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TEL：3298

E-mail：libpx@cnu.edu.cn

你需要了解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简介



• 图书馆及其主页简介

• 馆藏资源的检索与获取

• 本馆主要服务

• 利用图书馆注意事项

大 纲



1.我校图书馆：

（1）我校研究生可利用的图书馆

• 校本部图书馆（侧重理科文献）

• 北一区图书馆（侧重文科类文献）

• 东校区教育分馆（教育类文献）

我校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一、图书馆及其主页简介



（2）资源总览

我校现有文献总量近1350万册，其中:

中外文纸质图书将近300万册

中外文电子图书将近200万册

电子期刊近8万余种

非书刊类数据库82个

自建数据库42个



2. 图书馆主页

路径：校园网主页(www.cnu.edu.cn)——图书资料(www.lib.cnu.edu.cn)



图书馆主页



图书馆资源检索起点





二、馆藏资源的检索与获取

（1）预备知识：分类号与索书号

① 分类号：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其

将文献分成5个基本部类、22个基本大类。

1. 馆藏纸本资源的检索与获取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B 哲学、宗教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V 航空、宇宙飞行 X 环境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中图法》22个基本大类

分类号与馆藏布局密切关联



分类号示例：



深入了解分类法的路径：



索书号的组成：

索书号主要由分类号和书次号两部分组成。其
中，书次号最常用的方式是种次号或著者号。

我馆中文图书的书次号为种次号,如：

② 索书号

题名 分类号 索书号

数据挖掘原理、
算法及应用

TP311.13 TP311.13/405

数据仓库与数据
挖掘技术

TP311.13 TP311.13/423



（2）“书目查询 ”系统的利用

① 利用书目查询系统检索书目信息

http://202.204.214.94:8991/F


基本检索界面

高级检索界面



如何查找报刊？



查看书目信息：



订购中 ？
编目中 ？
典藏中 ？



②书目查询系统的其他功能

学号





续借：

不能续借的情况：
1.已被预约的图书 2.到期或者超期的图书
成功续借后：
1.续借期限30天从续借日起算 2. 核查新的应还日期



• 预约仅限于已出借未归还的书

• 图书馆会为你将此书单独预留5个工作日

预约：



2.1 馆藏电子资源概览：

2.  馆藏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友情提示：

● 从整体上了解我校数据库的方法：按类筛选



友情提示：

● 了解某个具体数据库的方法：浏览介绍页面



友情提示：

● 了解某个具体数据库的方法：浏览介绍页面



2.2 部分数据库功能简析

（1）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2）读秀知识库



读秀电子书三种情形：

可浏览、下载

只有书目



读秀电子书三种情形：

文献传递



你知道这个数据库有多强大吗？



（3）Web of Science









三、本馆主要服务

1. 馆内纸质文献外借与阅览

借阅规则：http://lib.cnu.edu.cn/library/169.htm

• 研究生可借20册。

• 以下书刊不可外借：库本（即保存本，蓝色

书标）、工具书、大型画册、港澳台图书、文

库内的图书、期刊、报纸。

http://lib.cnu.edu.cn/library/169.htm


2.馆际互借(外馆纸质图书）

馆际互借

联机方式 人工方式

注册-申请-获取-还书 办证-借书-获取-还书



3.馆内电子资源的利用



4. 文献传递 （外馆电子资源）

各学科
人文社科

步骤：
注册——审核——提交需求——接收



本人签字

5. 查收查引

到馆盖章



6.  用户教育和培训

（1）课程：“文献信息检索与利用”

图书馆面向全校研究生开设的公选课，目前

为止，全校共有20个院系的硕士、博士生选修此

课。

依托馆内外丰富的文献资源，提高学生的文

献信息检索、获取、评价、整理、利用的技能，

有效支持学习和科研。



第一章 文献信息检索的基础知识

第二章 中文文献的检索与获取

第三章 文献调研与综述撰写

第四章 文献管理软件的使用

第五章 外文文献的检索与获取

第六章 网络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第七章 信息道德

第八章 学术论文的结构分析

① 主要内容：



② 选课方法：

服务门户 —— 研究生教务 —— 培养方案 ——

添加方案外课程 —— 课号搜索（500000110）——

添加课程 —— 选课（限45人）

选课咨询：68903384（王老师），欢迎选修！

参见主页教学培训栏目：
http://lib.cnu.edu.cn/services/202.html

http://lib.cnu.edu.cn/services/202.html


（2）培训

序号 题目 日期 地点

1
你需要了解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资源与服务介绍
9月22日（周二）
18：30-20：10

图书馆
北一区

7层
培训教室

2
拓展获取文献的途径和方法

——如何通过图书馆获取外馆文献
9月29日（周二）
18：30-20：10

3 中文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10月13日（周二）

18：30-20：10

4 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10月20日（周二）

18：30-20：10

5 外语及应试类电子资源深度解读
10月27日（周二）

18：30-20：10

6 国内学位论文资源的检索与获取
11月3日（周二）
18：30-20：10

7 个人文献管理软件Note Express使用攻略
11月10日（周二）

18：30-20：10

8 Excel使用技巧之图表设计
11月17日（周二）

18：30-20：10

9 科技论文写作与投稿
11月24日（周二）

18：30-20：10

10
"激励发现，推动创新"——利用Web of 

Science助力科学研究
12月1日（周二）
18：30-20：10

参见主页教学培训栏目：
http://lib.cnu.edu.cn/services/202.html

http://lib.cnu.edu.cn/services/202.html


（3）朋辈活动



7. 参考咨询 ：

虚拟/实体/邮件/电话



关注图书馆微信

8. 移动服务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入馆教育平台：

http://cnu.rgjy7.nczxst.com/

扫一扫，开始闯关吧！

温馨提示：本系统耗费流量，建议在WIFI开启状态下点击学习。

咨询电话：68903298

http://cnu.rgjy7.nczxst.com/


入馆教育平台：http://cnu.rgjy7.nczxst.com/

温馨提示：浏览状态下学习无需登录；登录后开启闯关模式

http://cnu.rgjy7.nczxst.com/


四、注意事项

1. 一卡通
• 刷卡入馆，携卡出馆。

• 严禁借用他人校园卡入馆。

• 如一卡通丢失，及时到图书馆办理挂失；办完新卡后，再到图书馆办理
激活。

2.进馆预约（防控要求：预约方可进馆）
• 认真阅读图书馆主页服务公告：预约须知

• 预约方式：网页预约，http://self_service.lib.cnu.edu.cn

•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预约

• 预约注意事项：（1）预约时间内签到，违约扣分；（2）如需中途暂时离
开，必须办理暂离手续，违约扣分；（3）预约遇到问题：68903345

• 更多预约事宜参见：http://lib.cnu.edu.cn/news/show-962.html

http://self_service.lib.cnu.edu.cn/
http://lib.cnu.edu.cn/news/show-96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