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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什么
What is a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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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人类文明保存和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有序组织的
专业机构。

l 现代图书馆制度于19世纪正式建立

Ø 图书馆是搜集、整理、保管和利用书刊资料，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
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吴慰慈《图书馆学概率》

Ø 国家图书馆（如中国国家图书馆）
Ø 公共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Ø 高校图书馆（如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Ø 专业图书馆（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高等学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
的学术性机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教高〔2015〕14号）



图书馆是什么
What is a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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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什么
What is a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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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been secretly imagine, heaven should be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brary.                                                  
—— Jorge Luis Borges

结交“两个朋友”：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运动场。
到运动场锻炼身体， 强健体魄。到图书馆博览群书，
不断的“充电”、“蓄电”、“放电”。          —— 王恩哥



图书馆是什么
What is a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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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南理工图书馆的模样
If there is a paradise, it should be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江阴校区图书馆  面积：2.7万m2   座位：2000席



图书馆是什么
What is a Library

1

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南理工图书馆的模样

If there is a paradise, it should be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南京主校区图书馆  面积：4.5万m2   座位：4000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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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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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有什么
What does our Library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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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资源
Collections

01

中外文书刊266万册（含

古籍1.5万+册，江阴校

区10万册（建设中）

纸质资源

数据库166个
含中外文电子图书、期刊、

学位论文…600+万种

（江阴校区图书馆与主校区

图书馆实现数字资源共享）

电子资源



空间服务
Spac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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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览室空间

图书馆设有综合书库、基本书库等10个借阅室，阅览座位2000余席。



空间服务
Spac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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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设有信息共享空间、电子阅览室、研讨间、音视频体验空间等多元自主学习空间，

为协同自主学习、学术研讨与交流、社团活动等提供工作空间。



网络服务
Network Services

03

图书馆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通过校园网账号认证即可使用。

通过网络，为全校师生提供7×24小时的文献信息服务

通过图书馆网页，获取本馆所有文献资源和服务信息



服务设施
Service Facilities

04

馆藏目录查询机  电子图书自助借阅机

基于RFID的自助借还书机

自助文印系统



学习· 研究支持服务
Study, Research Suppor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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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利用图书馆
How to Use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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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开放时间

l  如何借还书，借阅规则

l  怎样找电子文献资源

l  在图书馆找不到想要的资料怎么办

l  怎样利用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及设施

l  遇到问题怎么办……



入馆须知
Entranc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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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开放时间调整，另行通知

1.读者凭本人有效校园卡或人脸识别认证入
馆，证件仅限本人使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
绝刷证入馆；其他来访人员须经审批、登记
后入馆。

2.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8:00-22:00、周
六至周日9:00-22:00；国家法定节假日不开
放。

3.图书馆内请保持安静，禁止喧哗。请将手
机或电脑等设备调至静音状态。

4.请保管好个人物品，贵重财物务必随身携
带，丢失后果自负。

5.进入图书馆应着装整齐，注重个人卫生；
举止文明，遵守公共道德。

6.禁止携带除矿泉水外的任何饮料进入图书
馆；禁止在馆内进餐、吃零食等。

7.图书馆是重点防火单位，严禁在馆内任何
地方吸烟、用火，违者按有关规定处罚。

8.保持馆内清洁卫生，爱护公共设施、设备
及书刊资料，禁止乱写乱画、随意张贴，禁
止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违者将视其污损
及破坏程度予以处罚。

9.遵守并维护馆内秩序，不得抢占阅览座位，
不得随意挪动阅览桌椅等。

10.不得擅自将文献资料等带出规定阅览区域，
违者予以处罚并通知所在学院或单位。

11.对严重违规者，蓄意扰乱秩序人员，将禁止
入馆、移交学校相关部门或公安机关处理。



馆藏与功能布局
Collections and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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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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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书

找书

借书

还书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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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查书   通过馆藏目录查书

方式一：利用二楼大厅查询机查询馆藏目录信息 方式二：通过电脑或手机登录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主页

（lib.njust.edu.cn）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03

Step 1: 查书   通过馆藏目录查书

选择检索字段，输入关键词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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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查书   通过馆藏目录查书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03

Step 1: 查书   通过馆藏目录查书

点击书名，查看详细信息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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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查书   通过馆藏目录查书

