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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欢迎你们走进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很高兴我们因图书馆而相
聚相识。
图书馆是大学的文化核心。大学图书馆注定是学校文献信息资源
保障中心、学习研究支持服务中心、文化传承创新中心和信息检索情
报中心。
为此，我们将尽全力提供最丰富的资源、舒适的学习环境以及热
忱的服务。
在这里，你可以查询、借阅、下载、学习、研究、讨论，参加专
题讲座和阅读分享等活动，这些必将使你受益匪浅。
在这里，随着岁月的流逝、知识的沉淀，图书馆也必将成为你精
神的家园和成功进步的阶梯。
欢迎读者朋友们经常到图书馆，
驻足这里，爱上这里，升华这里。

图书馆
202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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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概况
1.1 基本概况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实行“总馆+分馆+学科馆”的三级管理模式，现有 4 个馆舍，分别
为新城校区图书馆、金川校区逸夫图书馆、建筑学科馆和机械学科馆，总建筑面积 28000 余
平方米，其中新城校区图书馆约 9800 平方米，逸夫图书馆约 18000 平方米，建筑学科馆 330
平方米，机械学科馆近 300 平方米。现有阅览位 3255 个，存包位近 2124 个，桌载电源 713
处，阅览室 15 个和书库 3 个。现有正式编制员工 80 人，临时工 5 人，其中研究馆员 2 人，
副研究馆员 18 人，硕士以上学历人员 31 人。
馆藏以理工类书刊为主，兼有基础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综合类书刊，是自治区收藏工
程技术类文献资料最多、品种最全的高校图书馆。现有各类中外文纸质文献 148 余万余册，
中外文纸质报刊 1200 余种。拥有中外文数据库 90 余个，包括 Elsevier-SD、EBSCOhost、
SpringerLink、Wiley、Taylor、剑桥期刊回溯等大型外文综合数据库和 ACS、ASCE、ACM、
IEL、RSC 等外文学（协）会专业数据库；SCIE、EI、CPCI-S、SciFinder、ESI、InCites、JCR、
CSCD、CSSCI 等国内外文献资源检索工具；中国知网、超星等大型中文数据库，还有百链
云、读秀、WorldLib 等文献搜索引擎和文献传递工具。现有中外文电子图书 154 万余种，电
子报刊 3 万余种，核心机房存储空间 242T，高端服务器 30 台。
图书馆实行藏、借、阅一体化的“大开放，一站式”服务模式，周开放时间 105 小时，年
读者流量约 180 万人次，门户网站年访问量约为 160 万人次，校园 WiFi 全面覆盖图书馆。
读者可通过图书馆网站、电子查询机、自助借还书机和微信“微图书馆”模块等实现便捷的文
献查询、图书借还等服务。图书馆通过馆刊《图源知讯》、门户网站、微信平台向读者提供
文献信息和馆情通报。
图书馆本着“博”“雅”“敬”的发展理念，坚持“大开放、一站式”服务模式，努力打造读者
“课外学习基地”、“业余活动基地”、“素质教育基地”、“文化休闲基地”和“勤工助学基地”，
以实现对教学、科研、管理及人才培养等工作的支撑助力作用。

1.2 历史沿革
[1] 1951 年创建，面积 3000 平方米，员工 3 人，藏书 1000 余册。
[2] 1980-1989 年，丁辛分别任图书馆副馆长、馆长。1987-1997 年，梁文侠分别任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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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副馆长、馆长。1989 年，武志朝任图书馆副馆长。
[3] 1995 年，图书馆迁址至新馆，面积近 9800 平方米、藏书近 44 万册、员工 47 人、
阅览座位 800 余席。
[4] 1996 年，郭俊平任图书馆副馆长，1997 年，武志朝任副馆长（主持工作）
。
[5] 1998 年，图书馆购进第一个网络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开始数字化建设。
[6] 1999 年，武志朝任图书馆馆长，郭俊平任副馆长。
[7] 2000 年，利用丹诚图书管理系统进行书目回溯，图书馆业务工作开始走向自动化。
[8] 2004 年，购进第一个外文数据库 EBSCOHost,图书馆数字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9] 2005 年，引进汇文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各项业务及管理工作向自动化、集成化迈
进。
[10] 2006 年，图书馆新网站建成并投入使用，开启图书馆服务的网络化、信息化进程。
图书馆各项指标在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中获得优秀。纸质书刊近 55 万册、电子图书 100 余
万种、电子期刊 14000 余种，员工 54 人。
[11] 2007 年，郭俊平任图书馆馆长，周文学任副馆长。电力学院图书馆并入，新增金川
校区图书馆，员工增加 20 人，纸质图书增加 6 万册，藏书量达 64 万余册。
[12] 2008 年，我校职业技术学院图书室并入图书馆，增加纸质图书 5000 余册，员工 9
人。
[13] 2009 年，图书馆实行“大开放、一站式”服务模式，开启读者服务新篇章，读者入馆
量激增。
[14] 2010 年，郭俊平任图书馆馆长、周文学、陈小刚任副馆长。金川校区逸夫图书馆建
成并于 9 月份正式投入使用，该馆舍面积近 18000 平方米。图书馆全面进入两校区运行模
式，藏书 81 万册，阅览座位总计 2700 余席。
[15] 2011 年，校园一卡通在图书馆正式启用，图书馆各项工作与数字化校园全面接轨。
2011-2012 年，先后购进 SCI、CPCI、SciFinder、IEEE 等大型外文数据库，成为自治区唯一
一家拥有三大检索工具(数据库)的图书馆。
[16] 2012 年，引进自助借还系统，中外文纸质书刊 96 万余册、纸质报刊(现刊) 1251 种，
电子报刊 2.7 万余种，电子图书 145 万余种，各类中外文数据库 60 个，高端服务器 19 台，
存储空间 138T。
[17] 2013 年，图书馆实现 7:00-22:00 不间断开放。引进自助文印系统、触摸式电子读报
系统、电子阅览室自助管理系统，进一步提高“大开放，一站式”服务能力。郭俊平当选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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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18] 2014 年，郭俊平任图书馆馆长，周文学、陈小刚任图书馆副馆长。图书馆引进 RFID
射频技术，掀开图书自动化服务的新篇章。
[19] 2015 年，设立图书馆党总支，郭俊平任馆长兼党总支书记，周文学任副书记、副馆
长，陈小刚任副馆长。年中，周文学调离图书馆。2016 年 6 月，副馆长陈小刚任党总支副
书记，9 月，袁和平任党总支书记。
[20] 2017 年，新华发行集团校园书店“博雅苑校园书店”进驻图书馆，是自治区本科高校
中的首家“校园书店”。
[21] 2018 年，郭俊平任图书馆党总支书记，周文学任副书记、副馆长（主持工作）
，刘
英任副馆长。图书馆建筑学科馆投入使用，开启了图书馆“主馆+分馆+学科馆”的空间资源布
局模式；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开展战略合作，是自治区内唯一一家与其全面
合作的高校。郭俊平再次当选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22] 2019 年，周文学任图书馆党总支副书记、馆长。引进 InCites、ESI、JCR 和 WorldLib
等数据库。郭俊平任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周文学任常务理事。引入集饮品、
简餐和休闲阅读于一体的“书苑沙龙”，提升服务品质。取消电子阅览室设置，将电子阅览机
分散安置在各阅览室。
[23] 2020 年，与维普公司合作开发“统一检索平台”，重新构建图书馆网站，实现文献资
源“一站式检索”。同年启用 “人脸识别门禁管理”，向智慧化图书馆迈进一步。图书馆机械
学科馆投入使用，“主馆+分馆+学科馆”的空间资源布局初具规模。取消专设报刊阅览室，灵
活安排报刊架位。

