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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概况

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创建于 1980年，拥有菱湖校区和

龙山校区两座馆舍，总面积 3万多平方米，其中，逸夫图书

馆为龙山校区标志性建筑之一。我馆现设有办公室、采编部、

技术部、参考咨询部、流通阅览部、综合部（菱湖校区）等 6

个部室。

近年来，图书馆纸质图书的馆藏数量逐年增加，馆藏品

质不断提升。馆藏古籍中，有明清刻本和比较完整的桐城派

名家文献。价值较高的大型文献有《四库全书》、《续修四库

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大

藏经》、《申报》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等。数字资源包括万

方数据创新资源服务系统、读秀知识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总库、国研网、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超星数

字图书馆等中文数据库以及 EBSCOASP+BSP全文期刊数

据 库 、SpringerLink 电 子 期 刊 数 据 库 、Elsevier

ScienceDirect数据库等外文数据库，内容涵盖电子图书、

期刊、学位论文、报纸、学术报告、课程、题库等多种数据库

类型。

管理服务方面，2002年，图书馆引入“汇文管理系统”，

实现计算机集成化管理；2013年，开通“移动图书馆”，读者

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访问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实现在线阅读、

查询、续借、预约和新书征订推介等；2017年 9月，逸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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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实现 RFID自助借还，并于 2018年 3月实现全天开放，

开放时间为 8：00—21：00；2018年 9月，菱湖馆实现 RFID

自助借还。图书馆实行“分室藏书、开架借阅、藏阅合一”的

服务模式，可以为读者提供文献借阅、文献复制、信息检索、

用户培训、参考咨询、论文查收查引和文献传递等多类型多

层次的服务。

二、入馆须知

1、读者凭本人一卡通校园卡，经刷卡验证后进入图书

馆；校外读者来馆检索资料、联系工作或参观访问，须持本

人有效证件在值班处登记，经馆办公室核实后，安排相关部

门接待。

2、图书馆为公共场所，请注意着装整洁，礼貌待人；谢

绝高声谈笑、喧哗，自觉维护文明优雅的阅读环境。

3、图书馆为无烟场所，请勿吸烟，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

入馆；读者须遵守有关规章制度，爱护文献资料和图书馆设

施。

4、在阅览室或自修室内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或振动档，

接听或拨打手机请去楼道或室外；不得影响或妨碍他人查阅

资料。

5、请勿随地吐痰，乱丢果壳纸屑等杂物；请勿携带饮料、

食物进入阅览室；饮料、食物可在休闲阅览区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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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经许可，不准在馆内张贴或散发广告、宣传品等。

7、出馆时所有人员一律走监测仪通道。如遇监测仪报

警，应主动接受保安人员检查，双方注意文明礼貌。

8、未办理借阅手续而将图书馆的文献或设备带出检测

仪通道，将按违规处理。

三、重要说明

1、一卡通校园卡在图书馆即为借阅证。

2、登录图书馆网站“我的图书馆”及自助借还图书需要

校园卡借阅密码。校园卡借阅初始密码是校园卡卡号，读者

可以通过“我的图书馆”修改密码设置邮箱，也可通过自助借

还终端系统进行修改密码及设置邮箱。（注：“我的图书馆”、

自助借还系统、移动图书馆密码相同，请及时到“我的图书馆”

更改密码；移动图书馆的说明及使用请见附录二）

3、密码找回。龙山校区读者凭校园卡或身份证到逸夫

馆二楼读者服务中心办理，注册过邮箱的读者也可通过邮箱

找回；菱湖校区读者凭校园卡或者身份证到菱湖馆二楼办

理，注册过邮箱的读者同样也可通过邮箱找回。

4、校园卡挂失。方式有三种，一是到读者服务中心（逸

夫馆）或图书馆二楼（菱湖馆）；二是登陆我的图书馆或者移

动图书馆自助办理；三是通过自助借还系统的信息查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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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以上为校园卡作为借书证在图书馆挂失，为避免损失，

