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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期待你们成为 :

以培养具有崇高理想信念、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和宽广国

际视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为目标。

大学学习与高中学习不同之处:

自主学习国外叫Self-Directed Learning，即学生根据兴趣或个人目标，找到相关

学习资源，主动完成学习并调整提升自我的一个过程。

Self-directed learning is a process of learning in which learners function autonomously,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planning, initiating, and evaluating their own learning efforts. 

http://web.mit.edu/jrankin/www/self_direct/self_dir_univ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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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图书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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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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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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万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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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中外文电子资源数据库312个（中文115个，外文197个），拥有中文电子图书

368万册，中外文电子期刊12万种，学术音视频19万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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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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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图书馆2005年建成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馆舍面积25300平方米

由加拿大著名设计师阿穆莱德设计，火炬状的外形寓意着知识之火绵延不断

收藏以综合性、基础性文献为主，同时兼收人文社科研究型文献

江安图书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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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汇集图书馆购买的最新图书资源，

方便同学们查找最新的书籍

位置：江安图书馆一楼中央知识树旁

功能：收集课程相关的教材教参资料，让

同学快速找到所需课堂资料

位置：江安图书馆二楼中央白色圆弧台

我们的图书馆：新到资源区和教材教参区

新到资源区

教材教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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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远文库 明远展厅

研讨空间 电子阅览室

我们的图书馆：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

阅览区

晨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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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图书馆
 江安图书馆：7:30---22:30（秋冬学期）；7:30--23:00（春夏学期）
 文理图书馆、工学图书馆和医学图书馆： 7:00--23:30

数字图书馆
24小时开放

移动图书馆
24小时开放

我们的图书馆：超长的服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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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图书馆：丰富的活动

秋之实·迎新季暨校庆月春之芽·大学生阅读文化节 夏之花·毕业季 冬之蕴·读者服务月

青春之我
•真人书屋

明远
读书
会

沐心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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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中的家乡”活动 “川大这本书”活动征集 毕业季照片征集

毕业留言墙经典诵读大赛

我们的图书馆：丰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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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学习
各类学科的教材专区

考试及深造
海量纸本及数字资源

科研及项目研究
珍贵一手资料

信息素养及创客素养
数字资源使用能力培养

人文素养培养
丰富的阅读推广活动

我们的图书馆：为大家学习研究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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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2005年，每学期约500名队员，累计有1.2万名同学参加，来源
覆盖全校文、理、工、医所有学院，服务学习时间累计近40万小时

2017年荣获“全国高校‘阅读推广’优秀学生社团”
四川大学图书馆为四川省高校唯一的“四川省公共文化设施开展学雷

锋志愿服务示范基地”

四川大学图书馆志愿者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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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里，你可以：

获得两种证书

挣到一个学分

找到好朋友图志是一个平台，给你一个跟所有人平等对话的条件。
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大学里最美的情谊。 图志是一盏明灯，
是你深夜的依靠，是你奋斗的陪伴。很多时候，我们匮乏一
种令人心安的事物，有时人们叫它信念，有时则称之为人类
之爱。图志大概就是这么一种存在。

——图志队员文新学院13级 程昕琦

四川大学图书馆志愿者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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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利用图书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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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好实体图书馆 1 查询/借阅流程

查询图书

获取文献

在馆阅览或
办理外借

归架
或归还

利用电脑/自助终端登录图书馆主页查询书目数

据库是否有该文献

获得文献的藏书地和索书号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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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台以便重新归架

归还外借的文献并办理手续 16



一 利用好实体图书馆

图书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排列

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之”字排列， 一架一架挨着找

步骤1 按架标找到对应书架 步骤2 书架上找书方式

例如：查找《肖申克救赎》一书

索书号： I712.45/8010X  

1 查询/借阅流程

找书口诀

索书号介绍：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图书分成22个大类，并以A到Z排序。以《肖申克救赎》一书为例 。