“借出-应还日期yy-mm-dd”提示该书
已经被借出，到期日是 yy-mm-dd；
“可借”可至相应馆藏地书架取阅或外
借；“阅览”仅限馆内阅览，不可外借。

查看书刊状态，记下馆藏地和索书号或扫描二维码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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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找书   到图书所在阅览室，按照“索书号”找书

索书号

索书号是图书在本馆的编号，由字母加阿拉伯数字组成，   
如：C819/31，字母代表一个学科大类，大类下细分的学
科门类用阿拉伯数字组成。

索书号排列规则：自上而下，从左到右, 由小到大 

图书排架方法：根据字母和数字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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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借书  通过自助借还书机借书

l 借阅管理模式：阅览室的图书提供外借。

l 借阅权限

读者类型 最大借阅量 借期 续借 预约
本科生 16册 35天 可续借1次，

期限15天
每次可预约1
册

提醒：
严禁将未办理借阅手续的图书带出图书馆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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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借书----续借         

读者如无超期、欠款等违章情况，且所借图书未

被其他读者预约，可在所借图书到期前3天通过

网上续借1次，续借期限为15天。具体操作步骤

如下：登录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主页，在页面右

下端“我的图书馆”下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初始用户名为本

人学号，默认密

码为身份证后6位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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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借书----续借      

登录后，点击“当前借阅”，在想要续借的图书后点击“续借”即可。首次登陆“我的图书馆”，请务
必完善个人信息，如邮箱等，图书馆会发送图书到期提醒等通知邮件。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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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借书----预约

提醒：有超期、欠款，不得续借、预约

如果所需图书已经被全部借出，可以进行网上预约，具

体操作步骤为：登录“馆藏目录”→检索到欲借图书→

点击“预约申请”→登录“我的图书馆”→选择预约图

书→点击“执行预约”，预约的图书被归还到图书馆后，

图书馆管理系统会发送通知邮件，读者接到通知后的

15天内，到图书馆办理借阅手续即可。



如何借还书
How to Borrow and Retur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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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4: 还书

使用二楼大厅自助借还书机还书，不需要一卡通。

请按期归还所借图书，逾期交纳逾期使用费0.10元/天/册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04

最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借鉴，到哪里可以找到有价值的学术信息

十大信息源

期刊 专利 会议文献 科技报告 学位论文 图书 标准 政府出版
物

科技档案 产品资料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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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术数据库搜索：来源多为正式出版物，具有学术性和权威性；

     具有较强的检索功能和检索限定选项；具有分析功能和个性化功能

• 网页搜索：申请指南、科技报告、新闻报道
                    

• 搜索引擎：海量资源，鱼龙混杂，增加了辨识难度，信息孤岛化

                   生活中可以积极用，但不能只使用

                   在学术检索中，要慎用，少（不）引用
                    

最高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借鉴，到哪里可以找到有价值的学术信息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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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查询方式：
利用校园网打开图书馆主页，

方式一：点击“馆藏资源”下的“中文数据库”或“外文数

据库”，点击名称打开数据库。（推荐使用）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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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查询方式：
利用校园网打开图书馆主页，

方式一：点击“馆藏资源”下的“中文数据库”或“外文数

据库”，点击名称打开数据库。（推荐使用）

初次使用请
查看帮助文档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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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查询方式
方式二：点击“资源发现”下的“数据库列表”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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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查询方式

方式二：点击“资源发现”下的“数

据库列表”，包含图书馆购买的所有

数据库以及免费网络资源，可以按文

献类型、资源语种、学科类别分类查

找。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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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查询方式

方式三：在“资源发现”或“”集成

检索下的检索框中直接输入关键词进

行一站式快速搜索，找纸质文献、电

子文献，找图书、期刊……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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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数据库

专业学习：CNKI中国知网、 万方、维普、读秀知识库、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

（SCIE、CPCI）、EI、ScienceDirect……，以及专业外文数据库

英语学习：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新东方《英语口语学习空间》 、新东方“英语四六级机考平

台”……

多媒体数据库：知识视界video Library、库克数字音乐图书馆、悦学多媒体教学资源库……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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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示例——以“独秀知识库”为例

Step 1: 登录图书馆主页，在馆藏资源--中文数据库列表中

找到 ”读秀知识库”，点击数据库名称，进入数据库页面。

该数据库包含图书、期刊等多种文献资源，支持全文内容

检索和中英文文献检索。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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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示例——以“独秀知识库”为例

