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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一、图书馆概况 

   三、如何利用馆藏资源 

    二、新生入馆指南 

    四、图书馆知识考试说明 



  1. 省立安徽大学时期
（1928-1939） 

         共有图书杂志133箱，20多万册。 

 2. 国立安徽大学时期(1946-1949)  

  共有中外图书56688册，杂志134种，15312册 。 

國立安徽大學校門 

一、图书馆概况 



  3. 安徽大学时期（1949-1954） 

     共有中外文图书151869册。 

1949-1956年的图书馆大楼 
 

4. 安徽师范学院时期（1954-1960） 

  藏书达40万册，中外文杂志729种，报纸62种。 

 

5.皖南大学（1960-1968） 

 

6.安徽工农大学时期（1968-1972） 1956-1975年的图书馆大楼 



    7.安徽师范大学时期（1972-   ） 

          92年春华秋实。图书馆馆舍总面积现达48150 平方米，

阅览室27个，阅览座位近4000席。文献资源建设和读者服

务处于安徽省高校图书馆先进行列，现为全国师范院校图

书馆联盟首批成员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安徽省文

献信息保障中心、安徽省高校教师教育数字文献信息服务

中心、安徽省高校图书馆常委馆。 

 

 



图书馆职工队伍(在岗职工92人) 

8% 

15% 

33% 

44% 

 

职称结构 

正高8人 

副高15人 

中职33人 

其他43人 

5% 

19% 

23% 
23% 

30% 

学历结构 

博士5人 

硕士19人 

本科23人 

专科23人 

其他29人 



丰富的馆藏资源 

• 纸质图书             299万册 

• 电子图书             251.8万册 

• (年订购)中外文报刊   1500余种 

• 中外文数据库        104种 

      



    第一，藏书范围广。 

      馆藏文献种类涵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

科学，尤以文、史、哲、生物、化学等方面的

书刊丰富而具特色，并形成一定体系。 

 

 

资源特色 



 第二，古籍、民国书刊藏量丰富。  

      古籍总量近22万册（包括文学院3万册），其中尤以

地方志收藏最为见长，拥有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方志

1.9万册；古籍善本700余种，以明刻本为多，其中的

《洪武正韵》为国内唯一不配不补全本；元刻本《春秋

胡氏传》、元刻明递修《通志》、明嘉靖刻本《李太白

全集》、《杜工部集》均为海内珍本。 



  图书馆藏有民国时期报刊1200余种，7000余册，图

书3.5万余册,为安徽省高校图书馆之最。这批报刊

广泛地反映了近现代社会政治变革，记录了中国近

现代文学、教育、经济发展史，是图书馆颇具特色

的收藏，亦是一个重要的文献信息资源。它具有收

藏广泛、历史较长、质量上乘、连续完整、版本多

样的特点。 



    第三，核心检索刊物连续性强。 

            世界著名的《科学文摘》（英国）、《生物文

摘》（美国）、《化学文摘》（美国）、《文摘

杂志》（前苏联）等都有收藏。其中的《化学文

摘》(纸本)从1907年创刊至2010年停刊收藏从未间

断 。 



  第四、电子资源丰富。 

             现有中外文电子资源库104 种，其中中文数据

库主要有：中国期刊网、超星数字图书馆、中国基

本古籍库、国研网等；外文数据库主要有： Web 

of Science 、Elsevier SDOS、Springer Link、

EBSCO等;自建有 “数字敬文”特色视频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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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图书馆各部门职责 



3、图书馆布局 



4、馆藏资源分布与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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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地名称 馆藏地点 馆藏内容 馆藏服务 开放时间 