索书号为I712.45/8010X 意思如下：

“I”表示文学类

“712”表示文学类下的“美国文学”

“.45”表示美国文学类下的“现代小说”

“8010”是作者姓名的四角号码

“X”是作者同号后加的区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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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好实体图书馆 2 续借图书

有五种情况不能完成续借：（1）超期图书 （2）有欠费未结清
（3）超过2次续借 （4）已被预约的图书（5）教材专区的书籍不能续借

方式二： 移动图书馆 方式三：微信公众号方式一：图书馆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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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好实体图书馆 3 预约图书

登录

检索书目

预约

填写

预约表单

• 可在一个图书馆通借通还其它三个图书馆的图书

• OPAC查询结果中，前面有“预约”按钮的图书才可预约

• 预约图书到馆后，将通过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通知，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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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约表单应正确填写电子邮箱、电话号码和取书地点

如遇特殊情况，请到1楼服务台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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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好实体图书馆 4 随书光盘获取

 随书光盘 —— 指随图书附赠的光盘

 提供三种服务方式：

（1）在线浏览、下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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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方式无法获取时，可到江安图书馆305室查找并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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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好实体图书馆 5 注意事项

借书的初始密码是身份证后6位（如最后一位为X,往前推一位）

本科生、创新班、研究生每次最多借 100 册

有三种情况不能借书：有超期欠费未结清 、有到期未还图书、达到最大借书册数

超期、遗失和污损政策：

 本馆图书借阅期限为30天，可续借两次，每次30天，逾期未还者按每册书 0.1元/天收取

超期服务费。

 遗失图书者，如能自购到原版书，另收10元加工费；如不能自购到原版书，按照原价*

系数（5-10倍）赔偿。

 损毁、污染馆藏书刊将按损污程度进行赔偿，损污严重无法继续提供使用的按遗失书刊

进行赔偿；偷换书刊，按遗失书刊赔偿，停止入馆和借书权利，处以罚款，作公开书面检

讨，情节严重的报学校有关部门予以处分。

妥 善 保 管 所 借 图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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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利用好实体图书馆 6 自助服务区

自助还书

自助复印自助借书

进馆与出馆

自助扫描复印

研讨室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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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用好线上/数字图书馆 1 图书馆主页的使用

图书馆主页地址：http://lib.scu.edu.cn或http://202.115.54.22

整合图书馆现有的资源，实

现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和获取。

集成图书馆引进和建设的多

样化服务，满足师生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都能便捷高效地

获取所需服务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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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用好线上/数字图书馆 2 数据库资源

图书馆现有中外文电子资源数据库312个（中文115个，外文197个），中外文电子图书368万册，中外文电子期
刊12万种，以及学术音视频19万小时。

• 艺术熏陶：

库克、艺术博物馆

• 视频：

超星名师讲坛、

爱迪克森网上报告厅

• 专业学习：

万方、龙源、
中国知网、维普

• 考试习题：

新东方学习库、

银符考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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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用好线上/数字图书馆 3  移动图书馆

一站式搜索、导航
和全文获取服务。

查阅最新最热门
的各类图书

在线观看公开课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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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利用好线上/数字图书馆 4  新媒体服务（微信、微博、明远驿站）

馆藏查询

龙源期刊

我的借阅

移动图书馆

明远学习榜

预约图书

图书馆微博在图
书馆微博影响力
榜单中长期名列
前10。

图书馆最新资源与服务推介

日常业务
咨询

阅读推广 用户意见反馈

明远驿站是四川大学阅读文化
创新服务平台，以泛在方式为师生
提供电子图书借阅、可视化阅读、
专题推送、活动推广、服务宣传等
特色服务。目前在四个图书馆内，
以及教学楼内设有大屏设备，可以
观看课程视频、图文阅读和电子图
书、电子期刊的阅读。

