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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第 一 部 

图书馆概况 



1.馆舍 



纸质
资源 

随书
光盘 

电子
资源 

图书：约50万册 
期刊：现刊900多种、过刊3万册 
报纸：120种 

       约8000张 

中国知网、超星电子图书、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万方数据库、 
书生数字图书、读秀等。 
（推出讲座专门讲解）  

2.资源介绍 



3.馆舍布局 







4.开放时间 

请问图书馆什
么时间开放？ 

具体开放时
间请看这里！ 

特别提醒：

每周二下午

全馆闭馆!! 

 业务
部门 

春、秋季 

2-4月份、10月-次年1月份 

夏  季 

5-9月份 

周一～周五 周六、周日 周一～周五 周六、周日 

书库 
8:00～11:40 

14:30～18:10 

8:30～11:10 

 15:00～17:40 

8:00～11:４0 

15:00～18:40 

8:30～11:10 

15:30～18:10 

期刊
阅览
室 

8:00～11:40 

14:30～21:10 

8:30～11:10 

 15:00～17:40

（周六） 

8:30～11:10 

 15:00～21:10 

（周日） 

8:00～11:40 

15:00～21:10 

8:30～11:10 

15:30～18:10

（周六） 

8:30～11:10 

15:30～21:10

（周日） 

电子 

阅览
室 

8:00～11:40 

14:30～21:10 

8:30～11:10 

 15:00～21:10 

8:00～11:40 

15:00～21:10 

8:30～11:10 

15:30～21:10 



分 第 二 部 

图书借还两、三事 



1.借书流程 

大一新生该如何借
书呢？借书都有什

么流程？ 

 借书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已知
图书的作者、或书名、或关键词等，
有目的地的借阅某本书。一种是无
明确目的，随便翻、随便看直到发
现自己喜欢的书。下面我将为您详
细的讲解一下两种借书方式所需要
注意的具体事项，请跟我来吧！ 



书目检索，查找所要借阅的图书
的相关信息。并记下所查到的信
息。 
 
根据所记录的信息，进
入书库查找图书。 

办理相关借阅手续。 

Step 1 

Step 2 

Step 3 

方式一：有
目地的借书 



Step1:书目检索 检索方法: 

（1）利用电脑，通过河南工院图书馆主

页http://www.hnpi.cn/tsg/的检索口进

行检索； 

（2）利用手机，通过超星移动图书馆APP

进行检索。（APP的安装及登陆方法将在

该讲座的后半部分详细的为大家讲解） 

如何检索所要
借阅的图书呢？ 



在图书馆主页，点击
“书目检索，进入W

WW检索平台 
题名、作者、出
版社、ISBN、分
类号等 9种检索
途径 

输入检索词 

点击检索 



记下图书的索书号，该号
是进库找书的关键 

 

点击书名可查看该书
具体的书目信息 

记下该书所在的书库 





Step2:查找图书 查找图书方法: 

进入刚刚我们查到的该书所在的书库，然

后根据记录下的索书号进行查找。 
如何查找图书

呢？ 

索书号 

索书号一般贴在图书书脊上 

排列原则 
自上而下 
从左到右 
由小到大 



Step3:办理借阅 

借阅手续办理方法: 

请把一卡通和挑选好的图书交到借书处老

师手中，办理借阅手续。 



在书架上随意找取
图书 

找到感兴趣的图书可拿
到阅览桌处进行阅读，

切记每次只能取一本
书阅读。 

阅览完毕后，如无需借出，请
把图书放回原处，如找不到图
书原来放置的位置，请把图书
直接搁置在阅览桌上即可，请
不要胡乱的放置书架上。如需
借出，请携带图书至借书处办
理借阅手续。 

方法二：无目地的找书 



2.图书归还 

如何归还图书呢？ 

 直接把要还的图书
拿到还书台办理便
可（不用借书证）。
但需要记得的是在
哪个书库借的书就

得在哪还。 



3.借阅权限 

每证可借多少册？
借期为多久？ 

每证可借14册，借期为90
天，新老校区通借。寒暑
假期间到期的图书，开学

后1周内归还。 



4.图书续借 

如何续借图书呢？ 

 图书到期前，可办理一次续借，期限
为90天。续借方法：一是携带借阅证
和图书到所借书库直接办理；二是通
过图书馆主页WWW检索系统或手机超
星移动图书馆在网上自主办理。 



