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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zstu-lib



一、认识 浙理图书馆



2004年2月9日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共12层，

位于校园中央。

浙理图书馆概况

纸质图书
250万册

电子图书
200万种

数据库 39个纸质报刊
1000种

设有艺术书刊、工具书、过刊、报刊、特藏、样本图书等6个阅览
室，4个图书借阅室和1个信息共享空间，阅览座位3000余个。



二楼大厅进出，凭本人校园一卡通刷卡进馆；也可以先在刷脸借还机上注册后直接刷脸入馆（无须校园卡）。

=>>进入图书馆

特别提醒：

（1）我校图书馆使用校园一卡通借阅图书，图书馆已

根据各学院采集的新生信息（学号、姓名、照片等），

完成入学教育并考试通过者，即开通图书借阅功能；

（2）疫情防控期间入馆需佩戴口罩，配合体温检测；

（3）在电梯口、借还书处、门禁等区域请按照地上的

标线排队等候；进入阅览区请保持宽松距离，避免人员

聚集，并按阅览桌上的“阅览位”图标就座。



校园一卡通丢失怎么办？

请及时挂失，以免他人冒用

1、直接到学校一卡通卡务中心（后勤大楼一楼）办理挂失！
2、登录http://ykt.zstu.edu.cn/ 挂失，后到卡务中心确认挂失并

补办。
3、重新绑定人脸识别。

http://ykt.zstu.edu.cn/


楼层 名称 馆藏布局

1层 密集书库 2000年以前出版图书

2层
（出入）

借还书处 图书借还、证件办理

艺术书刊阅览室 服装、艺术类图书、期刊

3层 第一图书借阅室
社会科学图书（D-G类，包括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

等）

4层 第二图书借阅室
自然科学图书（N-Z类，TS、TU除外，包括数理化、生物、医药

、机械电子、计算技术等）

5层
数字资源服务区

（信息共享空间）

电子资源、音视频资料、随书光盘、打印复印、研讨空间

6层 样本图书阅览室 我馆各种馆藏图书单本

楼层与馆藏布局



楼层 名称 馆藏布局

7层 工具书阅览室 工具书、硕博论文、外文图书等

8层 第三图书借阅室
语言艺术图书（H,J,TS,TU类，含

语言、艺术、轻工业、手工业、建筑等）

9层 过刊阅览室/考研教室 往年期刊合订本

10层 第四图书借阅室
文史哲图书（A-C,I,K类包括马列毛、哲学、文学、历史、地理

等）

11层 报刊阅览室 当年期刊、报纸

12层 特藏阅览室 四库全书、理工文库

备注：借阅室+密集书库内的图书，可外借；

阅览室内的书、刊只供阅览，不外借



阅览室（只阅不借）：艺术书刊、工具书、特藏、过刊、报刊和样本
图书等6个。
其中艺术书刊阅览室是我校特色馆藏，涉及服装、面料、建筑、广告、
绘画名册、美术、音乐、书法等书刊（价格贵、单本）。

馆藏资源



借阅室（可外借）：第一至第四图书借阅室和密集书库等5个。

馆藏资源



纸本图书在书架
上排列方式

按索书号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排列



索书号：图书馆通过分类编目后赋予每一种书的馆藏号
（排架号）

依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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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的构成

第一部分：是根据图书的学科主题取用的中图分类号（如：
I313.45日本文学）。

第二部分：是种次号，按采购到馆顺序，在各中图分类号
下按加工顺序先后从1开始编排。

索书号=中图分类号+种次号

索书号

优点：体现学科的系统性，同一类图书排在一起。如日本文学类图书，按中图法取的
分类号是“I313.45”，即所有日本文学类图书无论书名是否相同，都用“I313.45”这个分
类号作标记。

建议：熟悉并记住自己专业的分类号，能迅速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图书。



二、利用 图书馆资源



2.1 如何借书

第一步：登录图书馆“馆藏目录”

通过图书馆主页（lib.zstu.edu.cn）的“馆藏目录”链接，或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zstu-lib）的“馆藏书目”，或直接到图书馆二楼大厅
和各楼层配置的馆藏信息检索用电脑，查询馆藏信息。



第二步：查询图书馆“馆藏目录”，得相关图书的索书号、馆藏地



各楼层布局及开放时间

其他楼层开放时间详见折页。
每周三上午8：00-9：45为内部学习及整理时间，暂停开放。

楼层 名称 馆藏布局 开放时间

1层 密集书库
2000年以前出版图书 8:00--15:15

（11:45-12:30，双休日不开放)

