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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服务手册-教师版 v1.4 

本手册介绍了为全校师生提供的信息服务的内容、使用的方法或入口，提供信息服务的

主要责任联系部门和联系方式，方便师生了解信息服务，使用信息服务。如果您有任何意见

和建议请及时和我们联系：xxzxxxb@hhu.edu.cn 或 xxzx@hhu.edu.cn. 

一、 校园网使用 

1、 新用户如何注册自己的上网帐号 

        （A）新注册用户人员范围: 

              河海大学正式在编教职工 

        （B） 新用户注册流程 

对于新进的教工在报到的流程中，通过校人事处将其个人信息录入人事系统，通过学校

数据共享平台至信息中心，特殊情况下可以其本人到信息中心提供个人的基本信息，由信息

中心工作人员将其信息添加至认证计费系统的数据库中。 

需要注册的新用户可通过校园网，使用浏览器访问页面 http://account.hhu.edu.cn， 

进入“用户自服务系统”（ 见图 1） 

 

 

                       图 1. 用户自服务系统 

点击“没有帐号点击这里注册” 按钮，出现注册表单界面后输入相应的信息。 

填写真实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用于核对身份。上网使用的帐号及密码，帐号的长度不要

超过 10 位，中间不能有空格，可以是字母数字及符号的组合；密码首次设定需要 11 位长度，

可以是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填写完成后，确认注册栏右边显示状态打钩变绿后，即可提交注册表单，如果跳出注册

http://account.h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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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 

页面，已完成帐号的注册。（见图 2） 

 

图 2  自注册 

2、 校内单位用户和校外短期来校学习交流、工作的人员账号开通 

校内单位和校外短期来校学习、交流、工作的人员开户，需在信息中心网站-服务指南-

表格下载里下载相关表格填写，链接地址：http://hhic.hhu.edu.cn/，然后单位盖章后，到网

络馆一楼服务大厅办理上网帐号开户手续。 

3、 PC 机网络使用 

1) 网络设置 

以 Windows 7 操作系统为例 

第一步：打开“控制面板”￫ “网络和 Internet” ￫ “网络和共享中心” ￫ 单击“本

地连接” 

第二步：点击“属性”按钮，打开本地连接的属性页面： 

 

第三步：选中“Internet 协议版本 4（TCP/IPv4）”, 点击“属性”按钮 

页面中选取“自动获得 IP 地址（0）”，再选取“使用下面的 DNS 服务器地址（E）”，

在“首选 DNS 服务器（P）”和“备用 DNS 服务器（A）”两栏中，按下面的地址填

写，再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点击这里提交 

http://hhic.hhu.edu.cn/s/3/t/11/4e/c8/info201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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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河海大学网络：首选 DNS 服务器地址为：202.119.112.32，备用 DNS 服务器地

址为：202.119.112.33 

2) 网络客户端下载与使用 

在信息中心网站“hhic.hhu.edu.cn” 网络资源—软件下载栏目，选择本机操作系统对

应的客户端，安装后就可以通过客户端上网了。 

 

4、 无线网络的连接 

河海大学目前基本达到无线网络全覆盖（少数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可能搜索

不到校园无线网络的信号）。 

河海大学的无线网络 SSID 标识有两类：（1）HHUCAN 是由营运商合作建设的无线热

点。（2）hhu-hhic 或 hhu-楼的拼音简称，是学校投资建设的无线热点。 

通过上述两类热点均可以上校园网并免费使用各类校内资源。需要上互联网，pc 机通

过客户端认证后使用。手机、Pad 等移动设备需要安装对应的客户端后使用。 

在信息中心网站“hhic.hhu.edu.cn” 网络资源—软件下载栏目，选择本机操作系统对应的

客户端，安装后就可以通过客户端上网了。也可以在应用站点搜索“哆点”，下载。 

5、 联系部门：信息中心；联系电话：83787582  8378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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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河海大学电子邮件服务 