1.3 馆藏资源与特色
1.3.1 馆藏资源

馆藏以理工类书刊为主，兼有基础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综合类书刊，是自治区收藏工
程技术类文献资料最多、品种最全的高校图书馆。截止 2020 年 12 月初，图书馆实体馆藏资
源 148.1 万册，其中中文图书 130.4 万册，蒙文图书 1.4 万册，外文图书 4.9 万册，中外文期
刊合订本 10.7 万册。建筑、机械、电气、化工、材料、信息、经管等学科领域文献馆藏丰
富。建筑学科馆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专业建筑图书馆之一。
数字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的重要馆藏，近年来图书馆每年用于购置数字资源的经费超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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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万人民币。截止 2020 年底，中文电子图书 137.2 万册，外文电子图书 2.1 万册，合计
139.3 万册；中文电子期刊 1.8 万种，外文电子期刊 1.3 万种，合计 3.1 万种；自建数据库 1
个，目前收录数据 8822 条。

1.3.2 特色资源

（1）内工大文库
2009 年开始建设内工大文库，旨在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编辑、保存、展示、出版、
传播内蒙古工业大学自建校以来的一切纸质学术成果，文库位于金川校区逸夫图书馆四楼。
目前文库入藏图书逾 800 册，博硕士学位论文 7000 余册。
（2）内工大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2009 年开始筹建内蒙古工业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收藏学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各类博硕士学位论文文献，其纸质版本已经纳入文库范围，其电子版纳入我校电子资源特色
馆藏范围加以保存与利用。截止目前，拥有数据 88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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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门户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智能图书馆门户网站，是图书馆独具特色的大数据服务中心。网
站提供学术资源一站式统一检索和资源发现功能，网站加强了语义网和大数据等基础技术的
应用，准确挖掘内蒙古工业大学师生的需求，实现资源整合，可以精准地为师生教学和科研
提供个性化资源服务。

2.1 文献搜索与导航
文献搜索与导航服务主要包括公共目录检索（OPAC）、数据库导航、随书光盘、知识发
现和学院数字图书馆等服务。
服务部门：学科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471-6577380。

2.1.1 公共目录检索

OPAC（http://202.207.22.26:8080/opac/search_adv.php#/index）
，英文全称是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即联机公共查询目录。读者可根据文献题名、著者、索书号和主题词等途
径检索图书馆的资源。在图书馆门户检索界面选择“纸本馆藏”，可以检索本馆纸本馆藏文献。

2.1.2 数据库导航

数据库导航（http://lib.imut.edu.cn/databaseguide）为读者提供数据库导航，包含常用文献
库、常用学习库、共享文献库、试用数据库，是读者利用图书馆数字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窗
口。

2.1.3 随书光盘

，可以获
读者通过随书光盘资源管理系统（http://www.bj.cxstar.cn/bookcd/index/index.do）
取图书的随书光盘资料。

2.1.4 知识发现服务

为读者提供学术资源一站式统一检索和资源发现功能。知识发现是从数据中识别出有效
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理解的信息的过程。本馆提供知识发现服务包括图书馆
5

读者手册

一站式搜索（http://lib.imut.edu.cn/）、维普-经纶中外文搜索系统(http://k.vipslib.com)、超星中
文发现系统（http://ss.zhizhen.com/）、百链云图书馆（http://www.blyun.com/）等。

2.2 读者门户
读者门户是指集成了多样化内容服务的 Web 站点，又称为读者网络门户，通常认为是
读者网上浏览的出发地点，即上网的第一站。图书馆读者门户主要包括公共主页、我的图书
馆、个人资源库、文献资源荐购和移动图书馆门户。

2.2.1 公共主页

图书馆门户网站（http://lib.imut.edu.cn）为读者提供馆藏资源服务、数字资源服务、图
书馆概况、公告通知、新书通报等服务，是读者利用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平台。

2.2.2 我的图书馆

“我的图书馆”是读者在图书馆的个性化知识社区，提供图书借阅、收藏书架、图书荐购
等内容。可以在图书馆主页右上角“登陆”完成登录，登录方式为校园统一认证。
（1）图书借阅：提供读者当前借阅、历史借阅、预约记录、超期信息和欠款记录等信
息；
（2）收藏书架：可以把在图书馆网站检索到的纸质及电子书刊收藏到该栏目以便日后
阅读，方法是在搜索结果右上角点“收藏”；
（3）图书荐购：是图书馆为充分征集用户的文献需求，提高文献收藏质量而推出的服
务，读者可以就纸本图书、期刊、电子资源等文献资源提出需求，图书馆根据读者的荐购意
见，及时补充馆藏。使用方法如下：
方法 1：直接点击“我的图书馆”内的“图书荐购”栏目；
方法 2：拨打资源建设中心电话：0471-6575704；
方法 3：Email:1572508451@qq.com。

2.2.3 超星移动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是指移动用户通过移动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访问和阅读图书
馆资源，以及业务查询的一种服务方式，满足读者随时随地学习的需求。我馆购买了超星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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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图书馆，手机下载“学习通”APP，即可享受移动阅读、电子书阅读、数字资源检索、个人
图书馆、电子文献传递、信息订阅等服务。
用户名：学（工）号；初始密码：123456 或者学（工）号。

2.2.4 微信图书馆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公众号为“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读者使用微信关注“内蒙古
工业大学图书馆”后，即可访问“微图书馆”，检索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查询个人借阅信息。

2.3 学院数字图书馆
“学院数字图书馆”可为读者提供各学院师生常用期刊及数据库推荐、本院必读及本院读
者借阅排行等信息，同时包含学院开课的课程文献中心及相关科研专题资源库。课程文献中
心为每个学院提供一些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的课程相关主题、相关文献与可参考的教材教
参；科研专题资源库筛选了内蒙古工业大学第一批立项建设学科团队的学科形成科研专题，
专题中包含了有关此学科的图书、期刊、学位论文、标准等文献信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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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体文献获取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馆藏实体文献 148 万余册，分藏于新城校区图书馆、金川校
区逸夫图书馆、建筑学科馆、机械学科馆。新城校区图书馆重点收藏机械、材料、化工、
动力、冶金、环境、经济管理，以及社会科学等门类的书刊；逸夫图书馆重点收藏计算
机、电力、电子、蒙文，以及社会科学等门类书刊；建筑学科馆重点收藏建筑学科书刊；
机械学科馆重点收藏机械学科书刊。

3.1 开闭馆时间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各馆舍开放时间
校区

新城校区

馆舍名称

开放时间

图书馆

7：00--22：00（周一至周日）

建筑学科馆
8：00--22：00（周一至周日）
机械学科馆

金川校区

逸夫图书馆

7：00--22：00（周一至周日）

说明：
1. 如周四上午政治学习与业务培训，新城校区建筑学科馆、机械学科馆闭馆，14：00 恢复开放；金川
逸夫图书馆的过刊阅览室与大厅共享空间正常开放，其它阅览室不开放，14：00 恢复开放。
2. 国家法定节假日当天闭馆。
3. 寒假、暑假开放时间请及时关注图书馆主页或微信公众号。
4. 因不可控因素闭馆。

3.2 入馆须知
（1）读者通过图书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入馆，人脸识别异常的可刷“校园一卡通”检验后
入馆。
（2）馆内严禁吸烟及用火，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
（3）衣冠不整者，谢绝入馆。
（4）馆内须保持安静，电话接听请远离阅览区域。
（5）馆内禁止饮食，保持阅览室内清洁卫生。
（6）自觉维护馆内秩序，禁止占座。
（7）爱护馆内设施设备，损坏须赔偿。
（8）妥善保管个人财物，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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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证件办理
证件办理包括读者证件的办理、激活、挂失、注销等。读者校园卡是读者进入图书馆、
享受图书馆服务的唯一凭证。所有读者进入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必须使用证件或刷脸通
过门禁系统检测后方可进入图书馆。
内蒙古工业大学正式教职工和学校全日制的本专科生、研究生，凭学校发放的本人校园
卡即可到图书馆借阅图书。
读者需要激活、挂失、注销等图书馆功能，可以在两校区图书馆服务台办理：
新城校区：图书馆乙三楼，电话：0471-6576077
金川校区：逸夫图书馆一楼大厅，电话：0471-3602393