报刊库 一楼西北角 中文过期报刊 

本地 

阅览 

8：30－12：00 

14：30—18：00

（夏时制） 

14：00—17：30 

（冬时制） 

双休日不开放 

样本书库 一楼东南角 中文图书 

赠书室 一楼南 中文图书 

经典阅览室 二楼西北 经典著作、师大文库 

电子阅览室 二楼北 网络资源 

报刊阅览室 二楼南 

报纸、中外文期刊、近期过刊（05年

至今）、索引工具书（全国报刊索引、

全国新书目、人民日报索引） 

8：00—22：00 

8：00—22：00 

自然科学图书阅览室 三楼南 自然科学类图书 

开架借阅 

本地阅览 

8：00—22：00 

社会科学图书阅览室（一） 三楼北 
H语言和文字、I文学类图书及社会科

学类工具书 
8：00—22：00 

社会科学图书阅览室（二） 四楼北 

A马列毛邓著作、B宗教哲学、C社会

科学总论类、E军事、J艺术、K历史

和Z综合性图书 

8：00—22：00 

社会科学图书阅览室（三） 四楼南 
D政治和法律、F经济、G（文化、科

学、教育、体育）类图书 
8：00—22：00 

古籍普通书库 五楼北 普通古籍 

闭  架 

本地阅览 

8:30—12：00 

14：30—18：00

（夏时制） 

14：00—17：30 

（冬时制） 

双休日不开放 

特藏阅览室 五楼南 
四库全书系列、解放前书刊、港台图

书及其它特藏文献、外文图书 

善本书库 五楼东南角 古籍善本 



4、馆藏资源分布与开放时间 



4、馆藏资源分布与开放时间 



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牌
快捷地了解各阅览室和
书库的藏书范围。 



5、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内容 

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1 借阅服务  提供普通图书的阅览、外借与网上续借；报刊与古籍资料等阅览服务 

2 参考咨询 
 为用户提供各种信息咨询服务，主要形式有：电话咨询、面对面咨询、邮箱
咨询、QQ咨询、微博、微信咨询等 

3 科技查新  提供科技查新与代查代检服务 

4 文献传递  根据用户需求，提供本馆未入藏文献资料的传递服务 

5 学术不端检测 
 依据同方知网AMLC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提供本科、硕士、博士和一般
论文检测 

6 用户培训 
 培养用户信息素养能力，主要形式有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数据库专题培训讲
座、网络培训、移动图书馆等 

7 
宣传交流与 
用户体验 

 编辑《读书人报》、举办“敬文讲坛”、“敬文书话”、“心影相随，共赏经典”、
“真人图书馆”、“数字资源服务进学院活动”、“读者服务宣传月活动”、“水墨
空间”等及空间管理 

8 电子资源利用 
 为读者提供104种中外文电子资源服务，如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馆、Web 

of Science、Elsevier SDOL、JSTOR、EBSCO等数据库，不定期提供开放资源、
试用资源等 

9 文印服务  为读者提供复印、文字编辑打印等服务 

10 文化展示  古典家俱展、馆史实物展等 

11 通借通还 
 提供花津校区、赭山校区和皖江学院三个校区的通借通还服务，即本校读者
可以通过本校区图书馆总服务台办理借阅、归还其他两校区图书馆图书 



6、图书馆举办的相关活动 



二、新生入馆指南 

         

1、入馆须知 
（1）读者须凭携带
本人校园卡通过门禁
刷卡进入本馆。 

（2）出馆时，通过出
口的防盗仪时如遇报警，
请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查

验。 



2、总服务台 

   图书馆总服务台提供信息咨询、校园卡
的开通、挂失、解挂和升级、读者赔书、
违章罚款等事务服务。 
 



3、图书阅览室 

图书馆阅览室：自然科学图书阅览室、社会科学图
书阅览室均为同学们提供借还书服务，并供同学们
自习。 
每个阅览室上方门牌标明本阅览室所藏图书种类 



4、电子阅览室 

 全馆各楼层分别配备了数量不等的检索机供读者免费

查询网络电子信息资源（检索机只能查询书目信息，不

能上网）。 

赭山校区图书馆和敬文馆分别拥有电子阅览室。      

电子阅览室上机需在刷卡机处 

刷校园卡，下机时也必须刷校 

园卡退出，上机费用按上机时 

间通过校园卡支付，拒付现金。 

上机流程 





9、座位预约 

    为规范图书馆空间管理和帮助读者便捷使用图书馆空
间资源，图书馆增设了座位预约系统。  

首次使用时必须到预约机上刷校园卡激活账号，未激活
的账号无法使用。 
默认用户名及密码，为学生学号、教职工工资号及校外
人员身份证号。使用网页预约，读者可预约当天及后1
天的座位。 
预约机分布位置: 
  敬文馆图书馆：一楼西入口处南侧， 1台； 
         二楼大厅服务台对面，2台 
  赭山校区图书馆：二楼大厅，1台 
 