26



二 利用好线上/数字图书馆 5  校外访问
本校教师、研究生、本科生（限

学历生）均可在校外访问图书馆电

子资源。校外访问账号仅限本人在

证件有效期内使用，不能出借他人，

并应严格遵守电子资源使用管理办

法，一旦发生任何违规行为，将按

管理办法进行相应处理，并永久终

止其校外访问权限。（温馨提示：

SCUNET为校园网，可直接查阅电

子资源，无需使用校外访问）

四川大学图书馆提供两种校外访

问方式，客户端登录和网页登录，

点击“自助开通校外访问”按照提

示开通后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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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小时讲座及文献检索课介绍

一小时讲座是为提升同学们信息检索技能和信

息素养而专设的服务。
所有讲座需网上报名预约，报名截止时间为讲

座前24小时。报名满10人即开讲。所有讲座都将进行

网络直播。

网址 http://lib.scu.edu.cn/lecture_detail_list

讲座预约主页

一小时讲座

信息检索课

图书馆为全校学生开设《信息检索与利用》课程。该课程获得学生的大量好评，获得多个

奖项，比如四川大学“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四川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高校信
息素养教育研讨会教学案例二等奖”以及“全国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研讨会论文三等奖”等。

欢迎同学们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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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小时讲座部分题目

工具软件

超级实用的毕业论文写作辅助工具—NoteExpress

数据统计分析软件SPSS入门

高效科研必备神器—Zotero文献管理软件使用指南

深度挖掘知识——citespace助你一臂之力

数据库检索

洞悉现在，发现未来——科学引文索引（SCI）检索与利用

英文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医学新视界——OVID Medline数据库

知识产权

专利的基本知识及专利情报的获取

专利申请和审批

专利情报分析

其它

数据可视化——如何在论文中画出漂亮的插图

科技查新、论文收录与引用检索方法

慕课来了！——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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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与个人成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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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借排行榜

31



科学研究1

2013年，英国哈德斯菲尔德大学

（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研究者

Stone和Ramsden对英国8所大学33,074学

生的数据分析显示：

入馆次数越多、借书册数越多以及电子

资源使用频率越高的同学， 在毕业时取得更

好学位成绩。 √：该变量与学位成绩显著相关
X：该变量与学位成绩无显著相关

Stone, G. & Ramsden, B.(2013). Library Impact Data Project: Looking for the Link between Library Usage and Student 
Attainment.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74(6),54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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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2

2011年，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的研究者Wong和Webb对该

大学的8,701学生的数据分析显示：

同学们借书次数越多(Checkout)， 在学校的

学习成绩(GPA)越好。两者相关系数达到

0.375(P<0.05)

(R = 0.375, p<0.05) 

Wong, S.H.R.& Webb, T.D.(2011). Uncovering Meaningful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Library Material.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72(4), 36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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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高同学是四川大学法学院2019年毕业的一名普通同学

从2015年的大一至2018年的大三，她基本上每天都泡在图书馆，最后成

功通过国家司法考试（2018年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在参加图书馆毕业季的活动时，她说：“特别感谢我们的江安图书馆，见

证了我的18岁到2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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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安全使用图书馆四

35



文明公约

•保持安静

•禁止吸烟或携带易燃、易爆品入馆

•禁止携带有色饮料、食品或奶茶入馆

•凭本人校园一卡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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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将本楼层的图书携带到其它楼层

•文明取阅，阅完后请将书刊放到书车或工作台

•不要将未办理借阅手续的书刊带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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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时，确保本人站在黄线外

出馆时若听到门禁报警声音

请听从老师指挥

文明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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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重 物 品 妥 善 保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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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紧急情况的处理

保持冷静

 听从指挥

禁用电梯

安全通道撤离

火灾！ 停电！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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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隔离区

紧急疏散通道

紧急疏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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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隔离门及其隔离区域安全出口 消防演习

如遇任何问题，可咨询老师
江安图书馆电话：85990529  8599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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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马上开启微信服务

扫一扫
马上体验微博互动

“悦读”，开启有氧新生活

让悦读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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