2层

（出入）

借还书处 图书借还、证件办理 8:00-21:00
（11:30-12:30，17:00-18:10不开

放)艺术书刊阅览室 服装、艺术类图书期刊

3层 第一图书借阅室
社会科学图书（D-G类，包括政治法律

、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

8:00-22:00

4层 第二图书借阅室
自然科学图书（N-Z类TS、TU除外，包括

数理化、生物、医药、机械电子、计算
技术等）

8层 第三图书借阅室
语言艺术图书（H,J,TS,TU类，包括

语言、艺术、轻工业、手工业、建筑等
）

10层 第四图书借阅室
文史哲图书（A-C,I,K类包括马列毛、哲

学、文学、历史、地理等）

5层 数字资源服务区（信息共享空间）
电子资源、音视频资料、随书光盘、打

印复印、研讨空间 8:00-21:00

6层 样本图书阅览室 我馆各种馆藏图书单本



第三步：根据索书号（I313.45/10051）到相应馆藏地（第四图书借阅室—10楼）

找到本书





第四步：到二楼大厅办理借阅手续

借还书处设有多台自助借还机，读者可使用自助借还机借阅，也可以找工作人员借阅（
借书刷卡、刷脸，还书时不需要）



自助借还机使用流程—-借书

（1）先按屏幕上的“借书”按钮，再放校园卡；

（2）待屏幕显示个人信息后，将书推入V型槽

底端，扫书名页上的条码号;