 
 



预约方式 

 （１）网络预约：可从图书馆网站点击“空间管理
”—﹥“座位管理系统”进入，或管理系统网址直
接进入http://libzwxt.ahnu.edu.cn/SeatManage/ 

（２）微信预约：进入微信公众号“安徽师范大学图
书馆”，点击“信息查询”—﹥“座位预约”便可
登录微信预约平台。 

（３）馆内预约机预约：设置在图书馆内的预约机可
预约当天的座位，预约时间从当前时间开始，预约
成功后无需签到。 

 



预约时长 

• 预约时长最长14小时，最短1小时， 

• 连续预约时间间隔20分钟。 

签到与签离 

• 预约机现场预约无需签到，网页预约和微信预约成
功后需签到。 

• 使用完预约座位的读者如不需使用座位，请在预约
机上刷卡选择“签离”释放座位。 

• 系统规定签到时限为预约生效前10分钟内或后30分
钟内，请在规定时间内签到，否则系统将记其违约
1次，自动释放相关座位。 

 



入馆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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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是重点防火单
位，严禁在馆内吸烟、
用明火、使用各种取暖
设备，违者将严肃处理。 

特别注意事项 

1、防火 

2、防盗 

    图书馆为公共场所，要妥
善保管好自己的私人财物，
尤其是手机，笔记本要随身
携带。 





入馆须知 

1．凭卡入馆，读者须凭校园一卡通，经“门禁系统”验证后，进入图书

馆，出馆如遇监测仪报警，请积极配合工作人员检查； 

2．遵守规章，按照图书馆规章制度阅读、借还书刊； 

3．保护图书，不随意乱涂乱画，不随手丢弃图书，正确使用代书板，保
持书架有序、方便查找； 

4．注意安全，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勿擅自外接电源或充电
，注意用电安全，爱护各种设备； 

5．注意卫生，保持清洁，不乱扔垃圾，不乱踩乱踏，禁止抽香烟，不在
阅览室吃零食； 

6．保持安静，不闲聊、不喧哗，不大声朗读，关闭手机铃声、不大声接
打电话；  

7．着装得体，言谈文明，举止大方，不占座位，坚持阅览室一人一位，
不空占阅览座位。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文明阅读，从我做起。让我们共同拥有一个文
明和谐、宁静雅致的文化家园。 

    

 



三、如何使用馆藏资源 

1、实现借阅功能必须开通校园卡 
• 新生需接受“入馆教育”，并在掌握相关知识后进行“新生

考试”网上测试。成绩达到60分以上者，“校园卡”就可以
开通。 

• “校园卡”既可以作为饭卡使用，又可以作为借书卡使用。
因此，丢失了“校园卡”,除了及时到学校相关部门办理挂
失手续外，也必须到图书馆总服务台办理“校园卡”挂失手
续 ，取消校园卡挂失或新校园卡在图书馆使用之前，必须
带学生证到图书馆读者服务部总服务台办理相关开通手续。 

• 严禁使用其它同学的“校园卡”借书。 

•  新生在校园卡的借阅功能开通之前，可凭借校园卡来馆阅
览和自修。 

 

 



2、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及索书号介绍 
    我校图书馆2000年以后的中外文图书采用《中国图书馆
分类法》简称“中图法”进行分类： 

• 社会科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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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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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科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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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   X 环境科
学、安全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图书分类可继续细分： 

例如：D政治、法律 

           D062 民族解放运动理论 

           D063 民族自决问题 

           D064 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 

           D066 殖民地问题 



图书索书号 
 

 

索书号是一种据以取书的符号，又可称为排架号，表明馆藏
中的某一文献的排架位置，以便提取和归架的一套编号。 

索书号一般由两部分组成： 

1. 第一部分是根据图书的学科主题所取用的分类号码。 

2. 第二部分是按照图书作者姓名所编排的著者号码。 

 