读者应再到校一卡通中心办理挂失。

5、请持本人校园卡借书。请勿用本人校园卡帮他人借

书或把校园卡借给他人借阅，因上述行为发生的损失，由本

人负责。

6、学生退、转学提前离校，毕业生离校及教职工离校应

还清在资料室和图书馆所借图书，如有书刊遗失，须按《安

庆师范大学图书馆读者违章处理办法》的规定赔付，在注销

借书证后，图书馆方在离校通知单上盖章。

四、馆藏地、办公区分布

逸夫馆：
一楼：（南）综合第三借阅室、综合第一借阅室

二楼：（南）社会科学第一借阅室、特藏阅览室

（北）自然科学第一借阅室、西文借阅室、

读者服务中心

三楼：（南）社会科学第二借阅室、社会科学第三借阅室

（北）电子阅览室、现刊阅览室

四楼：（南）社会科学第四借阅室、社会科学第五借阅室

（北）自然科学第二借阅室、综合第二借阅室

五楼：（南）采编部办公室、图书馆办公室、副馆长室、

馆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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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参考咨询部办公室、技术服务部办公室

菱湖馆：
一楼：现刊阅览室

二楼：文科第一阅览室、文科第二阅览室

四楼：电子阅览室

五、服务介绍

基本服务
1、阅读和借阅

读者凭一卡通校园卡刷卡入馆后，可以在所有阅览室

(图书、期刊、特藏等）及借阅室（图书）查阅馆藏资源，并可

在借阅权限内从借阅室外借相关书籍资料，具体参见借阅须

知。

2、电子阅览室

逸夫馆北楼三楼电子阅览室及菱湖馆四楼电子阅览室，

提供电子资源检索及网络服务。读者凭校园卡刷卡上机。（校

园卡初使密码为校园卡号，第一次登录请更改密码。此密码

与上文“我的图书馆”非一套系统，密码丢失需到逸夫馆二楼

读者服务中心或菱湖馆二楼阅览室处理）

3、咨询服务

在利用图书馆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可利用电话、

留言板、QQ在线及现场咨询等方式和图书馆员沟通。

4、论文查收、查引服务

由图书馆专业人员代查论文被 SCI、EI等数据库收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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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以及论文被引用情况。

5、信息培训

图书馆开展基于资源与服务的专题讲座，也可根据读者

需求不定期举办定题培训。

辅助服务
1、公共查询机

逸夫馆及菱湖馆各设有查询机，为读者提供书刊目录查

询信息。

2、移动图书馆

提供书刊目录查询、个人借阅查询、续借等功能。具体

见本指南封底。

3、VPN

虚拟专用网络的简称，本校教师可在校外通过 VPN登

录远程访问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有问题可咨询校信息化建设

与管理处，联系电话：5300107。

4、无线网络

可在图书馆使用自带笔记本作无线上网，全馆均有无线

网络覆盖。有问题可咨询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联系电话：

5300107。

5、开水器

在逸夫馆一楼配有开水器，免费提供开水。

服务扩展
1、书目信息查询

利用图书馆主页提供的馆藏目录查询系统或移动图书

馆可进行馆藏纸本书刊的目录查询、借阅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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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书光盘系统

该系统实现了随书光盘资源的网络共享。读者可以在该

系统中检索对应书目的光盘记录，也可以在图书馆书目信息

查询系统中直接获取到书目对应的光盘记录的链接，进而可

以通过在线浏览和下载文件到本地两种方式使用随书光盘

资源。

3、新书通报

利用书目信息查询系统，可对近期我馆所购新书情况进

行查询。

4、网上续借、催还

登录书目查询系统中“我的图书馆”，可进行图书的续借，

也可查询到图书的超期情况。

5、图书荐购

读者只要在图书馆网站填写并提交荐购表单，就可向图

书馆推荐购买自己所需图书。请读者完善个人邮箱信息，荐

购图书采纳与否将通过个人邮箱反馈，请关注荐购信息动

态。

6、读者服务月活动

图书馆一般每年会开展一次读者服务月活动，服务月期

间会开展资源推介、资源培训、读者之星评选等活动，为读

者更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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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务机构

