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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目标

本讲座将主要介绍四川大学工学分馆的概况、馆藏

分布、常用电子资源的检索、书目查询方法，以及

馆际互借、学科馆员、科技查新等特色服务。其目

的在于为帮助高年级和新进校的硕博士同学尽快熟

悉老校区图书馆，以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

适用于研究生、工科高年级本科生



内容提纲

四川大学图书馆简介

工学图书馆馆藏分布及利用

图书馆相关知识及书目查询系统的使用方法

图书馆使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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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简介



我们的图书馆：悠久的发展历史

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 四川化工学院图书馆

锦江书院尊经阁1704 尊经书院尊经阁1875 中西学堂藏书楼1896

四川大学图书馆简介（1）



文理图书馆 工学图书馆 医学图书馆 江安图书馆

全馆馆藏纸质文献690万册，其中，望江校区和华西校区3个分馆主要提供专
业性、学术性的文献资料，江安图书馆则主要提供基础性和综合性文献

截止2018年12月，中外文电子资源数据库311个（中文97个，外文214个）
，拥有中外文电子图书456.2万种，中外文电子期刊8.65万种，学术视频15.4
万集。同时提供自建专题特色数据库服务

我们的图书馆：由四个图书馆构成并有丰富的资源

四川大学图书馆简介（2）



1  我们的图书馆

馆长寄语

图书馆馆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党跃武

四川大学图书馆简介（3）

新生培训/2017新生寄语（带片头0917）.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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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简介（4）

位于望江校区东区内，面积16000平方米，馆藏图书 290

万册，以社会科学类和自然科学类为主，兼及部分工程

技术类文献资料。其中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中

国古文字学、汉语史、宗教学、四川地方文献、南亚研

究、数学、生物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文献具有收藏

优势；珍藏线装古籍30万册，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宋、

元刻本及唐代以来的各种稿本和抄本；收藏有大量的抗

日战争时期出版的图书和建国前报刊。

文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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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简介（5）

位于华西校区内，面积8800平方米，馆藏图书100万册,

以医学文献为主，形成了符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

模式”的特色体系，其中在口腔医学文献方面的收藏优

势尤为突出。

医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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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简介（6）

面向江安校区的本科基础教学，形成了以各学科基础文

献为主的馆藏特色，总藏书量70余万册，拥有普通阅览

室座位6420余席，电子阅览室座位200余席，馆内还安

装了千余个数字化接口，并能无线上网。

江安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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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简介（7）

江安图书馆

江安分馆以规范管理和人性化服务为管理思想，根据馆

舍环境，实行以读者为中心的“藏、借、阅、咨一体化”

的服务模式。

 江安分馆由加拿大方舟设计公司设计师阿穆莱德先生设

计，位于江安校园中心地带，建筑面积25300平方米，外

形呈火炬状，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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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简介（8）

位于望江校区西区内，面积13000平方米，馆藏图书150

万册, 以科技文献为主，形成了能源、材料、化学、化工、

水资源等学科文献特色，其中在高分子材料科学、皮革

科学与工程文献方面的收藏优势尤为突出。

工学图书馆：



工学图书馆藏分布及利用



工学图书馆馆藏分布及利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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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图书馆馆藏分布及利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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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图书馆馆藏分布及利用（6）

16

人工借还书手续在一楼服务台办理

周一至周五： （8:00-22:30）
周六至周日： （8:30-22:30）



工学图书馆馆藏分布及利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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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自助还书机
（图书馆大门外左侧）

1、可归还4个分馆所有的图书；
2、预约图书请到服务台归还；
3、如遇还书失败，请及时与服务
台老师沟通。

自助还书机
（仅限外馆图书）

自助借还机
(限本馆图书)



图书馆相关知识及书目查
询系统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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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相关知识（1）

使用图书馆纸质资源的方式：

馆内阅览

借出馆阅读

您可以：

按自己的兴趣直接在书架上查找自己感兴趣的文献。

也可以通过公共查询系统查找某一方面的文献。



图书馆相关知识（2）

20

查询目录

取得文献

在馆阅览或
办理外借

归架
或归还

确认图书馆是否有该文献
获得文献的藏书地和索书号

从书架上找到文献

在阅览室阅读文献
或办理文献外借手续

将在馆阅览的文献送到书车上以便重新归架
归还外借的文献并办理手续



公共查询系统的使用方法

利用“ALEPH书目查询系统”来实现书刊文献的查询

馆外查询：通过Internet进入查询系统，即登录

http://lib.scu.edu.cn/sculib/四川大学图书馆主页，点

击“资源导航 ---馆藏图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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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查询：直接利用一
楼大厅、二楼书库及二
楼阅览室内的检索机进
行查找。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首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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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首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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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检索首页（3）

在检索框中输入检
索词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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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目录检索结果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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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目录检索结果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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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信息页



流通信息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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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清该书的所属分馆及馆藏楼层
或书库。
2、看清该书的状态：是否在馆可借。
3、抄记该书的索书号
4、找、取图书，完成借阅手续。
5、已全部借出的，可预约借书。



预约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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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借书需登陆系
统后才能操作



预约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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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取书地点



 OPAC查询结果中，前面有“预约”按钮的图书才可
以预约，预约图书请点击 "预约"。 若已经外借此种
图书，便不能预约其他复本。

 预约请求的图书到馆后，会通过邮件、短信、微信
等方式通知读者，到馆保留时间为7个工作日

 累计3次未按时取预约图书的读者将被停止预约权限

 最大预约数为2册

 预约表单应正确填写电子邮箱、电话号码和取书地
点

注意：特殊情况请阅读图书馆主页“预约服务”。

登录

检索书目

预约

填写
预约表单

2.1.2 图书馆发现之旅——资源使用步骤

预约图书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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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续借图书（1）