3.4 文献借阅
文献借阅包括纸质文献阅览、外借、归还、预约与续借、自助借还、通借通还等。
联系电话：新城校区：0471-6576077
金川校区：0471-3603469
（1）文献阅览：读者凭有效证件进入阅览室进行书刊查阅。
（2）文献外借：读者办理借书手续后将可借馆藏文献携带出馆外，在规定的期限内享
受自由使用的权利并承担保管义务的服务方式。
我馆现有 11 台自动借还书机，新城校区图书馆馆 3 台、建筑学科馆 1 台、机械学科馆
1 台，金川校区逸夫图书馆 6 台，均能实现自助借还图书。
① 文献借阅流程
输入检索 词（可根据 标
进入图书馆主页
http://lib.imut.edu.cn

选择检索框顶部
题、作者、出版社、主题
的“纸本馆藏”
词、ISBN 等进行查询）

到文献馆藏地根据

记录馆藏地、索书号(文献

根据检索结果列表，

索书号查找图书

状态为“在馆”才可借阅)

点击选中的文献

到服务台或自助借
还机借阅

图 1 实体文献借阅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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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获取纸质文献技巧
索书号构成：索书号是查找馆藏图书的重要依据，目前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主要采用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简称《中图法》）进行图书分类，分类号是索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
索书号构成：中图分类号+种次号，《中图法》索书号的构成如下图所示。

斜杠之后为“种次号”
，代表本书
在该类中的顺序
斜杠之前为“分类号”
，代表
图书的种类

图 2 《中图法》索书号的构成

馆藏图书排列方式：图书排架的 16 字原则：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从 A 到 Z、从 0 到
9，按照这个顺序，在书架上找书就简单便捷多了。
（3）文献归还：读者借阅的图书可在各馆舍归还。自助借还机和服务台均可办理。读
者所借图书不应超过规定期限。如发现有涂画、破损、缺页等情况应按规定赔偿。
（4）图书预约：读者对已被借出的图书进行预约的一种流通服务。为了使读者更加便
捷、有效利用馆藏图书，可登陆“我的图书馆”或“微图书馆”预约。
（5）文献续借：读者可登录“我的图书馆”或“微图书馆”办理网上续借，或者到各馆舍
自助借还机或服务台办理续借，每本书可续期一次、续期 30 天。如果读者要续借的图书已
被其它读者预约，则该书不能办理续借。
（6）通借通还：跨校区图书借还服务。金川校区逸夫图书馆分别与新城校区图书馆、
建筑学科馆和机械学科馆之间跨校区的图书进行借还服务。读者可以在新城校区图书馆或逸
夫图书馆服务台登记需要跨校区借阅的图书；还书可以在任意馆舍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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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图书超期、损坏或遗失处理
3.5.1 图书超期的处理

图书到期时若遇法定节假日，自动顺延借期到节假日后 1 天；寒、暑假期间到期的图书，
自动顺延至开学后一周内归还。为保证绝大多数读者的权益，读者必须按规定时间归还所借
图书。读者借书超出约定的借书期限，需缴纳超期罚款，超期图书按照每册图书 0.2 元/天支
付超期罚款。超期罚款可累积，若累计超过 5 元，系统将自动冻结读者借阅权限，读者需到
各馆舍服务台交纳超期罚款后，方可解冻权限。
超期罚款可以在各馆舍服务台交纳，或在自助借还机交纳。
自助交纳罚款地点：新城校区图书馆三楼大厅、机械学科馆和金川校区逸夫图书馆 201
阅览室的自助借还机。

3.5.2 图书损坏的处理

读者在借阅图书时，请注意当面检查，如发现污损等情况，应及时报告图书馆工作人员，
以分清责任。归还图书时如有损毁，将按下列规定赔偿：在书刊上批点、演算、涂改、影描、
剪裁、撕割造成书刊不同程度损毁时，视其程度轻重、不影响内容完整者，按照以下标准处
罚：
1、撕毁封面、封底、书名页、版权页，原书价
2、撕毁精装书刊封面、封底，原书价的 2 倍
3、断线、散页（不缺页）
、折断书脊（在装订线内）
，原书价的 2 倍
4、卷折、揉搓、污染（仍可使用），原书价
5、写画在 10 页以内（还能看清原文），每页 1.00 元
损毁严重的情况按照图书遗失处理。

3.5.3 图书遗失的处理

读者所借书刊，必须注意爱护，妥善保管，如所借书刊遗失，应以原书相同的版本，或
经图书馆同意的新版本赔偿，并收取加工费。若不能赔偿同等版本图书时，按下列规定，折
付赔偿金：
1、中外古典文学、世界名著、重要科技类图书，按原价加 3-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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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绝本、绝版书、内部图书、名贵画册、线装古籍，按原价加 5-8 倍
3、原版或影印外文图书，按原价加 3-5 倍
4、一般性多卷书、馆藏复本较多，按遗失部分价格 3-5 倍
5、重要多卷集、馆藏无复本，按全套书价 2-5 倍
6、一般图书、当时藏书在 3 册以上，按原价加 2-3 倍
7、一般图书、当时藏书在 3 册以下，按原价加 3-5 倍
8、损坏、遗失中文期刊的任何一册（包括合订本及单本）
，按该刊全年现价赔偿，并加
收遗失、损坏册数的价款及装订费
9、外文期刊，按原价加 3-5 倍及装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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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文献获取
图书馆提供丰富的数字文献，截止 2020 年底，中文电子图书 137.2 万册，外文电子图
书 2.1 万册，合计 139.3 万册；中文电子期刊 1.8 万种，外文电子期刊 1.3 万种，合计 3.1 万
种；自建数据库 1 个，目前收录数据 8822 条。
获取数字文献过程中遇到问题，请联系学科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471-6577380。
最新数据库信息请关注数字图书馆主页。

特别提醒：为了保证我校读者正常使用数字文献的权益，维护内蒙古工业大学的声誉，
请读者务必重视和遵守电子资源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
·不得使用网络下载工具批量下载数字文献；
·不得连续、系统、集中地下载数字文献；
·不允许利用获得的文献进行非法牟利。

4.1 查找数字文献流程

选择标题栏的 “资源导航”

进入数字图书馆主页

或网页中间的各种数据库列表

http://lib.imut.edu.cn/

查询数字资源

进入所选数字资源平台

图3

点击选中资源名称

查找数字文献流程图

4.2 数字文献使用技巧
4.2.1 四种常用数据库的作用及使用场景

图书馆数字文献类型繁多，最常用到的有以下四类，其作用及使用场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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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数据库类型表

内容
全文资源

文摘索引资源

文献工具

发现系统

可获取文献的全

可获取文献的摘

可管理下载、保

可快速定位，获取

文信息

要、引用信息

存的文献

文献

需要查询某篇文

写论文、项目申

献被哪些论文引

报书时，查找、组

不清楚文章在哪一

用，某期刊被其

织和格式化参考

个数据库里或者不

它论文的引用，

数据，是数据库

想分别进入各数据

某作者被其它论

使用过程中的重

库查询时

文的引用时

要助手

方 、 Elsevier 、

Web of science、

Endnote、知网研

、

EI、CSSCI、CSCD

学平台

比较类型

作用

需要查阅文献全
使用场景

文，引用文章具
体内容时

维普经纶中外文搜

CNKI、维普、万
数据库例举

SpringerLink

索系统、读秀、超星
发现、百链云

IEEE

4.2.2 数字资源检索系统——图书馆 “一站式”搜索平台

一站式搜索平台整合了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馆藏纸质和数字文献，精确到以“篇”为单
位，文献类型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标准、专利、多媒体资源等，几乎囊括了
本馆所有国内外文献，旨在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个性化的一站式资源检索和获取服务。
读者可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主页（http://lib.imut.edu.cn/）“一站式”搜索图书馆的资源。
检索区域如图所示。

图 4 图书馆一站式搜索区域

4.3 主要数字文献列表（见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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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书馆其它服务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除了提供纸本文献和数字文献资源服务外，还提供丰富多样的其
它服务。图书馆主页（http://lib.imut.edu.cn）中的“快速服务”和“参考咨询”栏目集合了图书馆
的服务内容（如图所示）
，点击服务名称即可查看所有服务的详细流程和规范。