著者号码 

分类号码 

索书号位于书脊下侧 



顺序：查        找       借 
 

第一步：寻找自助检索机 
在公共区域和阅
览室内可以找到
自助检索机 

3、如何借阅纸质图书 



第二步：进入检索界面 



根据已知信息选择检索条件，输入检索词 



获得检索结果 



状态： 
在馆 

状态：
外借 

显示流通类型：
“特定阅览”
指不外借，仅
“本地阅览”；
“普通阅览”
和“外借”均
指 “ 开 架 借
阅”。 

馆藏地点： 
你在哪个图
书馆、借阅
区可以找到
本书 

显示馆藏地点
为“南校区”、
“中校区”和
“北校区”，
分别到敬文图
书馆（花津校
区）、赭山校
区图书馆和皖
江学院图书馆
查找。 

“索书号”
是寻找图
书架位的
重要依据。 

                              分类号        著者号 

 

温馨提示：检索的目的是确定所需

文献是处于外借还是在馆，文献所

在校区借阅区，并记录下索书号，

以便到阅览室中查找。 

本馆2000年以后的图书采用“中图

法”，2000年以前的图书社会科学

采用“人大法”，自然科学采用

“科图法”。 



•如果对检索结果不满意，还可以缩小检索范围或
重新检索。 
•检索的目的是查找到所需要图书在馆的“索书号
”，然后根据“索书号”借阅图书 
•索书号由分类号和书次号（著者号）组成，是该
图书在本馆的编号，与图书架位一一对应。 
•“分类号”是按图书类别检索的号码，我馆2000
年以前社会科学类图书选择“人大法”分编，自
然科学类图书采用“科图法”。 
•2000年以后采用“中图法”。 
 



三大分类法基本类目表 



查找图书的其他方法…… 

安徽师范大学网址：http://www.ahnu.edu.cn/ 

图书馆网址：http://lib1.ahnu.edu.cn/ 

书目检索：http://210.45.204.47/ 

 
 

http://www.ahnu.edu.cn/
http://www.ahnu.edu.cn/
http://www.ahnu.edu.cn/
http://www.ahnu.edu.cn/
http://www.ahnu.edu.cn/
http://www.ahnu.edu.cn/
http://www.ahnu.edu.cn/
http://www.ahnu.edu.cn/
http://www.ahnu.edu.cn/
http://lib1.ahnu.edu.cn/
http://lib1.ahnu.edu.cn/
http://lib1.ahnu.edu.cn/
http://lib1.ahnu.edu.cn/
http://lib1.ahnu.edu.cn/
http://lib1.ahnu.edu.cn/
http://lib1.ahnu.edu.cn/
http://lib1.ahnu.edu.cn/
http://lib1.ahnu.edu.cn/
http://lib1.ahnu.edu.cn/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http://210.45.204.47/


进入图书馆网站，
点击“书目检索”
菜单检索馆藏图书 



图书馆书目检索馆
藏涉及敬文图书馆、
赭山校区和皖江学
院图书馆；馆藏古
籍书目检索涵盖普
通古籍和善本检索。 



进入检索界面 



查找图书的其他方法…… 

还可以利用~~~~~~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微信公众平台检索哦！ 

①进入微信
公众号平台
界面 
②点击右下
角“我的”
－移动图书
馆－馆藏查
询 
③进行检索 



第四步：到馆藏地找书 
（以狼图腾：姜戎-I247.5/8053(2)为例） 

藏书排架顺序：按索书号的顺序（按字母与数字顺序逐个排列） 

从上往下，从左往右 

在这里哦！ 

书架图书类别 



第五步：借阅图书—使用自助借还机 



如何使用自助借还机 











可以根据需要检索
下载随书光盘。 



服务规则 

•读者本人持校园卡进入图书馆借阅文献，办理外借手
续，本科生、研究生、教职工均可外借图书20册，借期
120天； 
•续借规则：到期需继续使用，可以在借期80天后到馆
或通过网络（图书网站登陆“我的图书馆”）进行续借，
仅限一次，续借时间为30天。如逾期不还，将按图书馆
有关规定处理 
•图书还期如遇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可以顺延至开馆后
一周内归还 
•遗失图书者须购买同版图书进行赔偿；否则，将按图
书馆有关规定处理。 
•您还可以不用来馆，通过登录“我的图书馆”实现图
书续借、借阅史查询、我的借阅信息、借还日期查询等
功能。 
 

 