读者常见问题 部门 部门职能（读者相

关部分）

负 责 人

办公室

负责人

图书荐购；新书通

报

采编

部

图书荐购 逸 夫 馆

南 503

董 燕 、

沈志富

图书借阅、归还；

超期罚款、遗失赔

偿；借阅证挂失、

解挂；办理离校手

续；图书期刊阅览；

期刊外借复印；电

子阅览室服务。

流通

阅览

部

图书借还、阅览，

期刊阅览，电子阅

览室管理等

流 通 阅

览 部 办

公室、读

者 服 务

中心

汪 斌 、

李佳莹

图书馆主页访问；

一卡通校园卡在电

子阅览室的使用。

技术

服务

部

图书馆网站建设，

校园卡相关管理。

逸 夫 馆

北 518

杨毅

菱湖馆有关问题 菱湖

馆

图书借阅、期刊阅

览、电子资源查询

菱 湖 馆

二楼

董 荣 、

张存娟

现场及网上咨询；

查收查引；读者培

训

参考

咨询

部

读者培训、查收查

引、咨询等工作

逸 夫 馆

北 505

华 应

康 、张

成林

勤工俭学、读者投

诉等

办公

室

勤工俭学管理、读

者投诉处理等

逸 夫 馆

南 507

黄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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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借阅相关

1、书刊查询

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图书馆触摸屏查询机、图书馆主

页（PC版）、图书馆主页（移动版）、移动图书馆。下面以图

书馆主页（PC版）为例，作简单介绍。

输入检索词，查询书刊。

输入检索内容

点击查询， 进入下一页面

选择检索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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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书名查询书刊具体情况和馆藏分布

选择所需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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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索书号 馆藏地
借阅状态

图书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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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索书号：

图书馆每种图书都有唯一确定的图书索书号，索书号由

分类号和书次号构成。以上示例的分类号是 I712.4（分类方

法详见附录一：中国图书分类 22大类表）；书次号是 313，

表示在我校图书馆 I712.4这一类书当中，这种图书是进馆

的第 313种。

在书库中，图书首先按分类号排架，分类号相同的图书

按书次号大小排架，小号在前大号在后。每种图书在书架上

的位置都是唯一确定的，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查找图书，请

注意保持图书的顺序，暂不借阅的图书，请放回原处。

馆藏地：图书所在的借阅室或阅览室名称

借阅状态：书刊是否可借

2、获取图书
有两种办法：

其一：我馆所有图书都采用开架借阅的方式，读者可通

过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找到所需图书，然后进入相应的阅览

室根据索书号查找该书。图书馆每个书架侧面都标有相应的

图书分类号区间，根据此标注可节省读者查找图书的时间。

其二：点击“点击查看位置”，查阅该图书的具体位置。

然后根据定位信息获取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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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还图书
获取图书后，可通过自助借还机根据提示办理借阅手

续。

借阅数量

读者

类型

最大外

借数

（册）

各阅览室

最大可借

数（册）

借期

(天）

续借次

数（次）

续借时

间（天）

本科

生
6 6 30 1 15

研究

生
15 15 90 1 30

教职

工
20 20 180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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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借：

1、续借手续必须在所借图书资料借阅期未满前办理，

每种书限续借一次。

2、可通过图书馆主页登陆“我的图书馆”（见本页下文）、

移动图书馆或自助借还书机进行网上续借。

催还

所有借出两星期或以上的图书，如有需要，图书馆可

以随时催还。催还通知单上显示新的还书日期，借阅者接到

催还通知后，应及时还书，收到通知而未按期归还者，将按

逾期未还处理。

我的图书馆

“我的图书馆”是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的一个模块，读者

通过“我的图书馆”，可以查到借阅信息，并可以在网上进行

图书续借、图书荐购等。具体请登录“我的图书馆”体验，登

录名和初使密码皆为校园卡卡号。

图书归还：

请读者在借阅期限内，到图书馆使用自助借还机自主

归还图书。

超期罚款及遗失赔偿：

参见 5、《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读者违章处理办法》

4、书刊阅览

 以下文献资源不予外借，读者可凭本人校园卡在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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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阅览