图 5 图书馆服务项目

5.1 座位预约
为加强读者入馆安全保障，推动公共资源的合理、公平和高效使用，我馆使用超星公司
开发的“座位预约与管理系统”
。
座位预约系统中，读者每次最长可预约 15 小时，有些行为会被记录违约，一周内违约
3 次，本周将暂停预约权限，读者可以通过“超星学习通 App”了解规则说明，熟悉使用方
法，合理规划在馆学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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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信息素养教育
图书馆采用多种方式面向各类读者开展信息素养教育活动，旨在提高读者信息素养，提
高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效率，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支持。
（1）信息素养学分课程
为全校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文献检索实践》《信息检索》等通识课，提高学生信息素
养，使其具备终身学习能力。
（2）新生图书馆主题教育活动
面对新生，在全校范围开展“认识图书馆”和“走进图书馆”主题教育活动，使新生尽早建
立充分利用图书馆的意识、提高信息素养。
（3）举办各类讲座
针对读者资源利用情况，不定期举办各类数字资源、文献管理分析工具利用的讲座。读
者可根据需要，以学院、学科团队、班级等为单位预约讲座。
服务部门：学科服务中心
电话：0471-6577380
邮箱：1289351825@qq.com

5.3 教学与科研支持
教学与科研支持服务包括查收查引、科研成果统计分析报告、学位论文提交等服务。
（1）查收查引
图书馆依托本馆丰富的馆藏和网络资源优势 , 根据用户提出的具体要求，由专业信息
咨询人员为用户提供检索结果。
服务内容主要包括：论文收录检索、论文被引情况检索、学术机构发表文献检索等。读
者在图书馆网站需检索的数据库页面下载并填写申请表，发到指定邮箱，并在邮件主题中注
明姓名、所在学院及收录证明类型等信息（如邮件主题：“张宇材料学院 EI/SCI/CPCI 收录
证明”）
，一般在申请后两个工作日内将收到电子版收录证明，印刷版请自行下载打印。
特别提示：
①只为本校作者开具收录证明，不对外提供此项服务。
②开具的收录证明是针对论文的，不针对作者。同一篇论文的合作者可共享收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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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收录证明是加盖数字印章的电子版证明，无需到图书馆实地盖章。
④详细内容访问网址：http://lib.imut.edu.cn/home/ServiceDetail/42
（2）科研成果统计分析报告
科研成果统计分析报告是图书馆根据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及学科建设的需要，面向全校推
出的较深层次学科服务，采用多种文献计量学方法，统计分析我校科研状况及发展态势，为
学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重要参考。
（3）学术研讨间
为满足广大师生开展学术和课程交流活动时对不同规模交流场所的需要，图书馆开通学
术研讨间功能服务。为使这些有限空间资源充分和有效利用，图书馆购买了 IC 空间管理系
统加强对学术研讨间的管理，读者可通过“内蒙古工业大学 IC 空间”管理系统自行预约申请，
并在预约时间内凭校园一卡通刷卡进入使用。
预约系统登录网址：http://202.207.22.34
（4）学位论文提交
为了建设内蒙古工业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方便师生查询本校毕业生学位论文，
集中展示学校研究生的论文成果，图书馆提供学位论文提交审核服务。
服务部门：学科服务中心
电话：0471-6577380
邮箱：1289351825@qq.com

5.4 文化育人服务
文化育人服务主要包括真人图书馆、校园读书节、读书会、朗读者活动、汉字听写大赛、
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图书馆勤工助学站等服务。
（1）真人图书馆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于 2019 年开始推出“真人图书馆”活动，旨在把学校的知名学者、
教授、具有专长的普通教师以及在各自岗位上做出突出业绩的校友通过“真人图书”的形式推
送给广大师生，进而讲好内工大故事，传承内工大文化。
“真人图书”面对面的与学生读者交流分享，分享他们取得成绩背后的努力和付出，使每
一个鲜活的面孔更加亮丽，充满正能量，激励年轻的学生学习他们的精神，努力开拓创新、
积极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真人图书馆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教授与你面对面”，邀请的主讲嘉宾均为本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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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是“身边的良师益友”，邀请的主讲嘉宾为除教授以外的其它与学校密切相关的人。
教授与你面对面：http://lib.imut.edu.cn//Home/ServiceDetail/112
身边的良师益友：http://lib.imut.edu.cn//Home/ServiceDetail/111
（2）校园读书节
图书馆自 2008 年起开始举办“校园读书节”，旨在激发师生读书的兴趣与热情，让每一
位师生都亲近书本，喜爱读书，学会读书；让每一位师生在读书活动中沐浴文化的恩泽，接
受传统的洗礼，享受阅读的快乐。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十一届。在历届校园读书节期间，举办
过名师讲堂、图书漂流、图书馆知识大赛、检索大赛、数据库讲座、考研达人面对面、书签
设计大赛、朗诵比赛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各类活动。
（3）读书会
自 2016 年 5 月在金川校区逸夫图书馆推出了校园读书会活动，希望通过读书会给读者
们提供一个分享读书乐趣、交流读书感受的平台，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多读书读好书，以书会
友营造良好的校园读书氛围。2018 年 11 月，通过征名活动，将逸夫图书馆的读书会命名为
“逸馨读书会”。目前已经举办了 20 余期。
新城校区为加强“书香校园”建设，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推出了主题为“书香溢工
大，与你悦读”读书会活动，引导师生回归阅读、热爱阅读、享受阅读，形成读书热潮，以
促进优良学风、校风的形成。活动主要由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定期与各学院合
办，以读书交流及读书分享、经典著作电影配音等形式举办多样的文化活动。
（4）“书香伴读·魅力工大”朗读者活动
通过朗读传播经典，携手每一位读者与听众，在有声的时间里，感受文字的优雅，书籍
的魅力，朗读的乐趣。“书香伴读·魅力工大”朗读者活动，带你走进文字的魅力，聆听最美丽
的华章，领略阅读的美好。同时，朗读者活动也为喜爱诵读的同学，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
台。图书馆不定期邀请相关专业的老师，指导同学们的朗读、发声等技巧，提升大家的诵读
水平。
（5）汉字听写大赛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青年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培
养学生热爱祖国汉字文化的感情，改变目前学生们误读、误用汉字的普遍现状。图书馆于
2014 年起，联合校团委、普通话工作站开办了我校汉字听写大赛，至今已经举办了七届。
（6）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是在图书馆的具体指导下，参与图书馆管理、服务、宣传、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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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学生组织，是联系图书馆与学生读者之间交流的纽带和桥梁。图书馆举办的读书会、朗
读者、汉字听写大赛、新生入馆参观等活动中，都活跃着图管会的学生馆员的身影。
（7）图书馆勤工助学站
在学校学工处指导下，图书馆成立了勤工助学站。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为指导思想，学生可以充实个人的业余生活，学生接受图书馆基本业务培训后上岗，不仅可
以获得“分类法知识”、“图情知识”，还可以在工作中培养管理能力、强化团队意识、打造合
作精神、传承校园文化。

5.5 文献共享与传递
图书馆向校内读者提供的共享文献库包括：CALIS、NSTL、CADAL 和读秀、百链云。
文献传递大都通过 WorldLib、CASHL 实现。
服务部门：学科服务中心，联系电话：0471-6577380。

5.5.1 CALIS 共享服务

CALIS （http://www.calis.edu.cn/）是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的简称。通过 CALIS
系统可以获取全国高校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相关文
献（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图书章节等）
，多以文献传递方式开展服务。

5.5.2 NSTL 共享服务

NSTL（http://www.nstl.gov.cn/）是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的简称。通过 NSTL 系统可以
获取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工程技术图书馆、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
图书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收藏的资源。

5.5.3 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CADAL （http://www.cadal.zju.edu.cn/index ）是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hina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的简称。它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知识服务，包括书画、
建筑工程、篆刻、戏剧、工艺品等在内的多种类型媒体资源。注册即可阅读并借阅部分电子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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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读秀、百链云图书馆