通借通还 

• 为充分实现校区间文献资源共享、提高馆藏图

书利用率，进一步方便读者借还各校区图书馆

图书，图书馆在花津校区、赭山校区和皖江学

院三校区开展图书通借通还服务，即本校读者

可以通过本校区图书馆总服务台办理借阅、归

还其他两校区图书馆图书服务。 

 





通借通还规则及注意事项 







360全景图书馆 
• 您可以在宿舍中、在草坪上、在教室里……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畅通无阻360度观看、了解师大图书馆。 

• 全景链接地址：  

http://103.116.78.158:9360/170617AnHuiS

F-LIB/ 

 

  

 

http://103.116.78.158:9360/170617AnHuiSF-LIB/
http://103.116.78.158:9360/170617AnHuiSF-LIB/
http://103.116.78.158:9360/170617AnHuiSF-LIB/
http://103.116.78.158:9360/170617AnHuiSF-LIB/
http://103.116.78.158:9360/170617AnHuiSF-LIB/


4、如何利用图书馆电子资源 

•  中文数据库主要有：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库、超星
读秀、超星数字图书馆、国研网等； 

•  外文数据库主要有：Elsevier SDOS、Springer Link、
EBSCO、John Wiley等。 

•   另有若干试用资源、免费资源和自建资源可供使用。 

 

 图书馆不仅有纸质资源，还有大量电子资

源，我校图书馆现有中外文电子资源库104

种，校内师生均可免费获取这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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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子资源 

图书馆主页馆
藏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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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 

 

馆藏中文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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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 

 

馆藏外文电子资源 



馆自建电子资源 



试用电子资源 



免费资源 



• 数字资源24小时开放！ 

• 图书馆经常举办数据库利用知识讲座，欢迎同
学们参加，具体时间地点见馆内通知。 

• 图书馆的订购的电子资源只允许校园网内的用
户使用，校内用户均可免费使用。 

• 外网不能直接使用本馆电子资源，读者在校外
可以通过VPN登录学校新版信息门户、今日校
园APP、PC端浏览器
（https://ds.carsi.edu.cn)三种方式访问使
用学校订购的电子资源。 

• 使用电子资源必须遵守图书馆相关规定，严禁
用下载软件下载文献。 



5、我的图书馆、移动图书馆 

提供从公共网
安全地访问校
园网电子资源
的快捷通道 

无线网络覆盖
图书馆，读者
可以使用移动
设备，例如智
能手机、平板
电脑等接入实

现上网 

通过“我的图书
馆”可以查询本

人借阅信息、进
行网上续借、使
用移动图书馆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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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我的图书馆” 



    读者在“我的图书馆”中可以实现图书续
借、借阅史查询、我的荐购、咨询、预约、
设置我的书架等功能。 



如何设置“移动图书馆” 



如何设置“无线网络” 



6、文献传递服务 

• 我馆没有的文献资源，可以通过“安徽高校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http://www.anhui.superlib.net)
采用文献传递的方式获取。 

http://www.anhui.superlib.net/




四、图书馆知识考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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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框里输入报到号的
后7位为登录名；皖江

学院新生为后8位 

在此框里输入报到号
的后7位（皖江学院新
生为后8位）作为密码 

点击登录按钮进
入考试界面 

1、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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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试 

正确登录后此栏将出
现你的姓名和学号信
息，考试时请核对。 

点击答案前
的单选按钮
进行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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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卷 

题目做完后点此
按钮就可以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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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题目没答完
就交卷就会弹出这
样的窗口，点击窗
口中的“取消”按
钮可以继续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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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试成绩在60分以上，
该栏显示通过的信息，如果不
及格将显示没通过的信息。 

交卷之后每题
下面会显示出
正确答案。 

最后考试完点击
此按钮退出系统 



考试时间及地点 

• 入馆测试截至时间：10月4号，考试通过后，校园
卡自动开通。 

• 入馆测试地点：花津校区敬文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二楼）或赭山校区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二楼）
等。 

• 测试未通过的考生，3天后可以重新参加测试。 



联系我们 



 

        ——（阿根廷）博尔赫斯 

 

 



L/O/G/O 

书籍与智慧同在， 
读书与获取同行。 

  安师大图书馆欢迎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