河海大学邮件系统使用的是 Coremail 邮件系统。邮箱容量空间的分配为：单位和教师

员工的邮箱容量为 1G，网盘空间容量为 1G，共计 2G。 

“网络中转站”用于发送超大附件，超大附件的有效期为 7 天。 

1、 新教工邮件注册 

新教工信息录入人事系统后，经学校数据共享平台开户使用自注册方式。登录

http://mail.hhu.edu.cn/register/register.jsp，并在该页面内按要求填入各项数据，即可开通校

园网邮件账户。 

 

（A）设置别名 

新用户首次登陆后，可以在“设置”里为自己的账户添加一个“别名”，以方便记忆和

使用。“别名”在使用上等同于账号。别名只能添加一次，不能再修改。所以，请慎重起用

别名。 

 

2、 登录方式 

（A）Web 页面登录方式 

用户可以通过 Web 页面 http://mail.hhu.edu.cn 进入到邮箱的登录界面，在弹出的页面 

上输入你的邮箱名和密码即可进入到你的邮箱。 

（B）使用邮件客户端的登录方式 

通过邮件客户端软件（如 outlook、Foxmail 等）登录邮件系统。配置如下： 

接收邮件服务器（POP3）：mail.hhu.edu.cn 

服务器端口号：110 

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mail.hhu.edu.cn 

服务器端口号：25 

注意： 

1）如果用户不固定在某一台电脑上收取或查看信件，请选择“在服务器上保留邮件

http://mailsvr.hhu.edu.cn/register/register.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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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本”。否则，当用户在某一台电脑登录邮件系统后，所有邮件将被被接收

到该电脑，服务器上被清空。 

2）“发送服务器”设置中，必须选择“我的发送服务器（SMTP）要求验证”，否则

不能正常发送邮件。 

  

（C）通过校园门户系统登录到你的邮箱 

用户可以通过“校园信息门户系统” （http://my.hhu.edu.cn）中“邮件提 醒”，配置

邮件账户，查看邮件内容。目前的门户系统中，提供一个用户配置多个邮件账户的功能。 

3、 个人邮箱的基本设置 

（1）  代收邮件设置 

在 Coremail 邮件系统中，也可以设置“代收邮件”，以将其它邮件账户的信件收入本账

户中。但是“只能代收，不能代发”。如果用户要使用被代收的邮件账户发信，必须登录到

被代收邮件账户才行。 

  

设置“代收邮件”时： 

关于“服务器”设置：如果代收的邮件为校内其它邮件账户，如 test@hhu.edu.cn,则“服

务器”设为 mail.hhu.edu.cn；其它邮件系统的邮件“服务器”设置可以查询对应邮件的“帮

助”文档或“使用说明”。如果代收 sina 的免费邮件，则“服务器”设为“pop.sina.com”；

如果代收 163 的免费邮件，则“服务器”设为“pop.163.com” 

关于“账号类型”设置：选择“POP3”。 

关于“自定义文件夹”设置：在 Coremail 邮件系统中，用户可以通过“自定义文件夹”

来将某一个代收邮箱里的邮件收入到一个固定的文件夹中，以方便管理。 

（2）其它设置 

用户登录进入邮件系统后，在“欢迎页面”右上角有个“设置”链接，其中： 

1、“个人资料”中请补充手机号码或联系电话。当账户有问题时，方便联系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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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密码保护”功能： 

用户设置“密码保护”问题，忘记密码时通过回答问题重设密码。注意密码问题及答案

不能太简单，以防止别人利用。 

更为详细的功能介绍及使用方法请参阅信息中心网站的《河海大学电子邮箱使用说明》 

4、 联系部门：信息中心；联系电话：83786960 

三、 学校主页网站及部门网站 

1、 简介：学校主页及二级部门网站群是学校以及各部门对外进行信息发布的权威平台。全

校教职工可通过互联网访问学校主页及部门网站获取校内信息，主要包括河海要闻、通

知公告和院系机构设置等。 

2、 使用方式：直接访问网址 http://www.hhu.edu.cn/，不需要登录账号。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3、 联系部门：宣传部、信息中心。联系电话：83786047、83787591。 

 