读秀（http://edu.duxiu.com/duxiu_index.jsp）、百链云图书馆（https://www.blyun.com/）包
含海量的中外文文献元数据数据库，其构建了基于元数据检索的搜索引擎，实现各类型资源
的一站式检索，可以对文献资源及其全文内容进行深度检索并提供免费文献传递服务。

5.5.5 WorldLib 文献传递

（1）人工智能在线咨询
人工智能在线咨询是以网页和微信为载体，运用最新网络技术整合多个搜索引擎为广大
师生提供外文文献获取的互联网在线服务平台。平台支持关键词检索、题名检索（文献准确
题名）
、文献 DOI 号检索、文献 PMID 号检索、图片识别检索、作者检索。查询结果会在 10
秒内返回，24 小时不间断的提供文献查询服务。
① 微信公众号
第一步：打开微信，在公众号中搜索“worldlib”并关注或直接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

第二步：允许获取地理位置信息（需提前在系统设置里打开微信定位功能）
注：首次关注须在校内，关注后可连续在校外使用 7 天；使用说明请参考公众号下拉菜
单“帮助文档”。
②网页端
访问地址：http://ai.worldlib.com.cn（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
使用说明：选择搜索引擎，输入所要查询的关键词等信息，通过浏览搜索引擎返回的结
果确定所需文献是否可以下载，有些文献可直接下载浏览；若各搜索引擎返回的文献不提供
下载，则可点击右侧二维码，将所需文献题名（或文献 DOI 号、文献 PMID 号等）直接复
制到对话框，并点击发送，系统会在 10 秒左右返回可下载的链接地址，点击即可下载所需
文献并进行保存处理。
（2）国外文献整合平台介绍
WorldLib（http://www.worldlib.com.cn，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国外文献整合平台为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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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库使用，可享受全年无限量访问下载全文数据，可随时、免费、不受任何限制地通过网络
获得国外开放文献，包括经过同行评议过的期刊文章、参考文献、技术报告、学位论文等全
文文献，用于科研教育及其它活动。平台整合了 Daoj、GoOA、OADT 等仓储数据，收录了
Springer、Elsevier、Wiley、Taylor&Francis 等著名出版商期刊论文全文数据。涉及经济学、
法律学、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地学天文、工程技术、管理科学、化学、环境科学与
生态学、农林科学、社会科学、生物、数学、物理、医学等各个学科。通过 PC 端和手机端
两种阅读方式提供 3480 多万篇文献的在线全文阅读。

5.5.6 CASHL 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传递

CASHL （http://www.cashl.edu.cn/）是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的简称，是全国
性的唯一的人文社科外文期刊文献保障体系，可以获取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献。
主要以文献传递方式开展服务。

5.6 捐赠服务
5.6.1 受赠原则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逐步深入，图书馆接收到的境内外出版物
不断增多，这对我校师生学习先进的科技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出版管理条例》
（以
下简称《条例》
）和 2010 年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关于接受境外机构或个人赠送境外出版
物有关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图书馆对境内外捐赠书刊，实施规范的审核与管
理，以确定能否纳入馆藏。考虑到内蒙地区及我校的实际情况，目前图书馆接收捐赠出版物
原则如下：
（1）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境内正规出版单位捐赠的或境内个人捐赠的正规
出版单位出版的正规出版物；
（2）接收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具有出版物经营权的出版物进口经营单位，按照
核准的经营范围办理的受赠境外出版物。
（3）限于人力及审批手续，不接受境外机构或个人赠送的出版物。
5.6.2 捐赠审核管理办法

所赠出版物一经接收，其所有权归图书馆所有。
（1）根据《条例》及《通知》的规定，图书馆对收到的捐赠出版物，实行资源建设中
心初审，分管领导终审审核准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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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经过审核的出版物登记入册，向捐赠者颁发电子捐赠回执或荣誉证书；同时按
照常规出版物加工流程加工，另加盖赠书章；
（3）对未经过审核的捐赠出版物，图书馆有权对其进行剔除处理；
（4）对于珍贵捐赠，除按正常管理办法外，图书馆将根据需要组织专门的捐赠仪式及
宣传活动；
（5）图书馆有权调配或转赠相关赠书给其它图书馆、“希望工程”或其它爱心组织，以
期获得更好的资源利用；
（6）图书馆不承担将捐赠图书寄还捐赠者的义务。
5.6.3 入藏原则

通过捐赠审核的出版物，按以下原则入藏：
（1）正式出版物，并酌情接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及收藏价值的非正式出版物；
（2）与学校学科和专业设置、教学和科研发展方向密切相关的各类出版物；
（3）本馆缺藏，或本馆需增加复本的各类出版物（复本以 1－3 册为宜）
；
（4）内工大校友著作及名家名作；
（5）其它有入藏价值的特色出版物资源。
5.6.4 不予入藏

（1）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其相关法律明确规定的各类违禁出版物；
（2）破损严重，内有划线或批注，已不能正常使用的出版物；
（3）多卷册不成套的零散书刊；
（4）内容低俗或陈旧，不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的或涉及宗教邪教、宣扬封建迷信，言论、
观点、立场反动的出版物。
5.6.5 受赠方式

（1）直接送达
内蒙古工业大学新城校区图书馆资源建设中心甲 212 室（新城校区图书馆二楼办公区）。
（2）上门提取
个人或机构大批捐赠可事先电话联系，由图书馆派工作人员提取或以其它方式提取。
（3）邮寄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爱民街 49 号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中心，邮编：
010051。（请在包装袋（盒）正面注明“赠书”字样）。
网址：lib.imut.edu.cn

Email:1572508451@qq.com

电话：0471-6575704

联系人：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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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环境服务
环境服务主要包括基本环境服务、标识服务、信息发布与交互、无线网络和饮用水服务。
服务部门：综合管理协作中心 联系电话：0471-6575794
（1）基本环境
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总面积为 28000 余平方米，共有阅览座位 3255 个。为确保读者
有舒适的借阅环境，图书馆提供阅览桌椅、沙发、公共卫生等环境服务。
（2）标识服务
为导引读者在图书馆内方便快捷地获取服务及畅行无障碍，图书馆提供中英文对照的标
识导引服务。
（3）信息发布
利用 LED 屏、宣传栏、电视机等终端设备在公共区域向读者发布图书馆的最新通知和
公告，并展示读者感兴趣的数据，例如最新书评、新书通报、推荐阅读、借阅排行榜等内容。
（4）无线网络
读 者 服 务 区 域 均 有 学 校 统 一 提 供 的 无 线 网 ， 网 络 服 务 名 为 IMUT_Student 或
IMUT_Student_Auto（学生用）, IMUT_Teacher 或 IMUT_Teacher_Auto（教工用）
。服务部门：
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0471-6576286
（5）饮用水
图书馆各馆舍均提供经过净化处理达到国家标准的饮用水服务。
服务部门：综合管理协作中心 联系电话：0471-6575794

5.8 参考咨询
参考咨询服务是图书馆面向读者通过线上与线下多种咨询方式，提供有关图书馆的政策、
使用技巧、资源与服务等问题的咨询与解答。常规咨询途径有以下几种：
（1）现场咨询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20-12：00 下午 14：30-17：30
地点：新城校区图书馆甲楼二楼办公区 207 室
（2）电话咨询：0471-6577380
（3）QQ 咨询：128935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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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邮箱咨询：1289351825@qq.com

5.9 毕业生离校
包括毕业生离校手续、学位论文提交，主要流程包括：
（1）毕业生及时归还所借图书，如有图书超期，请归还图书时，及时在各馆舍服务台
缴纳图书超期罚款。如有遗失图书，请尽快到各校区馆舍服务台办理遗失图书的赔偿手续，
注销校园卡图书馆功能。
（2）博、硕士研究生提交学位论文的电子版，点击图书馆主页的右侧“学位论文提交”，
根据系统提示提交论文。
（3）办理地点：
新城校区：图书馆乙三楼 总服务台
金川校区：逸夫图书馆一楼 总服务台
（4）办理时间：周一到周五 工作时段