（1）参考工具书阅览室所有的图书；

（2）特藏阅览室的线装书和特藏书刊；

（3）现期期刊和过期期刊合订本、报纸；

（4）保存本图书、珍品图书。

 仅限馆内阅览的图书、工具书、报纸和期刊等需要复印

的，可在各阅览室服务台凭有效证件办理相关手续临时

借出，复印后立即归还。

 古籍特藏书刊和线装书原则上不得复印；有特殊需求须

请示部主任或主管副馆长；珍善本图书不得复印。

5、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读者违章处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和图书流通管理，规范

借阅行为，保障读者公平使用图书资源的权利，倡导文明阅

读，根据教育部《普通高校图书馆规程》（教高[2015]14号），

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图书借阅逾期处理。

1．读者所借图书须按规定期限主动归还。逾期未还者，暂

停借阅权限（含借书、续借和预约），并需缴纳违约金（0.20

元／册／天，以 30元／册为最高限额）；或以义务服务冲抵

违约金（超期 30天以内，义务服务 1小时；超期 60天以内，

义务服务 2小时；依此类推）。

2．图书到期后的 10天为宽限期，免收图书逾期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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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宽限期，逾期违约金从图书到期日开始计算。

3．寒假、暑假期间到期的图书，在开学后两周内还清的，

不视作逾期；应在其他假期内归还的图书，假期结束后 3日

内还清的，不视作逾期。

4．因出差、实习等原因导致未能按期归还所借图书的，可

由所在学院或部门出具书面证明，免除违约金。

第三条 图书污、损、毁处理。

1．读者如在所借阅图书上划线、圈点、批注、涂改且造成字

迹不清，影响他人阅读的，按每页码 0.5元赔款，最高金额

按原价×（当前年-出版年）计算。

2．读者如有剪裁、撕页、或损坏图书致无法正常使用的，

按遗失该图书条款处理，并通报所在院系或部门。

第四条 图书遗失处理。

1．凡遗失图书，须以相同版本或新版的同种图书赔偿，并

缴纳技术数据加工费 4元/册。

2．无法赔偿原书的，则按下列规定折付赔偿金。

（1）普通中文图书赔偿标准：

1970年以前出版的：按原价×（当前年-出版年）

1970—1987年出版的：按原价×15倍

1988—1998年出版的：按原价×5倍

1999—2008年出版的：按原价×3倍

2009年以后出版的：按原价×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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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影印、原版外文图书赔偿标准：

1987年以前出版的：按原价×（当前年-出版年）

1988—1998年出版的：按原价×10倍

1999—2008年出版的：按原价×5倍

2009年以后出版的：按原价×3倍

注：赠书和无标价图书按 40元计原价；以外币标价图书按

现行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原价。

3．遗失多卷书中的一册或数册，各分册有定价的，参照上

述规定赔偿；多卷书以全套定价的，书价按平均每册价格计

算，并参照上述规定赔偿。

4．遗失中外文期刊单行本，按该刊当年合订本价格赔偿；

遗失中外文期刊合订本，按该刊当年合订本价格并参照上述

规定赔偿。

第五条 附则

1．未办理借阅手续擅自将书刊携带离开图书馆的，一律按

偷盗图书行为处理。除交还该书刊外，还将通报该院系，并

按校纪处理。

2．拒不执行以上各项规定的读者将予以暂停借阅权限的处

理；经批评教育后仍不执行者，报学校有关部门处理。

3．以上相关费用的收缴须使用校园一卡通，不收取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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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借阅室、阅览室、读者服务中心介绍