（3）待显示借书成功后，退出本人账号后取走

图书和校园卡。



书名页：一般是在扉页的后一页，可以在该书前面几页找到。

条码号：贴在书名页上方，是图书馆藏流水号，一个条码号对应

一本书，借书时请扫此条码号。

• 借书时应仔细查看图书的完整性，若发现涂改严重或有
撕页、缺页等情况，应立即向工作人员声明，否则，在
还书时发现以上情况，则由借书人负责赔偿。

• 不得借用、冒用、盗用他人借书证，否则，按图书馆有
关规章制度对借书证和使用人进行处罚。

特别提醒



自助借还机使用流程—-还书

还书无需刷卡，选择先屏幕上的“还书”选项，直接将书翻到条码页

，向前推进扫描条码，注意屏幕提示信息，确认图书归还成功。

归还后的书请放置在自助机旁边的桌子上即可。

备注：图书馆刷脸服务可用于：入馆过门禁、借书自助服务



逾期罚款和遗失赔偿

◆外借图书按规定及时归还，逾期将收取超期使用费0.05元/册/天。

◆凡遗失图书，应在借期内购买相同版本图书作抵偿，否则按图书馆规定赔偿（可通

过图书馆网站查阅规章制度，也可到图书馆二楼大厅借还书处咨询）。



读者类型 总借阅量

一般图书 文学类图书

最大
借阅量

借阅
期限

续借
期限

最大
借阅量

借阅
期限

续借
期限

本科生

普 通
20册 20册 60天

30天

5册 30天 不续借

史量才学院 20册 60天 30天

启新学院

25册 25册 180天 5册 30天 不续借

研究生

借阅权限



借还书特别提醒

• 一旦有书逾期，该卡就不能借阅图书，只有等图书归还后（有
罚金一并交清）才可借书。

怎么知道所借的
图书到期了呢？

我的图书馆



我的图书馆 --借还书信息查询、证件挂失

图书馆主页－－登录“我的图书馆”－－输入学号和密码（默认身份证后6位或888888）



（1）修改信息：添加Email,即将到期（前5天）、超期（间隔3天）等提醒；
（2）当前借阅/借阅历史：显示借还书信息



芸悦读借购是图书馆与省新华书店联合推出的个性化服务，读者下单后书店即时发书，快递送
书到家，图书馆买单。借阅期到后将书归还至图书馆二楼出纳台即可。

前提条件：所购图书符合高校图书收藏规则，且10年内出版，金额在100元以内的图书。

图书荐购：芸悦读借购

使用方法：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服务—芸悦读
手机关注图
书馆微信公

众号





2.2 如何利用图书馆电子资源

我校图书馆作为浙江高校数字图书馆下沙分中心，每年投入大量经费用于购买电子
资源，目前已正式订购中外文数据库30多个，电子图书达200万种。

第一步：访问图书馆主页 http://lib.zstu.edu.cn/





第二步：访问各数据库

校内IP

学生宿舍或校外

可以通过各数据库的“访问入口”使用所有

电子资源

下载并安装SangFor(深信服) 方可使用



学生宿舍或校外
第一步：修改“我的图书馆”初始密码（默认身份证后6位的，跳过该步）

第二步：下载并安装深信服，桌面上会出现图标

第三步：双击图标，用“我的图书馆”的用户名、密码登录



（1）打开深信服使用时，浏览器（以QQ浏览器为例）可能会弹出“此站点不安全”的警示，请点击“详细

信息”中的“转到此网页（不推荐）”，忽视浏览器给出的站点不安全的警示（注：浏览器不同，操作会

略有差异）；

（2）安全软件如360安全卫士、腾讯安全管家等若弹出确认告警框，请点击“允许”放行；

（3）如启用了系统自带的防火墙，请将其临时关闭或弹出对话框时选择“解除阻止”按钮；

（4）弹出“Windows安全框”要求选择安装驱动程序，请点击“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

“深信服”使用注意事项：



2.3  如何利用手机阅读电子图书
第一步：下载超星
“学习通”APP



第二步：身份认证（“我的
图书馆”的用户名密码）

我馆购买的超星移动图书馆平台包括：90万
种电子图书(PDG手机格式)、300种报纸（每
天更新）、手机微视频2万集。另外，云舟

模块支持用户建立自己的学习交流圈，分享
读书笔记。



■配有68台公用电脑（凭校园一卡通上网，1元/小时）

■读者也可以自带电脑上网（全馆已覆盖校园无线网络信号）

温馨提醒：学生无线网账号（ZstuStudentWeb）仅限学校内网访问，若
要访问图书馆数据库，请下载图书馆深信服资源代理

2.4 哪里上网：五楼信息共享空间



自助打印、复印、扫描（二楼、五楼大厅）

复印、扫描：直接在打印复印设备上
刷卡操作。



1、利用图书馆电脑打印。在“打印菜单”中
选择“联创打印管理系统”及是否“双面打印”
，然后到打印复印设备上刷卡缴费打印。

2、自带电脑打印。先安装联创打印驱动（
下载地址：http://10.11.35.69:81/index.html）后即可使用。

自助打印操作流程



2.5  信息共享空间预约方法

方法一：图书馆主页（右下角）-—信息共享空间



学号

“我的图书馆”密码

方法二：直接输入预约地址 http://10.11.35.69/

http://10.11.35.69/


三、遵守 图书馆约定



◆保持馆内清洁卫生，不带食物、饮料进入阅览室，馆内严禁吸烟。

◆保管好随身物品，不占座，不隔夜占用存包柜。



◆爱护书刊，不涂画，爱护公共设施，不随意张贴广告。



◆出入通道如遇门禁系统鸣响，请主动配合保安或工作人员查明情况。



静
入馆手机调至静音

不高声喧哗

讨论问题请至讨论区



图书馆有限开放期间如何预约入馆

为落实学校防疫工作要求，疫情防控期间，图书馆实行有限开放制，采取预约入馆制度，控制人流。读者可通过手机

或电脑预约进馆，每人每天最多可预约3次，也可提前一天预约。预约人数达到峰值1200人后，不可再预约。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8:00-22:00（疫情期间提前一小时，即21：00闭馆，用于内部通风消毒，敬请谅解。）

限制范围：IC空间、知识空间等不组织随堂教学活动；暂停10人以上的研讨室预约

1、点击链接（http://booking.zstu.edu.cn/book），或者扫右侧二维码进入预约

页面（登录初始密码为000,点右上角“我的中心”可修改初始密码）

预约方法：

2、读者需在预约成功后30分钟内刷卡入馆，预约次日入馆的应在次日8点25分之前

刷卡入馆，否则系统将自动取消本次预约，释放名额。

3、预约一次可进馆一次，再次进馆需重新预约。学生疫情期间进出图书馆请务必

携带一卡通。出馆时无法人脸识别，必须刷卡，否则当天无法再次入馆。

4、教师入馆无需预约，直接刷卡入馆。

注：以上事宜将根据学校疫情防控要求适时作调整。

http://booking.zstu.edu.cn/book


◆图书馆主页 http://lib.zstu.edu.cn

◆官方微信：zstu-lib

◆馆长信箱：zstulib@zstu.edu.cn

◆咨询QQ：530747942 或 133569174（群号）

◆图书荐购：一楼资源建设部，电话86843134或邮箱 zjlgtsg@126.com

◆文献传递 、参考咨询： 七楼713，电话：86843133

◆代检代查：SCI、SSCI、EI、CPCI-S、CSSCI、SCD等文献收录和引用检索，六楼610 电话：86843738

联系我们

http://lib.zstu.edu.cn/
mailto:zstulib@zs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