四、 信息门户 

1、 简介：信息门户为校内教职工提供了校内办公及其他各方面的信息发布功能以及相关业

务系统的集成入口。目前的信息发布栏目包括：办公通知、部门文件、校区通知、校区

文件、领导讲话、校园讲座、公共服务（江宁班车、办事流程）、办公服务（部门简报、

每周安排、领导接待、统计资料、工作计划、表格下载、学术活动、部门新闻、考试安

排）等。 

2、 教师主要功能：办公通知、办公文件、河海要闻、我的应用、我的提醒、邮件提醒、我

的待办、办公服务、站点导航等。 

3、 使用方式：访问网址 http://my.hhu.edu.cn，登录账号：工号，初始密码为身份证后 6 位。

忘记密码可通过邮箱找回。具体见登录页面。 

http://www.hhu.edu.cn/
http://my.h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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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系部门：信息中心。联系电话：83787591。 

 

五、 办公自动化 

1、 简介：河海大学办公自动化系统提供以党办校办为核心的行政办公系统，与校内其他业

务应用系统是平行的关系（如教务系统、人事系统等），主要功能包括办文、办会、办

事等。其核心的功能为公文流转，实现全校收文、发文的自动化，突破公文收发事务依

赖于人以及时间、空间上的局限性，提高行政事务处理效率，实现办公处理过程的无纸

化。 

2、 教师主要功能：收文处理、文档管理、历史公文、发文管理、请示报告等。 

3、 使用方式：访问网址 http://oa.hhu.edu.cn，登录初始账号：教工工号，密码为初始密码，

或者登录门户后从“我的应用”中点击“办公自动化”进入。 

 

4、 联系部门：校办。联系电话：83786490。 

 

六、 Vpn 

1. 简介：VPN 技术将校外计算机经互联网建立虚拟专用通道接入校园网内部，使在校外的

教职工可以像校内网络用户一样，访问校园网内网络资源，如办公系统、电子数据库资

源、校内网站等。 

2. 教师主要功能：办公系统、电子数据库文献资源、校内站点访问等。 

3. 使用方式： 

(1) PC 端在 IE 浏览器中输入 VPN 系统网址（https://vpn.hhu.edu.cn），打开 vpn 登录界

面进行访问。或者在学校主页(www.hhu.edu.cn)左下角选择校内资源，打开点击“校

http://oa.hhu.edu.cn/
http://www.h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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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vpn”。 

 
(2) PC 端在 IE 浏览器中输入信息门户网址（http://my.hhu.edu.cn），勾选“VPN 登录”

进行访问。 

 

(3) 智能手机终端用户访问 https://vpn.hhu.edu.cn，选择相应的终端类型【iOS 客户端 | 

Android 客户端】下载客户端程序，或者在 app store 搜索 EasyConnect 客户端。 

(4) 登录账号：工号，密码与信息门户密码相同。 

(5) VPN 只支持 IE 浏览器，具体可访问 vpn.hhu.edu.cn，参见帮助手册。 

4. 联系部门：信息中心。联系电话：83787591。 

 

七、 视频会议 

1、 简介：视频会议系统提供了三个校区间的各种视频会议系统的连接、视频教学培训的连

接等，以及教职工参加校内外视频会议的高清软件桌面终端。目前，视频会议系统包含

会议预约、会议审批、资源查询、会议控制、会议调查、统计分析、数据字典、系统管

理等功能。 

2、 教师主要功能：会议预约、会议审批、会议控制、会议调查、统计分析等；视频会议主

要有 3 个方面的功能 (1) 校内会议：方便教师参加学校三个校区间的双向视频会议，可

实时广播会议的实况，以方便后期点播观看；(2) 互动教学：支撑校内各单位校区间、

与校外教学基地间的互动教学；(3) 学术交流：方便教师进行校际间的学术交流、国际

学术交流、科研项目交流等。 

3、 使用方式： 

(1) IOS 平台，登陆 App store，搜索“Polycom”，选择“Polycom RealPresence”，进行

下载、安装。 

(2) Andriod 平台，登陆“Google Play”，搜索“Polycom”，选择“Polycom realPresence”，

进行下载、安装，或者直接电脑豌豆荚安装指定 APK 文件。 

4、 联系部门：校办。联系电话：83786490。 

 

http://my.hhu.edu.cn/


 

