源量数万篇，可设置不同类型的朗读背景音乐，

让读者能够尽情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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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间服务 

（1）研讨间 

图书馆共有 24 个供读者使用的团体研讨间，满足师生小组学习、

研究讨论等需要，房间内配有桌椅和白板，有需要烦请联系图书馆读

者服务二部（电话：3963238）。 

（1） 个人学习空间 

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了学习自修的空间场所以及开放式学习交流

空间场所，目前共有阅览、休闲等座位 5462 席。 

（2） 文化展览空间 

图书馆为全校师生提供实体展示科研成果、文化宣传、学生作品

等场地。有需要烦请与图书馆特藏与文化部联系（电话：3969106）。 

4 微信公众号 

图书馆通过“工小图”微信公众号，为读者提供便捷信息服务，

关注该公众号，可以不定期收到图书馆精心制作的推文。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