5.10 馆刊《图源知讯》
馆刊《图源知讯》创办于 2009 年，由图书馆主办，以报道馆情动态、介绍资源服务、
辅助科研教学、交流工作心得、推广阅读文化、引领经典阅读、提升阅读素养、建设书香校
园等为主要内容，在宣传资源服务、对外沟通交流、图书馆与校园文化建设传播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是广大师生与校外同行了解我馆的一张文化名片。
浏览网址：http://lib.imut.edu.cn/home/service/0/66

征稿启示：热忱欢迎广大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惠赐稿件。如果你有好的学习体会、读书感
悟、心灵激情、思想火花、馆情故事等随时记下来分享于我们，《图源知讯》将为你提供沟
通交流与展示才华的舞台。
投稿要求：
（1）来稿体裁不限，字数 300-1500 为宜；
（2）用 Word 排版；
（3）来稿请写清真实姓名、学院、年级与联系方式；
（4）投稿邮箱：128935182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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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书馆常见问题解答
（1）问：如何查询和找到需要的图书？
答：打开数字图书馆主页（http://lib.imut.edu.cn/），在检索窗里输入检索词即可查询图书
馆 2.58 亿篇文献，如需查找纸本图书，请点击搜索框顶部“馆藏书刊”进一步限制检索。检
索到需要的纸本图书后，请注意记录图书的馆藏地地址和索书号，到指定的馆舍根据索书号
查找图书，索书号是图书在书架的位置，是查找图书的重要线索。

（2）问：图书馆很多书籍都附赠有光盘，如何查找和下载这些光盘资料？
答 ： 你 可 以 使 用 “ 畅 想 之 星 随 书 光 盘 云 服 务 中 心 ” （ 网 址 ：
http://www.bj.cxstar.cn/bookcd/index/index.do）进行检索并下载。图书上架提供借阅和光盘上
传到“畅想之星随书光盘云服务中心”基本同步。如果在系统中查找不到，请直接咨询资源建
设中心（电话：0471-6575704）。

（3）问：通过索书号，在图书馆找不到对应的图书怎么办？
答：请记录图书的索书号，然后咨询阅览室或者服务台的老师，寻求他们的帮助。

（4）问：想借其它校区的图书又没时间跨校区借书，应该怎么办？
答：请使用图书馆的通借通还服务，图书馆帮你查找并运送到指定校区图书馆。如果对
服务有疑问，请电话咨询，联系电话：0471-6576077（新城校区）或 0471-3603469（金川校
区）。

（5）问：如果所借阅的图书不慎丢失，怎么办？
答：读者所借书刊，必须注意爱护，妥善保管。如所借书刊遗失或严重损毁，应以原书
相同的版本，或经本馆同意的新版本赔偿。若不能赔偿同等版本或图书馆同意的新版本图书，
需按照规定支付赔偿金。
（详见 3.5 图书超期、损坏或遗失的处理）

（6）问：为什么我不能访问图书馆的某些数字资源？
答：首先，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资源具有 IP 限制，只能在校园网内使用。其次，应该检
查用于查询的电脑有没有安装高级版本的浏览器，因为图书馆购买的很多外文数据库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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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歌 或 火 狐 浏 览 器 。 最 后 ， 如 果 还 不 能 解 决 问 题 ， 请 记 录 下 你 的 IP 地 址 （ 访 问
http://www.ip138.com/ 可获取 IP 地址），最好将相关网页进行截图以方便查找问题，然后联
系学科服务中心（电话：0471-6577380 或 QQ1289351825）咨询。

（7）问：图书馆有电子图书吗？怎么查询和阅读？
答：图书馆拥有 139.3 万余册电子图书，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有超星电子图书、畅想之
星电子图书、科学文库等；外文电子图书有 Elsevier 电子图书、Springerbook、Wisebook、
美国化学学会电子书等。
注意：部分电子图书需要安装专用阅读器，请留意下载和安装。

（8）问：如何查找数字资源？
答：进入数字图书馆主页（http://lib.imut.edu.cn）
，选择栏目“资源导航”，在页面左侧有
查询条件，你可以根据数据库名称的字母顺序，资源类型、学科、语种等查询，或者直接输
入关键词（数据库的名称等）检索数字资源。

（9）问：图书馆购买了很多数据库，分别进入每个数据库检索较为繁琐，请问有没有
类似 Google 的检索工具实现一键统一检索？
答：有的，请使用图书馆主页的一键搜索窗进行检索，可以检索我馆拥有的 2.58 亿篇
文献。

（10）问：如果我知道期刊的名称，怎么快速知道哪些数据库收录了这种期刊？
答：可使用图书馆主页的一键搜索检索输入框区域右侧的“高级检索”，选择“出版物名
称”字段，并输入期刊名，通过检索到文章的获取来源锁定期刊所属数据库。

（11）问：为什么 SCI-E、SSCI、Ei Compendex 等数据库都没有全文呢？
答：因为这几个数据库都是文摘/ 索引数据库。根据有无全文，文献数据库一般分为全
文数据库和文摘/ 索引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含有全文在内的文献的详细信息，如 Elsevier、
Springer、IEL 等。而文摘/索引数据库则只包含以文摘为主要内容的文献信息，没有收录全
文。三大检索工具(SCI-E、EI 和 CPCI)属于文摘索引数据库，故都没有收录全文。如果在文
摘数据库中看到“Full Text”或者“全文”链接，也不一定能获取全文，因为取决于图书馆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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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该数据库的全文内容。

（12）问：通过多种方式检索到论文的详细信息后，如何获取学术论文的全文？
答：获取学术论文全文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a）使用图书馆网站中的“资源导航”栏目，根据文献类型选择相应的数据库进行查找
和获取，比如中文期刊论文，你可以检索 CNKI 中国知网、万方、维普期刊资源服务平台等。
（b）利用图书馆的学术搜索引擎和发现系统，以便迅速定位、获取论文。
中文学术搜索“读秀学术搜索”网址：http://edu.duxiu.com/duxiu_index.jsp
外文学术搜索“百链云图书馆”网址：http://www.blyun.com/
超星发现系统网址：http://ss.zhizhen.com/
（c）使用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 WorldLib 人工智能在线咨询，这是一款以网页和微信
为载体，运用最新网络技术整合多个搜索引擎为广大师生提供外文文献获取的互联网在线服
务平台。
具体使用方法请访问网址：http://lib.imut.edu.cn/databaseguide/detail/50
（d）根据文献提供的作者 E-mail 向作者索取。

（13）问：课题组需要开展课题研讨和临时讨论会议，图书馆是否提供会议室、研讨间
等服务？
答：图书馆面向全校师生提供学术研讨间服务。目前新城校区建筑学科馆和金川校区逸
夫图书馆设有学术研讨间，欢迎读者预约使用。你还可以在图书馆主页——快速服务——空
间预约中在线预约，或在图书馆微信平台——微服务菜单——学术研讨间预约中预约。默认
登录用户名和密码都是本人学号或工号。
（学术研讨间系统只能使用校园网访问）

（14）问：使用图书馆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向馆员求助？
答：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帮助：
（a）电话咨询：办公室电话：0471-6577380（内线 87380）
。
（b）邮件咨询：直接发送邮件至 1289351825@qq.com。
（c）QQ 咨询：1289351825。
（d）现场咨询：新城校区图书馆甲楼二楼办公区 20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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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问：面对一项新课题，如何充分利用各类数字资源进行文献检索？
答：面对一项新课题，首先应该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国内研究现状的了解可以通过
查询中文期刊和中文会议论文获得，通过阅读一些文献的文摘，再选择阅读部分综述性文献
以及和研究方向接近的文献的全文。国外研究情况的了解，可以从检索中文文献的参考文献
着手，找一批和研究方向较为接近的外文文献，还应该检索权威的外文数据库，如 SCI-E、
EI COMPENDEX、CPCI、IEL、Elsevier，通过这 2 种途径可以获得大量的外文文献。由于
外文文献的阅读花费时间较多，所以首先仔细阅读文献的摘要，如果觉得有必要再决定仔细
阅读全文。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的摘要和少量文献的全文，你就可以对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有个
大致的了解。最后，根据课题的研究方向，进行更深层次的文献检索和阅读。文献管理软件
的使用也很有必要，比如 NoteExpress、Endnote、知网研学平台等。