5.图书丢失 

图书污损、丢失
怎么办？ 

若所借图书出现污损、
丢失等，按图书馆相
关规定赔偿。 



分 第 三 部 

读者服务 



期刊阅览 

在期刊阅览室阅览
杂志和报纸 

图书馆共有两个期刊阅览

室，如果想查阅某种期刊，

跟之前我们讲的图书检索

办法一样，在WWW检索

系统中输入这个期刊的题

名或关键词，就能查找到

该期刊所处的位置。但是

期刊阅览室内的报纸和杂

志只限于内阅，不能外借。

如有需要可以复印所需内

容。 



电子资源阅览 

23% 
 

电子阅览室主要服务项目： 

• 网络浏览 

• 电子图书、期刊、报纸阅览 

• 写论文 

• 文献检索 

• 文献的打印、复印 

• 光盘刻录 

• 扫描等服务。 

        



文献传递/图书荐购 

文献传递服务是为弥补馆内的缺

藏而提供的一种文献服务。读者

可以通过文献传递服务申请从其

他图书馆获取我馆没有收藏的文

献。（有需要的读者可前往图书

馆办公室1106办理） 

读者荐购：读者可在微信公众号留
言，或在各书库填写荐购书单，我
馆可根据读者建议为读者购买我馆
没有收藏的文献。 



教学、培训 

公共选修课：

《信息检索》 

图书馆为广大师生开设内

容丰富实用的讲座，讲座

内容包括纸质资源检索、

电子资源检索、图书馆利

用等，以期帮助全校师生

更好地检索和利用图书馆

各类资源，从而提高读者

的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教育 

培训 



信息咨询 

微信关注方法 

     进入微信→通讯录→

添加朋友→查找公众

号→输入“河南工院

图书馆”可查找到该

平台，点击关注。 

现场咨询 

电话咨询 

微信咨询 

63270302（咨询处） 

关注图书馆公众号，可随时在公众号上留言，老师可在第一
时间为您解答。还可通过公众号了解图书馆各类活动、讲座
信息等。 

图书馆设有读者服务部（图书馆一楼1106房间），为读者解答利
用图书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移动服务 

  为了使读者随时随地的获取图

书资源，个人借阅信息等，我们还

开通了手机“超星移动图书馆”。    

  手机“超星移动图书馆”

安装步骤：下载“超星移动图

书馆”app——选择“河南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 登录个人

一卡通账号及密码，密码默认

为身份证后六位。 

 
 
 
 
 
 
 
 



人文拓展 

    人文拓展主要分为阅读推
广和社交服务。阅读推广旨在
营造良好的文化阅读氛围，目
前有“读书月”活动等品牌。
社交服务借助图书馆每月举办
的各种活动，提升同学们的科
学信息和人文素养。欢迎同学
们踊跃参加各种活动。 



学生组织 

    河南工院独山书韵读书协会，是图

书馆下设的学生管理组织机构，在老师

的指导下，独山书韵读书协会积极策划、

组织各类特色活动，如“周末经典影视

欣赏”、“书山寻宝”、“读书沙龙”

等，“独山书韵”协会真诚邀请您的加

入！ 

 “独山书韵”读书协会 



分 第 四 部 

入馆须知 



凭本人校园一卡通进入各书库，本人校园一卡通只限本人使用，不得转
借。违者停用借用者及被借用者借阅权限一个月。 

禁带饮料、零食和餐点等进入阅览室和书库。 

图书馆内请勿随意接插电线板、接打电话及大声喧哗，并且严禁吸烟，
明火。 

我没带卡..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吧! 



工院图书馆2018级信息咨询服务QQ群 

图书馆活动信息的发布；书
目荐购；信息咨询等等 



  谢 谢！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