1、借阅区馆藏库室介绍

逸夫馆

◆ 西文借阅室：该库室位于逸夫馆二楼东北处，馆藏主要

是外文原版图书，语言范围包括英、法、德、日、俄、西班牙、

世界语等，且以英语方面的藏书最具规模，学科范围涵盖了

《中国图书分类法》22个大类基本内容。

◆ 社会科学第一借阅室：（收藏中图法 A、B、D大类图书）

该室位于逸夫馆二楼西南处，主要收藏马恩列斯毛邓的著作

及其传记、学习和研究，同时还收藏了哲学、宗教、政治和

法律的书籍。

◆ 社会科学第二借阅室：（收藏中图法 C、E、F大类图书）

该室位于逸夫馆三楼东南处，主要收藏社会科学总论（包括

社会科学基本理论、方法，统计学，人口学，社会学，管理学，

民族学，人才学，劳动科学等）军事以及经济类书籍。

◆ 社会科学第三借阅室：（收藏中图法 H、J大类图书）该室

位于逸夫馆三楼西南处，是语言文字及艺术类图书馆藏中

心。语言文字类图书包括了汉语、常用外国语和其他个语系

语言的语言、语音、语义、词汇、词义、语法、修辞、写作、

翻译等方面的图书。常用外国语还包括了大量的外语等级水

平考试的试题、习题。艺术类馆藏主要包括艺术理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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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艺术概况，绘画，书法，雕刻，美术，音乐，舞蹈，电影

电视艺术等。

◆ 社会科学第四借阅室：（收藏中图法 I大类图书）该室位

于逸夫馆四楼西南处，文学类藏书入此库室。文学书籍包括

文学理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涉及各国各时代作家的作品。

◆ 社会科学第五借阅室：（收藏中图法 G、K大类图书)该室

位于逸夫馆四楼东南处，主要收藏教育体育文化历史地理等

方面书籍。内容包括文化理论，世界各国文化与文化事业，

信息与知识传播，教育，体育。

◆ 自然科学第一借阅室：该室位于逸夫馆二楼西北处，收

藏所有自然科学类图书，包含数理科学、化学天文学、地理

科学、生物科学、医学、卫生、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

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安全科学）、综合

性图书。

◆ 自然科学第二借阅室：位于逸夫馆四楼东北处，收藏较

新的理工科图书。

◆综合第一借阅室：位于逸夫馆一楼东南处，收藏社会科学

及自然科学类图书。

◆综合第二借阅室：位于逸夫馆四楼西北处，收藏社会科学

及自然科学类图书。

◆综合第三借阅室：位于逸夫馆三楼东北处，收藏社会科学

及自然科学类较新图书。



20

菱湖馆

◆ 文科第一阅览室：位于菱湖馆二楼，主要收藏以文学类

图书为主的社会科学图书。

◆ 文科第二阅览室：位于菱湖馆二楼，主要收藏近年来购

买的以文学类图书为主的社会科学图书。

2、阅览区库室介绍

逸夫馆

◆ 逸夫馆现刊阅览室：位于逸夫馆三楼东北处，陈列自然

科学方面的期刊。

◆ 电子阅览室：位于新校区逸夫馆三楼西北处，为读者提

供网上信息查询、浏览下载各种学术数据资源等服务。请使

用校园卡刷卡上机。

◆ 特藏阅览室：位于逸夫馆二楼东南处，本库室的馆藏主

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古籍，桐城派研究及新文学，陈独秀

著作及研究，黄梅戏，大型文献，安庆地方志等。

◆ 参考书工具书阅览室：该库室位于逸夫馆北五楼，是教

学参考工具书文献中心。其馆藏集中了我馆有关对教学、科

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各学科、各门类的参考书和工具书。

◆ 过刊密集书库：该室位于逸夫馆一楼东，主要陈列过期

期刊，预约查阅。

菱湖馆

◆ 期刊阅览室：位于菱湖馆一楼，陈列文科方面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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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阅览室：位于菱湖馆四楼，为读者提供网上信息查

询、浏览下载各种学术数据资源等服务。请使用校园卡刷卡

上机。

3、读者服务中心

位于逸夫图书馆北二楼，主要负责读者咨询、归还图书

上架、读者违章处理（借还书超期、图书遗失等）等工作。

九、开放时间

逸夫馆
1、社会科学第一至第五借阅室，自然科学第一、第二借阅室，

综合第一至第三借阅室，西文借阅室，现刊阅览室，电子阅

览室。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8：00—21：00

2、读者服务中心，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8：00—17：00

3、特藏阅览室，参考书工具书阅览室：

周一至周五，9：00—11：30，14：30—17：00

4、过刊密集书库：

周一至周五，9：00—11：30，14：30—17：00（预约查阅）

菱湖馆
期刊阅览室、文科第一阅览室、文科第二阅览室，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

上午：8：00——11：30（周六、周日上午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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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4：30——17：05