（16）问：如何在校外访问图书馆数字资源？
答：数字图书馆的所有资源具有 IP 限制，只能在校园网内使用。读者若需在校外访问，
请使用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提供的 VPN 服务，详见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网站
（

地

址

：

教

师

http://nic.imut.edu.cn/info/1010/1094.htm

，

学

生

http://nic.imut.edu.cn/info/1010/1999.htm）
如对该服务有疑问可咨询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电话：0471-6576286）
。

（17）问：为什么我通过图书馆主页检索到部分图书电子版获取渠道为“超星读秀图书”，
但却无法查看全文？
答：超星读秀图书只表示超星数据库收录了此图书，并不表示图书馆购买了该资源，可
点击“超星读秀图书”通过右侧展示的获取渠道尝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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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部门和分馆
部门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综合管理协作

邮件地址

办公地址

19940000019@imut.edu.cn

新城校区图书馆甲 203

20090000036@imut.edu.cn

新城校区图书馆甲 207

20080000036@imut.edu.cn

新城校区图书馆甲 212

19970000085@imut.edu.cn

新城校区图书馆甲 204

20060000241@imut.edu.cn

建筑馆 107

19950000012@imut.edu.cn

机械工程大楼一楼

20060000011@imut.edu.cn

金川校区逸夫图书馆 104

0471达胡勒巴彦尔

中心

6575794
0471-

学科服务中心

张晓萌
6577380
0471-

资源建设中心

顾

洁
6575704

新城校区读者
赛汉格日勒
服务中心

0471-

建筑学科馆

郝建军

机械学科馆

靳

6576077

杰

金川校区读者

0471高睿鹏

服务中心

3603469

馆长信箱：
接收人

邮件地址

周文学

19990000029@imut.edu.cn

涉及内容
有关图书馆文献资源采购与使用、学科服务、环境建
设等意见与建议
有关两校区图书馆各阅览室图书借阅、读者服务、空

刘

英

20060000205@imut.edu.cn
间管理、日常秩序维持等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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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常见服务
服 务

服务电话

邮件地址

0471-6576077

19970000085@imut.edu.cn

（新城）

（新城）

0471-3603469

20060000011@imut.edu.cn

（金川）

（金川）

办公地址

借书密码修改
超期罚款交纳

各馆舍服务台

读者状态异常处理
通借通还

新城校区图书馆和
逸夫图书馆服务台

存包柜办理
0471-3603469

20060000011@imut.edu.cn

（金川）

（金川）

0471-6577380

1289351825@qq.com

电子存包柜

逸夫图书馆服务台

文献传递
查收查引
学术评价与分析

新城校区图书馆甲

学位论文提交

207

日常咨询
读者培训预约
图书荐购
新城校区图书馆甲
数字资源推荐

0471-6575704

20080000036@imut.edu.cn
212

图书捐赠
0471-6576077

20060000241@imut.edu.cn

（新城）

（新城）

0471-3603469

20060000011@imut.edu.cn

（金川）

（金川）

建筑学科馆
学术研讨间
逸夫图书馆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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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引数据库与文摘数据库
（1）Web of Science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是综合性文摘索引数据库，由 8 个子数据库即 4 个引文数据库
（SCI-E、SSCI、A&HCI、ESCI）
、2 个会议论文引文子数据库（CPCI-S、CPCI-SSH）和 2
个化学数据库（CCR-EXPANDED、IC）组成， 还包含 MEDLINE、DII、ESI、JCR、EndNote
Web 等数据库和工具。
访问地址：http://www.webofknowledge.com/
（2）Engineering Village
The Engineering Index 简称 EI，由美国工程信息公司编辑出版，是目前全球最全面的工
程领域二次文献数据库，亦是供查阅工程技术领域文献的综合性情报检索刊物。侧重提供应
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文摘索引信息，涉及核技术、生物工程、交通运输、化学和工艺工程、
照明和光学技术、农业工程和食品技术、计算机和数据处理、应用物理、电子和通信、控制
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石油、宇航、汽车工程以及这些领域的子学科。
访问地址：http://www.engineeringvillage.com/
（3）SCIFinder
SciFinder 由美国化学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CS）旗下的美国化学文摘社
（ChemicalAbstracts Service, CAS）出品，是一个研发应用平台，提供全球最大、最权威的化
学及相关学科文献、物质和反应信息。SciFinder 收录的文献类型包括期刊、专利、会议论文、
学位论文、图书、技术报告、评论和网络资源等，是涉及学科领域最广、收集文献类型最全、
提供检索途径最多、部卷也最为庞大的一部著名世界性检索工具。
访问地址：https://scifinder.cas.org/
（4）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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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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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多种学术期刊，现已开发 CSSCI
自 1998 年度以来的数据。
访问地址：http://cssrac.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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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简称 CSCD），收录 1989 年至
今中国出版的 1200 余种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刊，覆盖数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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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数
据库提供被收录文献的书目信息检索，同时还提供被引用文献的著者和来源检索。已发展成
为我国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国的《科学引文索引》（SCI），
为中国科学文献计量和引文分析研究提供了强大工具。
访问地址：http://sdb.csdl.ac.cn/