9 
 

八、 统一通讯 

1、 简介：统一通讯平台是基于统一的身份认证和单位组织架构体系，将微哨、电子邮件和

移动短信三种通讯方式集成为一体的，并具有面向业务应用的消息服务接口的通讯平

台。目前，统一通讯平台为校内教职工提供校内通讯录、消息通讯（邮件、短信、手机

应用三种方式）、日志记录和查询、系统管理（针对部门管理员）和应用集成等功能。 

2、 教师主要功能：个人通讯信息维护、（短信、邮件、app）校内消息发送、校内部门通讯

录、日志查询、校内群组等。 

3、 使用方式： 

(1) 直接访问 http://uc.hhu.edu.cn，登录账号：工号，密码为校园信息门户密码。 

(2) 在微哨“应用中心”中选择“我的应用”，点击“通讯平台测试版”即可进入。微

哨下载地址 http://mapp.hhu.edu.cn/whistle/，登录用户名：工号，密码为校园信息

门户密码（忘记密码可通过校园信息门户主页的找回密码功能找回）。 

 

4、 联系部门：信息中心。联系电话：83787591。 

 

九、 河海地理信息服务 

1、 简介：一个基于 web 的校园三维地图系统。覆盖西康路、江宁、常州 3 个校区。系统能

够实现校园地图信息的三维展示，支持二维图、三维图、卫星图切换，具有基本的地图

操作和地图导航功能。能够在三维地图上对校内的单位、实验室、楼宇、各类生活设施

进行目标查询和显示，具有校园内主要行车路线和重要地点的 360 度实景，在迎新和校

庆期间提供了新生住宿信息查询和校庆公告、校庆服务点显示和路线指引的服务，以及

历史校园的功能。系统提供其他业务系统进行校园地图信息集成的的 API 接口。 

2、 教师主要功能：包括 3 个校区的校内单位组织、校园楼宇的地图查询和显示，校园地图

导航，校园 360 度实景浏览，校庆服务等。 

3、 使用方式：直接访问网址：http://map.hhu.edu.cn 不需要登录。 

移动客户端使用访问网址：http://map.hhu.edu.cn/mobile/index.html   

http://uc.hhu.edu.cn/
http://mapp.hhu.edu.cn/whistle/
http://map.hhu.edu.cn/
http://map.hhu.edu.cn/mob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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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直接扫描二维码下载 

  

4、 联系部分：信息中心；联系电话：83787591 

 

十、 教务系统 

1、综合教务管理系统 

(1) 简介：URP 高校教务管理系统涉及教务、教学管理各环节，面向学校各部门以及各

层次用户，以高校用户为导向，扩大了业务覆盖范围，实现了主体教务业务和其他

辅助功能的信息交互；提高了软件集成度，增强了软件易用性，在人机界面、软件

架构和软件运行方面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与创新；同时，URP 高校教务管理系统

拥有与其他系统之间良好的接口，可以无缝集成于数字化校园 UPR 的整体框架之

中。 

(2) 教师主要功能：发布信息公告、教室借用审批、教师开课信息、教师评估信息、成

绩录入统计等、个人信息、授课信息、教室查询与申请、毕业设计管理、课程与教

材管理、成绩录入、教学评估、课表综合查询等。 

(3) 使用方式：访问网址 http://jwxt1.hhu.edu.cn/login.jsp 。或者通过门户登录后，直

接点击“我的应用”中的“教务系统”进行访问。 

 

(4) 联系部门：教务处。联系电话：58099174。 

2、网络教学资源系统（课堂在线） 

(1) 简介：“河海课堂在线”充分吸收国内外主流在线教学平台课程模式，综合运用互

联网、多媒体、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出美观大方、简单易用、功能强大、资源丰富

的在线教学平台。平台通过课程资源的建设和在线教学平台的应用，提高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水平，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平台充分发挥现代