晚上：19：10——21：35（周五晚不开放）

十、馆藏数字资源介绍

（一)本馆资源

1、EBSCOASP+BSP全文期刊数据库

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ASP）涉及生物科学、工商经济、

咨询科技、通讯传播、工程、教育、艺术、医药学等领域。商

业资源全文数据库（BSP），主题范围涉及经济学、经济管理、

金融、会计、劳动人事、银行及国际商务等领域。

2、SpringerLink电子期刊数据库

Springer出版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德国出版公司，其网上

出版系统 SpringerLink收录 439种学术期刊(其中近 400

种为英文期刊),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和天文学、化学、医学、

生命科学、工程技术、计算机科学、环境科学、地理、及经济、

法律等学科。

3、Elsevier ScienceDirect数据库

Elsevier ScienceDirect数据库涉及化学、数学、计算

机科学、环境科学等众多领域，数据库中大部分期刊被 SCI、

SSCI、EI收录，是世界上公认的高品位学术期刊。

4、cnki系列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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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 1994年至今约八千

种期刊，按学科分为 168个专题，每日更新，年新增文献 100

多万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覆盖基础科学、工程

技术、农业、医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收录

全国 985、211工程等重点高校，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

等研究院所的博士学位论文。

5、ProQuestDialog数据库

ProQuestDialog系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联机检索系

统，用于同时对多个数据库的检索，是查收查引及科技查新

的重要数据库。

6、网上报告厅

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是由北京爱迪科森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推出的视频资源数据库，它整合了国内外包括著名

院士、专业研究人员在内的千余名一流专家学者的视频学术

报告。

7、万方数据创新资源服务系统

万方数据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万方数据知识服

务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精选全国重点学位授予单位的硕

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博士后报告。内容涵盖理学、工业技

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交通运输、

航空航天和环境科学等各学科领域，是我国收录数量最多的

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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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读秀知识库

读秀知识库是由海量全文数据及资料基本信息组成的

超大型数据库。以海量的中文图书和全文资料为基础，为用

户提供深入内容的章节和全文检索，部分文献的原文试读，

以及高效查找、获取各种文献类型学术资源的一站式检索，

周到的参考咨询服务，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搜索引擎及

文献服务平台。

9、超星名师讲坛数据库

超星名师讲坛数据库学术性强、覆盖面广，涵盖文学、

历史学、法律、哲学，法学、医学、工学，理学等各个学科领

域。

10、超星移动图书馆

超星移动图书馆是专门为各图书馆制作的专业移动阅

读平台，用户可在手机、pad等移动设备上自助完成个人借

阅查询、馆藏查阅等。移动图书馆二维码在本《指南》附录

二，请自行扫描二维码并下载 APP安装使用。第一次使用

请选择“安庆师范大学”，登录名及初使密码增多为校园卡卡

号。（注：“我的图书馆”、自助借还系统、移动图书馆密码相同，

更改任一系统密码，其余密码随之变更）

11、银符考试数据库

银符考试数据库是一款侧重于资源的新型在线考试模

拟系统，以研究生、英语、计算机、经济、公务员、综合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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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考试资源为主体，以自建多媒体库和银符考试资讯网组