Step 2: 选择图书；输入关键词，关键词之间空格，相当于

AND；选择书名字段，点击中文搜索。



本馆有电子全文，下载阅读全文

本馆有纸本，获取纸本馆藏信息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04

Step 3: 输入关键词，选择书名，中文搜索；点击书

名，可以查看该书的详细信息，点击“汇雅电子书”

可以下载或在线浏览该书电子全文，点击“馆藏纸

本”查看该书的馆藏信息，部分阅读，可以获取电

子全文链接。



本馆无馆藏，通过文献传递获取全文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04

Step 3: 输入关键词，选择书名，中文搜索；点击书

名，可以查看该书的详细信息，点击“汇雅电子书”

可以下载或在线浏览该书电子全文，点击“馆藏纸

本”查看该书的馆藏信息，部分阅读，可以获取电

子全文链接。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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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期刊、会议、学位论文、专利等——以“CNKI”为例

Step 1: 连接校园网，登录图书馆主页，在馆藏资源--中文数据库列表中找到 ”知网CNKI”，点击数据库名称，

进入数据库页面，或在百度中搜索CNKI。该数据库包含除图书以外多种文献资源，支持多种检索方式检索和中英

文文献检索。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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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选择数据库，点击高级检索。



检索词输入框

检索使用方法提
示及示例



输入检索词，选择篇名或篇关摘字
段，模糊或精确匹配，点击检索

点击检索



按被引次数排序

按文献类型分类查看



查看高影响力论文

按研究主题筛选



按学科筛选



找到综述文献，帮助了解某

研究领域的总体发展趋势



如何获取全文，点击文章
标题，查看详细信息



下载全文，安装CAJ、PDF
阅读器才能打开全文





自动生成参考文献格式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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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访问

如果没有电脑
或者在校外，可以使用
图书馆电子资源吗？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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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方便读者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查询、
利用图书馆馆藏信息及资讯，同时拥有超过百万册电子图书、海
量报纸文章以及中外文献资料等，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移动阅

读服务。

如果没有电脑
或者在校外，可以使用
图书馆电子资源吗？

方式一:利用图书馆二楼大厅的
电子图书自助借阅机



怎么查找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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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方便读者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查询、
利用图书馆馆藏信息及资讯，同时拥有超过百万册电子图书、海
量报纸文章以及中外文献资料等，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移动阅

读服务。

如果没有电脑
或者在校外，可以使用
图书馆电子资源吗？

方式二:在图书馆主页打开移动图书馆页面



超星移动图书馆

l 安装：搜索“超星移动图书馆”下载app （IOS、安卓）

l 注册：选择南京理工大学，初始用户名：本人学号，密码：身份证后六位

l 可以查询馆藏、个人借阅信息、查图书、查文章、看报纸、看视频、看公开
课、查学分课表……



对接图书馆OPAC系统



基于数字资源的移动服务





公开课涵盖了多个不同
的学科，满足不同读者
需求



报纸
地区
分类



个性化
订阅，
丰富的
内容





读者登陆



用
户
绑
定

 



显示课程学
分完成情况

课程分数及
分数情况

课程名称



实时显示课程状态



登录即可与共读一本
书的读者进行交流

登录即可发送
文字、图片



文献资料推送功能

邮件自动提醒借书超期

自动推荐图书功能

有声读物

四六级报名

……



如何安装客户端1









以IOS为例



怎么利用电子文献
How to Search Electron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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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使用注意事项

l IP权限   本校拥有的数据库，仅限校园网IP范围内（校内的办公楼、实验室、机房、图书馆、学

生宿舍）免费使用。

l  合理使用    本校购置的电子资源，仅限我校读者个人研究和学习使用。

l  过量下载    不得使用网络下载工具批量下载。

l   在使用每个数据库之前，须认真阅读使用指南，下载并安装相应的全文浏览器，否则打不开全

文。



在图书馆找不到想要的书刊资料，怎么办
Other ways to Obtain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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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献获取方式

1. 利用图书馆文献传递与馆际
互借服务获取

2. 向图书馆推荐购买

SOS
 025-84314962
tsgxx@njust.edu.cn



关于图书馆的更多内容
More About Our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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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我们咨询 现场咨询：210室、二楼前台

l 遇到问题怎么办……

      关注微信公众号
   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



课件PPT下载



Thank You

Know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