信息技术作用，体现混合式教学思想，实现优质教学。 

(2) 教师主要功能：网络课程建设与教学、教学资源利用与分享、优质课程展示与共享、

教学过程分析与统计等。 

(3) 使用方式：访问网址 http://ktzx.hhu.edu.cn/portal/，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均为 8 位工

http://jwxt1.hhu.edu.cn/login.jsp
http://ktzx.hhu.edu.cn/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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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或者通过门户登录后，直接点击“我的应用”中的“课堂在线”进行访问。 

 

(4) 联系部门：教务处。联系电话：58099171。 

 

 

十一、 人事系统 

1、 简介：河海大学人事管理信息系统。它是整个数字化校园的关键系统之一，它一方面是

为全校的信息管理系统提供重要的教职员工数据，另一方面可有效提高人事管理部门的

工作效率和质量。通过人事管理信息系统，可以构建学校的教职工信息库，作为学校教

职工数据的来源；协助规范人事管理的工作流程，支持贯彻人事管理政策，实现在线业

务处理，为各级领导管理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为人事处工作人员、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

人员、全校教职工等提供统一的网上服务平台。 

2、 教师主要功能：个人基本信息维护与管理、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申报等。 

3、 使用方式：访问网址 http://hr.hhu.edu.cn/epstar/， 账号密码与信息门户相同，或者登

录门户后在“我的应用”中选择“人事系统”点击进入。 

 

4、 联系部门：人事处。联系电话：83786559。 

 

十二、 研究生系统 

1、 简介：河海大学研究生院平台系统（14 版研究生系统）由招生管理子系统、学籍管理

子系统、培养管理子系统、毕业与学位管理子系统、学科学位点管理子系统、院系管理

http://hr.hhu.edu.cn/ep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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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学生应用服务子系统、教师导师服务子系统等组成。目前已上线的模块，包括

学籍管理、培养管理、成绩管理和系统管理，根据不同的角色对象（教师、院系研究生

秘书等），划分了不同的功能。 

2、 教师主要功能：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籍管理、培养方案的维护、课表核对、学生成绩查

询与审核、学生成绩排名、选课情况查询导出、课程库维护、教师课表查询、选修名单

查询、学生成绩录入与查询、课程开关等。 

3、 使用方式：访问网址 http://202.119.112.195/hhu/ ，登录账号是工号，或者可以登录门

户后在“我的应用”中点击“研究生系统”。 

 

4、 联系部门：研究生院。联系电话：83787398。 

 

十三、 财务综合查询系统 

1、 简介：财务综合查询系统包括子系统：账务系统、工资系统、个人收入及所得税管理系

统、单点登录和综合查询、网络报表管理系统、银校互联系统、银行对账系统、财务出

纳票据联打系统、资产管理模块以及数据备份恢复系统。 

2、 教师主要功能：教师个人可以查询个人项目、个人工资、来款信息、报销款信息等。 

3、 使用方式：登录信息门户(http://my.hhu.edu.cn)后，点击“我的应用”面板中“财务查

询”图标即可进入综合查询系统。如下图所示： 

 

4、 联系部门：财务处。联系电话：83786338。 

 

十四、 统一支付 

1、 简介：统一支付平台是整合现有收费途径实现学校各项收费的统一管理平台。主要涉及

方面为：为已经存在的业务系统提供统一支付网关，接收应用系统的相关业务指令，完

成在线支付过程，反馈结果信息；对于学校目前没有应用系统覆盖到的临时性的收费，

通过该系统进行建项，缴费，提供流程化、涵盖收费全过程的网络操作平台；统一的后

台管理功能，满足财务处各项业务及管理需要。 

http://202.119.112.195/h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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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主要功能：校内相关单位根据收款需要向财务处申请设立收费项目，可以通过后台

调用或名单导入方式进行网上收费。需要缴费的普通教师则可通过该平台网上缴费。 

3、 使用方式：登录信息门户(http://my.hhu.edu.cn)后，点击“我的应用”面板中“支付平

台”图标即可。如下图所示： 

 

4、 联系部门：财务处。联系电话：83786338。 

 