成的数据库辅助使用环境为基础，为用户搭建的一个集考试

练习、交流、教学资源为一体的综合性在线模拟试题库。

12、龙源电子期刊阅览室

龙源电子期刊阅览室是全球最大的中文人文期刊网，收

录期刊约 3500种，并分为文本版、专题版、原文原貌版等

形式,涵盖时政、党建、管理、财经、文学、艺术、哲学、历史、

社会、科普，军事、教育、家庭、体育、休闲、健康、时尚等

领域。

13、慧科新闻数据库

数据库中不仅涵盖了丰富的平面媒体资源，同时也收录

源自 2300多个网站的新闻资讯；每日更新；可回溯到 10

年前的报纸。

14、数图外文原版电子图书数据库

数图外文原版电子图书数据库收录约40万种外文电子

图书，内容包括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及相关科学、地理学、

政治学、法律、教育、音乐、美术、语言学、文学、科学、科

技、军事科学等。

15、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

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汇聚了从中世纪时期到近现代的

9000多位艺术家、100多种乐器的音乐作品，曲目数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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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100多万首。

16、国研网

国研网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北京国研网信息

有限公司承办的专业性经济信息服务平台，依托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丰富信息资源和强大的专家阵容，提供专业、权威、

前瞻的国内外经济金融领域的经济信息和深度研究成果。

17、北大法意案例教学数据库

数据库包括案例教学数据库群、法律法规库群、法学词

典、法学文献、法学家沙龙等。

18、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

收录古籍文献数量达一万九千种、四十万卷，可检索字

数达七十亿字，特色资源包括地方志、明清史文别集、敦煌

文献等。

19、ProQuest学术期刊数据库

提供众多学科（从商业和政治学到文学与心理学）内容

进行一站式访问。收录了多种学术期刊、商业出版物、杂志

和报纸。

20、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

目前收入图书包括 16个重要方面、11000册、7000多

万个知识点。图书以人民出版社出版图书为主，也整合了中

央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其他出版社出

版的有关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方面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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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超星期刊数据库

具备授权期刊种数不低于 6000种，其中教育类刊种不

低于 300种，北大核心期刊不低于 1000种。支持移动阅读，

支持 PDF格式、流媒体格式。

22、EBSCO联采优选数据库群

专题包含：STM Source、Art&ArchitectureSource、IT

Source、AppliedScience&TechnologySource、Food

Science Source、 Engineering Source、 Environment

Complete、Energy&PowerSource、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AbstractwithFullText、SPORT

Discus™ withFullText、ResearchStartersBusiness、

MedlineFT、Dynamed、Dentistry&OralSciencesSource、

NursingReferenceCenter等共计 15个专题。

23、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内容包括：大学英语四级大纲解析，大学英语四级备考

指导，四级基础词汇，四级阅读强化，四级翻译强化，大学

英语四级应试技巧之写作，大学英语四级应试技巧-翻译，

大学英语四级应试技巧-听力，大学英语四级应试技巧-阅读，

大学英语四级五年真题解析，大学英语六级大纲解析，大学

英语六级备考指导，大学英语六级核心词汇，六级阅读核心

知识点强化精讲，大学英语六级应试技巧-写作，大学英语六

级应试技巧-翻译，大学英语六级应试技巧-听力，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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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级应试技巧-阅读，大学英语六级五年真题解析，考研英语

大纲解析，考研英语备考指导，考研英语核心词汇精讲，考

研英语阅读单项精讲，考研英语应试技巧之写作，考研英语

翻译单项精讲，考研英语新题型单项精讲，考研英语完形单

项精讲，考研英语历年真题解析等课程。

24、超星数字化图书馆，为目前世界最大的中文在线数字图

书馆，提供大量的电子图书资源提供阅读，其中包括文学、

经济、计算机等五十余大类。我馆是超星数字化图书馆镜像

站点，现有超星电子图书约六十二万余册。

25、博云光盘系统

系统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无缝集成，读者通过 OPAC

页面（即图书馆书目查询系统）就可以使用随书光盘，可以

选择在线浏览或下载。

26、晚清、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累计收录 1833年~1949年间出版的两万五千余种期

刊，近一千万篇文献，内容集中反映这一段历史时期政治、

经济、法律、外交、教育、思想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情况，

拥有众多的“期刊之最”。作为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晚

清期刊全文数据库》和《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具有极

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它不仅丰富了期刊数字资

源，而且更方便了广大读者、用户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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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了解和学术研究。