进入图书馆书目查询系统：输入自己的读者证号/条

码和密码，点击‘登录’。

登陆后，自动进入“我的图书馆”，可以看到您的

个人基本信息。

点击“我的流通”后可以看到您的借阅信息，其中

有外借册数。点击外借的册数值。

进入外借书籍列表后，可以进行“续借全部”和

“续借此书”两种续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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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续借图书（2）

按照图书馆规定：普通图书外借期限为30天，可

以续借两次，每次30天。也就是总的借期可以达90

天。但是，续借期的计算是从进行续借操作的当日

开始，而不是从前一次应还日期开始计算。

例如：读者在5月9日外借了一本图书，那么应还日

期为6月8日，如果读者在5月20日进行了续借，则

应还日期变为6月19日(5月20日起30天)。

如果操作正确，但没有续借按钮，表示图书已经过

期（即：已经过了应还日期），请您到图书馆办理

还书。若此书已经被他人预约，则此书也不能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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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续借图书（3）

续借全部或
部分续借



 随书光盘 —— 指随图书附赠光盘

 提供三种服务方式：

1、在线下载、浏览（光盘内容下载网址：

http://lib.scu.edu.cn）

（图书馆主页---查找图书--馆藏目录--文献--查看完整记录

文献）

2、图书馆主页—资源检索-随书光盘进入

3、当通过以上方式无法获取光盘时，读者可到江安图书馆五楼电子阅览室

查找光盘实物，如实物存在，可免费拷贝。

如何使用随书光盘（1）

http://202.115.54.27/yihua/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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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随书光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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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通知服务和手机图书馆
邮件通知服务是向通过电子邮件向读者用户传送图

书馆相关信息的网络服务，目前可以传送的服务包

括图书借阅到期提醒，图书借阅超期提醒，数字资

源订阅更新等。

用户必须保证提供的邮件真实有效，避免拼写错误，

才能正常获取服务。用户可以在书目查询系统中，

登录个人信息页面，添加和修改邮件信息 。

手机图书馆服务是将图书馆服务扩展至手机媒体的

一项新兴服务。手机图书馆服务可以提供图书馆服

务短信、图书借阅超期提醒、书目查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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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1）



如何使用数字资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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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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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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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5）

工科学生常用的数据库

中文:

 中国知网（CNKI）、WIP-维普、皮革导航数据库、万方、

超星数字图书馆

外文:

 SCI、Chemical Abstracts (SciFinder Scholar) (CA网络版)、

EI Compendex、



如何使用数字资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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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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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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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9）

46



如何使用数字资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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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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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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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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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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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数字资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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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更多服务

校外访问

知识服务

馆际互借

科技查新

学科馆员（学院联系人）

读者好书推荐和读者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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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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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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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



馆际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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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际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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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际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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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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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馆员（学院联系人）



读者好书推荐和读者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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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选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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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选书（2）



图书馆使用规则



图书馆使用规则（1）

借书权限

不能借书的三种情况

阅览规则

补办借阅证须知

书刊遗失、损毁赔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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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使用规则（2）

借书权限--最大外借册数

教职工（含外籍教师）、博士后、研究生（含创新班）、

七年制和八年制：30册

本科、专科、一年制联合班：30册

成教学生、网络学生、留学生、进修生、学位班：3册

不能借书的三种情况：

超期未还图书；

有超期服务费未结清；

该借阅证借书达到最大借书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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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规则

读者凭本人的借阅证通过门禁系统进入图书馆阅览图书 ，

阅览区实行全开架阅览。

读者可自行取书，每人每次限取3册,阅完后请将书刊放回

到书车。

离馆时请检查是否夹带有未办理借阅手续的图书，并摆放

好桌、椅。需复印书刊，请到本馆第三阅览厅自助复印，

一楼复印室复印。

图书馆使用规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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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使用规则（4）

本馆书刊是国家财产，读者必须爱护书刊，不得遗

失、撕毁或在书上批注、圈点、涂改，违者按本馆

《书刊遗失、损毁赔偿办法》处理。

遗失书刊赔偿：

 遗失图书原则上应购买原版图书赔偿（收取图书加工费

10.00元），若无法以原版图书赔偿，则根据图书的类型

按相关规定进行赔偿，赔偿参数包括图书原价×系数

〔5—10倍〕、加工费、管理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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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使用规则（5）

单册期刊按全年总价计算原价，合订本期刊按全年总价

的5倍计算原价，单篇报纸按全月总价计算原价，合订本

报纸按合订本总价的5倍计算原价。

 多卷集图书其赔偿按全套书的总价计算原价，其余卷册

存馆，赔偿人不得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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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使用规则（6）

损毁和污染书刊赔偿：

损毁、污染馆藏书刊应按损污程度进行赔偿,1.00元/页。

损污严重无法继续提供公众使用的按遗失书刊进行赔偿。

损毁是指书刊在被利用期间出现折角、卷曲、勾画、圈

点、批注、涂抹、撕裂、散页、裂脊、断封、裁割等状

况。

 书刊的污染是指：书刊的任何部位被液体或固体物质

（无论是否具有颜色、气味、毒性）所接触，以致出现

异色、异味和 / 或发生皱褶或其它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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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使用规则（7）

 偷换书刊，按遗失书刊进行赔偿，停止入馆和借书权利

一个月，并处以每册50.00元以上的罚款，还应公开作书

面检讨。情节严重的，报学校有关部门予以处分。

 具体赔偿办法参见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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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交流和咨询

E-mail:jpliang@sc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