十五、 一卡通 

1、 简介：河海大学校园一卡通系统是以软件集成为主、硬件集成为辅的综合信息集成系统，

与学校其它业务管理信息系统紧密结合，旨在为广大教职工的教学、科研和生活提供方

便、快捷的电子化服务，从根本上实现“一卡在手，走遍校园”的设想。河海大学一卡

通系统的信息载体是校园卡(非接触式射频 IC 卡)，卡内存有持卡人的个人信息、账户信

息等，该系统具有的基本功能包括：身份识别、身份认证、校园消费、计费管理、机房

管理、智能控水管理、财务结算、收费管理、各类资金发放、图书馆管理、医疗就诊、

信息查询等。 

2、 教师主要功能：身份识别、校园消费（食堂、超市、网费等）、计费管理、自助圈存、

财务结算、医疗就诊卡、图书馆门禁卡等。 

3、 使用方式：访问网址 http://ecard.hhu.edu.cn/ ，或者通过登录门户后在“我的应用”中

选择“一卡通”点击进入。 

 

4、 联系部门：财务处结算中心。联系电话：83787448。 

 

十六、 资产管理系统 

1、 简介：资产管理系统是一个多级用户分层管理的资产管理平台。支持多种类型资产的全

过程管理，包括设备、家具、低值耐用品等。系统的用户主要包括资产管理处工作人员、

各部门资产管理员、各部门领导、校领导、大型仪器负责人、普通教职工等。 

2、 教师主要功能：普通教职工可以查看个人所保管设备信息。资产管理员可以对本单位设

http://ecard.h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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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办理建账、调剂、调拨等业务。 

3、 使用方式：登录信息门户(http://my.hhu.edu.cn)后，点击“我的应用”面板中“资产管

理”图标即可。如下图所示： 

 

4、 联系部门：资产处。联系电话：83786487。 

 

十七、 科研系统 

1、 简介：科研管理系统是基于河海大学科技业务需求，经过需求调研、分析、流程疏理和

数据整理，结合易普拉格科研管理系统的产品，开发而成的满足河海大学科研管理需求

的系统。实现了科研工作的网络化管理，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科研数据中心和科研管理沟

通平台，全面、实时、准确地提供学校的有关科研信息，服务于高校科研工作人员的工

作，辅助领导进行科研管理决策，从而为科研管理人员开展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2、 教师主要功能：项目申报、立项登记、经费认领与查询、科技成果登记等。 

3、 使用方式：访问网址 http://kyglxt.hhu.edu.cn，或者通过登录门户后，在“我的应用”

中选择“科研系统”点击进入。 

 

 

4、 联系部门：科技处。联系电话：83786331。 

 

十八、 离校系统 

1、 简介：离校系统是毕业生办理离校的各种手续的信息平台。毕业生离校时，直接在离校

系统中就可以查看个人离校手续的办理情况，同时离校系统在后台集成了毕业生的各种

相关信息，对于符合条件的直接显示无须办理，从而减轻了相关业务部门的工作量。 

2、 教师主要功能：办理审核学生离校手续。 

3、 使用方式：直接登录信息门户 http://my.hhu.edu.cn，点击“离校系统”图标即可。 

http://kyglxt.hhu.edu.cn/
http://my.h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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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系部门：校办。联系电话：83786490。 

 

十九、 学工系统 

1、 简介：学工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学生基本信息管理、奖助贷管理、请假管理、辅

导员管理。 

2、 教师主要功能：学生基本信息管理、奖助贷管理、请假管理、辅导员管理等。 

3、 使用方式：直接登录信息门户 http://my.hhu.edu.cn，点击“学工系统”图标即可。 

 

4、 联系部门：学生处。联系电话：58099477。 

 