（二）安徽省高校数字图书馆

为适应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以及日益增长的科研文献

需求，安徽省数字图书馆项目正式启动并投入使用。该项目

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为数字图书馆总馆，集中全省各

高校的电子文献资源，全方位满足省内教师学生和创新主体

的教学科研需求，为安徽省高等学校教学、科研和重点学科

建设提供高效率、高质量、全方位的文献资源信息保障与服

务。

1、安徽高校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通过该平台可以对全省所有成员馆的数字资源进行免

费的文献传递。同时对于本馆馆藏，该平台也是一个异构资

源检索系统，通过该系统可以对本馆所有数字资源进行一站

式检索，方便快捷。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安徽省高校数字

图书馆成员馆之一，我校读者可以免费使用该平台。

2、安徽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团购数据库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CSSCI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

研制的引文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

收录和被引用情况。目前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

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 25大类的五百多种学术期刊。可

以检索到所有 CSSCI来源刊的收录（来源文献）和被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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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创建于 1989年，收录我国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

地学、生物学、农林科学、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环境科学和

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千

余种，目前已积累从 1989年到现在的论文记录约五百万

条，引文记录六千余万条。

（三）数字资源补充说明

1、所有数字资源仅面向校园网服务，图书馆提供电子

阅览室以方便读者查阅。校外访问具体数字资源（目前仅对

教职工服务）需通过 VPN方式，具体请与校信息化建设与

管理处联系，电话 5300107。读者在校外也可通过移动图书

馆间接访问数字资源（不能直接检索某一具体数字资源，但

可从图书、期刊等途径间接查询）。

2、所有资源均可使用 PC或移动终端，自图书馆主页的

数字资源栏目访问。

3、本地站点：指服务器在校园网内，无需通过校园网计

费系统即可访问。

远程站点：指服务器在校园网外，需要通过校园网计费

系统访问。

4、部分数字资源须需要专用的阅读器阅读，具体请参

见各数字资源的使用说明。

（四）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数字资源使用及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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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读者应以个人学习、教学和科研为目的，在校园网内

以正常速度检索、浏览、下载或打印数字资源。

  2、读者在使用校园网络数字资源时，严禁实施下列行

为，如有下列行为，均属违规使用：

  （1）连续、系统、集中或批量地对校园网络数字资源进行

浏览、检索及下载等操作。

  （2）使用工具软件或智能机器人等检索和下载校园网络

数字资源。

（3）以营利或获取利益为目的，将所获得的校园网络数字

资源提供给非合法用户。

 （4）未经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许可，向校外人员或机构提

供代理服务或大批量的数据与文献传递。

  （5）将校园网络数字资源的合法使用权限提供给校外人

员或机构使用，包括将校园网上网账号及 VPN账号等相关

账号转给他人使用。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

  3、对违规行为，图书馆将视情节轻重作如下处理。

  （1）违规者向图书馆提交违规使用校园网络数字资源的

书面陈述和检查。

  （2）由图书馆通告违规者所在单位，并在图书馆网站上公

示违规者姓名、所在单位及所犯错误的事实，违规者应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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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和所在单位相关负责人员的监督下删除违规所下载的

数据。

  （3）违规情节严重者以及再次实施违规行为者，将报请学

校予以纪律处分。

  （4）因个人校园网相关账号被盗，或电脑等设备遭受病毒

或木马攻击等情况，继而造成校园网络数字资源被违规使用

的，相关责任人也将被视同为违规使用而接受相应处理。

4、因违规使用引发相关法律纠纷及给学校造成经济损

失的，责任人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关损失

及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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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中国图书分类法 22大类表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义

B 哲学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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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学、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空、航天

X 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安全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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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移动图书馆：

请扫描并下载安装移动图书馆 APP，首次使用请选择

“安庆师范大学”，登录名及密码均为校园卡卡号。如更改过

书目查询系统中“我的图书馆”密码或自助借还系统密码，请

使用更改后的密码登录。

通过移动图书馆可以一站式检索图书馆书、刊、论文等

文献信息。

移动图书馆还提供借阅证挂失、个人借阅历史查询、图

书续借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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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咨询电话：0556—5305700

办公室电话：0556—5300058

QQ：1260269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