二十、 图书情报 

1. 汇文系统 

(1) 简介：“我的图书馆”能让校内教职工网上预约、续借、异地委托借阅、订购征询、

教参书推荐。提供网上新书、定题、专题、连续出版物的目次或者全文链接等信息

的个性化推送服务。网上催缺、预约到书、优先阅览等服务信息的发布。 

(2) 教师主要功能：预约、续借、异地委托借阅、订购征询、教参书推荐等。 

(3) 使用方式：http://202.119.112.133:8080/reader/login.php，登录“条码号”为工资不

变号，“初始密码”为“工资不变号”。 

(4) 联系部门：图书馆。联系电话：83786300。 

2. 电子数据库资源 

(1) 简介：图书馆现有七十多种电子资源数据库，为全校教职工提供各个学科领域内论

文的检索、查阅和下载，可至 http://lib.hhu.edu.cn/s/61/t/230/p/11/c/3045/list.htm 页

面查询数据库列表。 

http://my.hhu.edu.cn/
http://202.119.112.133:8080/reader/login.php
http://lib.hhu.edu.cn/s/61/t/230/p/11/c/3045/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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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主要功能：论文的检索、查阅和下载。 

(3) 使用方式：校内 IP 地址范围内可免费使用。校外可通过 VPN 系统登录后免费使用。 

(4) 联系部门：图书馆。联系电话：83787303。 

3. 移动图书馆 

(1) 简介：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在任何时间地点，更加方便、有效的使用图

书馆的电子资源。 

(2) 教师主要功能：通过移动终端使用图书馆电子资源，查询纸质资源。 

(3) 使用方式之一：WAP 版，通过手机上网直接登录 http://hhu.superlib.com； 

使用方式之二：客户端版，通过手机进入安卓市场或苹果市场搜索“超星移动图书

馆”下载安装，也可通过电脑下载（网址 http://m.5read.com/appdown.html）拷至

手机安装。 

客户端安装完毕后，需登录才能使用。登录用户名、密码与图书馆书目查询系统“我

的图书馆”用户名、密码一致。 

(4) 联系部门：图书馆。联系电话：83786300。 

 

二十一、 档案管理 

1、 简介：数字档案平台由综合档案管理平台、数字档案综合门户两部分构成，包括文书档

案系统、学籍档案系统、学生成绩证书翻译系统、声像档案系统等诸个子系统。 

2、 教师主要功能：数字化文书档案管理和查阅等。 

3、 联系部门：档案馆。联系电话：83786791。 

 

二十二、 附录：学校部门网站一览 

可以通过学校主页（http://www.hhu.edu.cn）中的院系部门栏目或者通过访问学校信息

门户（http://my.hhu.edu.cn）中的校内站点导航栏目，访问校内各单位的网站。以下是学校

部门网站一览表（顺序不分先后）。 

院系 部门 域名 

 水文水资源学院 http://shxy.hhu.edu.cn/ 

 水利水电学院 http://sdxy.hhu.edu.cn/ 

 港口海岸与近海工程学院 http://ghxy.hhu.edu.cn/ 

 土木与交通学院 http://ccte.hhu.edu.cn/ 

 环境学院 http://hjxy.hhu.edu.cn 

 能源与电气学院 http://dqy.hhu.edu.cn 

 计算机与信息学院 http://cies.hhu.edu.cn/ 

http://hhu.superlib.com/
http://shxy.hhu.edu.cn/
http://sdxy.hhu.edu.cn/
http://ghxy.hhu.edu.cn/
http://ccte.hhu.edu.cn/
http://hjxy.hhu.edu.cn/
http://dqy.hhu.edu.cn/
http://cies.h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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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学与材料学院 http://lcy.hhu.edu.cn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http://dxy.hhu.edu.cn 

 理学院 http://lxy.hhu.edu.cn 

 商学院 http://hhbs.hhu.edu.cn 

 公共管理学院 http://ggy.hhu.edu.cn 

 法学院 http://law.hhu.edu.cn 

 马克思主义学院 http://mky.hhu.edu.cn 

 外国语学院 http://wgyxy.hhu.edu.cn 

 体育系 http://tyx.hhu.edu.cn/ 

 机电工程学院 http://jidian.hhuc.edu.cn/  

 物联网工程学院 http://wulwxy.hhuc.edu.cn/ 

 企业管理学院 http://bs.hhuc.edu.cn 

党政其他 党委办公室 http://dwb.hhu.edu.cn 

 组织部 http://zuzb.hhu.edu.cn 

 纪委监察处 http://jjjc.hhu.edu.cn  

 校长办公室 http://xb.hhu.edu.cn 

 合作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http://hzfz.hhu.edu.cn 

 校友会办公室 http://alumni.hhu.edu.cn 

 教育基金会办公室 http://hhuedf.hhu.edu.cn 

 常州校区 http：//www.hhuc.edu.cn  

 发展规划处 http://fzghc.hhu.edu.cn 

 教务处 http://jwc.hhu.edu.cn 

 科技处 http://kjc.hhu.edu.cn 

 社科处 http://skc.hhu.edu.cn 

 研究生院 http://gs.hhu.edu.cn 

 人事处 http://rsc.hhu.edu.cn  

 财务处 http://cwc.hhu.edu.cn 

 审计处 http://sjc.hhu.edu.cn 

 学生工作处 http://xsc.hhu.edu.cn 

 招生办公室 http://sea.hhu.edu.cn 

 学生就业指导中心 http://job.hhu.edu.cn 

 海军国防生教育办 http://gfs.hhu.edu.cn  

 保卫处 http://bwc.hhu.edu.cn 

 国际合作处 http://gjhzc.hhu.edu.cn 

 基建处 http://jjc.hhu.edu.cn 

 后勤管理处 http://hqglc.hhu.edu.cn 

 离退休工作处 http://ltxc.hhu.edu.cn 

 资产管理处 http://zcc.hhu.edu.cn 

 团委 http://youth.hhu.edu.cn  

 工会 http://gonghui.hhu.edu.cn  

 大禹学院 http://dyxy.hhu.edu.cn 

 远程与继续教育学院 http://jjy.hhu.edu.cn 

 国际教育学院 http://cie.hhu.edu.cn 

http://lcy.hhu.edu.cn/
http://dxy.hhu.edu.cn/
http://lxy.hhu.edu.cn/
http://hhbs.hhu.edu.cn/
http://ggy.hhu.edu.cn/
http://law.hhu.edu.cn/
http://mky.hhu.edu.cn/
http://wgyxy.hhu.edu.cn/
http://tyx.hhu.edu.cn/
http://jidian.hhuc.edu.cn/
http://wulwxy.hhuc.edu.cn/
http://bs.hhuc.edu.cn/
http://dwb.hhu.edu.cn/
http://zuzb.hhu.edu.cn/
http://jjjc.hhu.edu.cn/
http://xb.hhu.edu.cn/
http://hzfz.hhu.edu.cn/
http://alumni.hhu.edu.cn/
http://hhuedf.hhu.edu.cn/
http://www.hhuc.edu.cn/
http://fzghc.hhu.edu.cn/
http://jwc.hhu.edu.cn/
http://kjc.hhu.edu.cn/
http://skc.hhu.edu.cn/
http://gs.hhu.edu.cn/
http://rsc.hhu.edu.cn/
http://cwc.hhu.edu.cn/
http://sjc.hhu.edu.cn/
http://xsc.hhu.edu.cn/
http://sea.hhu.edu.cn/
http://job.hhu.edu.cn/
http://gfs.hhu.edu.cn/
http://bwc.hhu.edu.cn/
http://gjhzc.hhu.edu.cn/
http://jjc.hhu.edu.cn/
http://hqglc.hhu.edu.cn/
http://ltxc.hhu.edu.cn/
http://zcc.hhu.edu.cn/
http://youth.hhu.edu.cn/
http://gonghui.hhu.edu.cn/
http://dyxy.hhu.edu.cn/
http://jjy.hhu.edu.cn/
http://cie.hh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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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 http://lib.hhu.edu.cn 

 档案馆 http://archives.hhu.edu.cn 

 信息中心 http://hhic.hhu.edu.cn 

 水文水资源与水利工程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http://www.hydro-lab.cn  

 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 

http://water-centre.hhu.edu.cn  

 协同创新中心 http://xtcxbgs.hhu.edu.cn  

 后勤集团 http://hqjt.hhu.edu.cn  

 

 

2015 年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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