2 数字期刊与报纸
（1）CNKI 中国知网
CNKI 中国知网是中文综合性文献数据库，覆盖理工、社会科学、电子信息技术、农业、
医学等学科。
访问地址：http://www.cnki.net/
（2）维普期刊资源服务平台
维普期刊资源服务平台全文数据库包含了 1989 年以来的数据。数据来源于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农业、医药卫生、经济、教育和图书情报等学科 8000 余种期刊(核心期刊 1539
种)刊载的 780 余万篇文献，并以每年 100 万篇的速度递增。
访问地址：http://qikan.cqvip.com
（3）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专业领域，论文类型包括学
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技术、中外标准、科技成果、政策法规、新方志等。
访问地址：http://g.wanfangdata.com.cn/
（4）Elsevier ScienceDirect
Elsevier ScienceDirect 包括 Elsevier 出版集团所属 2500 多种同行评议期刊和 11000 多
种系列丛书、手册及参考书等，涉及四大学科领域：物理学与工程、生命科学、健康科学、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数据库收录全文文章已超过 1000 万篇。
访问地址：http://www.sciencedir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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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pringerlink
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 是世界上著名的科技出版集团，通过 SpringerLink 系统
提供其学术期刊及电子图书的在线服务，这些期刊是科研人员的重要信息源。Springer 每年
出版期刊超过 2000 种，涵盖了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医学、法律、行为科学、经济学、
生物学和医学等 11 个学科。Springer 出版的期刊 60%以上被 SCI 和 SSCI 收录，一些期刊在
相关学科拥有较高的排名。
访问地址：http://link.springer.com/
（6）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IEEE/IEE Electronic Library (IEL) 数据库提供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和英国
电气工程师学会（IEE）出版的 275 种期刊、7213 种会议录、3889 种标准。
访问地址：http://ieeexplore.ieee.org
（7）Wiley Online Library
John Wiley & Sons Inc. 是有 200 年历史的国际知名专业出版机构，WileyOnline Library
收录了 1,600 多种期刊、19,000 多种图书、160 多种参考工具书(Online Reference Works)、
580 多种 Blackwell 参考书、18 种实验室指南（Current Protocols）和 15 种化学、光谱、循证
医学数据库（the Cochrane Library）
，覆盖生命科学、健康科学、理工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
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在化学、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工程技术等领域学术文献的出版方面颇具
权威性。
访问地址：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8）ASCE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简称 ASCE）成立于 1852
年，是全球最大的土木工程信息知识的出版机构，每年有 5 万多页的出版物。2009 年学会
出版物包括 31 种技术和专业期刊、会议录，以及各种图书、委员会报告、实践手册、标准
和专论等。ASCE 出版的期刊大部分被 SCI、EI 收录。
访问地址：http://ascelibrary.org/
（9）IOP
英国物理学会(IOP)成立于 1873 年， IOP 出版学科包括：应用物理、计算机科学、凝聚
态和材料科学、物理总论、高能和核能物理、数学和应用数学、数学物理、测量科学和传感
器、医学和生物学、光学、原子和分子物理、物理教育学等离子物理、天文学等。我校用户
可以通过 IOP 主网站点访问 70 种全文期刊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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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地址：http://iopscience.iop.org/journals
（10）NSTL“外文回溯期刊全文数据库”平台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有选择地引进了回溯数据库， 解决尚未被中心覆盖的
早期重要科技资源的缺失问题。NSTL 目前为我校免费开放 67 个数据库，其中包括 IOS Press
Journals 等 13 个现刊数据库以及 Springer、IOP、Nature 等 17 个期刊回溯数据库。
访问地址：http://archive.nstl.gov.cn/Archives/
（11）EBSCOhost
EBSCOhost 全文收录了超过 8,500 种期刊，其中包括 7,300 余种同行评审期刊。该库还
提供了超过 12,500 种期刊和总计 13,200 种包括专题著作、报告、会议记录等出版物在内的
索引和摘要以及 1400 多本期刊的可搜索参考文献。
访问地址：http://search.ebscohost.com/
（12）Scientific
Scientific.Net 数据库由瑞士 Trans Tech Publications INC 出版，专注于材料科学与工程及
相关学科领域各种前沿成果的研究及评论，是材料领域发展速度最快的数据库。Scientific.Net
收录 Trans Tech Publications 公开发行的 14 种材料科学与工程及相关学科的期刊(其中包含
13 种期刊和 1 种过刊），内容最早回溯至 1967 年。
访问地址：http://www.scientific.net/
（13）Science Online
Science Online 是《科学》杂志的网络数据库，涉及生命科学及医学、各基础 自然科学、
工程学 ，以及部分人文社会科学。
访问地址：http://www.sciencemag.org/
（14）外文期刊(CCC)
CALIS 外文期刊网是面向全国高校广大师生的一个外文期刊综合服务平台。平台收录
近 10 万余种高校收藏的纸本期刊和电子期刊信息，其中有 4 万多种期刊的文章篇名信息周
更新，目前期刊文章的篇名目次信息量达 8000 多万条。
访问地址：http://ccc.calis.edu.cn/index.php?op=index
（15）ACS
美国化学学会 ACS 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化学研究机构、企业及个人提供高品质的文献资
讯及服务，在科学、教育、政策等领域提供了多方位的专业支持，成为享誉全球的科技出版
机构。ACS 出版的期刊，内容涵盖了 24 个主要的化学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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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地址：http://pubs.acs.org/
（16）Taylor
T&F ST 期刊库包含 551 种期刊，全面覆盖理科工科专各业，划分为物理学、化学、数
学、工程、计算及技术、生物、地球与环境食品科学 5 个学科。
访问地址：http://www.tandfonline.com/
（17）TTC
Textile Technology Complete 收录大量关于纺织科学与技术相关信息。索引摘要超过 460
种期刊，主题涵盖生产工艺、纺织产品、化学物质与染料、合成与天然纤维与纱线之特性、
环境污染议题与相关化学、生物与物理主题。收录地区与国际重要重量级纺织技术出版品，
同时纳入科学主题、流行时尚、家具用织品、地毯与聚合物工业相关出版品。本数据库收录
超过 50 种期刊全文，以及超过 50 种专书与专文。
访问地址：http://web.a.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vid=0&sid=5da48828-70fb
-4921-a43f-e6cd3798d75d%40sdc-v-sessmgr02
（18）ASME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ASME）成立于 1880
年，目标是促进技术、科学、机械实践与多学科工程及其相关科学的发展。
访问地址：http://asmedigitalcollection.asme.org/
（19）ACM
美国计算机协会（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创立于 1947 年，是全球历史最
悠久和最大的计算机教育和科研机构。ACM Digital Library 广泛地收录多种 ACM 电子出版
物，包括了 15 年的期刊及杂志、ACM 9 年的会议记录以及超过 25 万页的全文资料。
访问地址：http://dl.acm.org
（20）RSC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简称 RSC)是一个国际权威的学术机构，
是化学信息的一个主要传播机构和出版商，出版的期刊及数据库一向是化学领域的核心期刊
和权威性的数据库。RSC 期刊大部分被 SCI 收录，并且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化学期刊。
访问地址：http://www.rsc.org/Publishing/
（21）剑桥回溯期刊
剑桥回溯期刊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超过 380 种优质学术期刊，可访问最早 1997 年
至最新的期刊内容。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医学领域。我校读者还可通过该平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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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207 种期刊的回溯内容，回溯时间跨度从 1770 年至 1996 年左右。
访问地址：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ction/displaySpecialPage?pageId=3092&archive
=3092
（22）APS
APS 全文数据库收录了 8 种物理领域的核心期刊，另有 5 种免费出版物，全部包括回
溯到 1893 年创刊内容，全文文献量超过 55 万篇。
访问地址：http://journals.aps.org/

3 电子图书数据库
（1）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电子图书是全球最大的中文电子图书平台，通过该平台目前藏书量达到 260 万种，
并且每年以十万种左右的速度递增。涉及多个学科，为综合性数据库。
访问地址：http://www.sslibrary.com/
（2）Apabi 电子图书
Apabi 电子图书是一种以电子介质作为记载媒体，以计算机或电子阅读器作为阅读工具
的图书，它以检索快捷，借阅便利的特点，打破了图书馆传统借阅方式的时空限制，Apabi
电子图书涉及工程技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收录全国 500 多家出版社出版的
最新中文图书。
访问地址：http://202.207.22.8/usp?cult=CN
（3）科学文库
“科学文库”是国内针对图书内容资源的第一个在线全文发布平台，收录的电子书按学科
分为 6 个专题：科学、技术、医学、生命科学、人文社科、地球科学与环境。我校目前订购
从科学出版建社至 2016 年出版的所有图书的电子版，约有 45000 余种。
访问地址：http://reading.sciencepress.cn/
（4）畅想之星
该平台的电子书数量达 40 万余种，供货商和电子书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中，目前我馆购
买近 4000 余册电子图书。
访问地址：https://www.cxstar.com/Home/Default?pinst=1cff3d190000010bce
（5）Elsevier SDOL
Elsevier 出版集团所属的 2000 多种系列丛书、手册及参考书涉及四大学科领域：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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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生命科学、健康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目前我校用户可访问图书馆订购的 1995
年以来 1104 册工程类、材料类、化工类电子书。
访问地址：http://www.sciencedirect.com/
（6）美国化学学会电子书(ACS)
ACS 图书涵盖了生物医药、环境技术、材料科学、农业与食品科学、高分子化学、化学
教育等多个应用领域，记录了半个多世纪的化学发展历程和最新技术成果，被誉为“资讯的
金矿”，既可为化学科研人员提供专业资料参考，又可为化学教育和学科建设提供素材和范
例。
访问地址：https://pubs.acs.org/series/symposium
（7）Wisebook
Wisebook 数据库是专业的外文原版电子图书综合提供平台，涵盖了工业技术、生物科
学、医学、财经、文学、历史、地理等各个学科。
访问地址：http://202.207.22.33/
（8）美星外文
美星外文数字图书馆是迄今为止中国第一家原版引进外文图书的数字图书馆。现有英文
电子图书 5800 多种，日文电子图书 248 种，语音图书 40 门。
访问地址：http://202.207.22.13:100/
（9）Springerbook
SpringerLinkSpringer 电子书数据库是首套根据研究人员及科学家需求而特别设计的在
线图书数据库，目前已收录超过 56,000 种 STM 书籍、丛书及参考工具书等电子图书，并且
每年增加 7,000 余本最新出版图书。
访问地址：http://link.springer.com/search?facet-content-type=%22Book%22

4 学位论文数据库
（1）CNKI 中国知网
CNKI 包含有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我校用户在访问权限内可检索和下载中国内
地高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
访问地址：http://www.cnki.net/
（2）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拥有学位论文数据库，我校用户在访问权限内（本地）可检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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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2018 年之前中国内地部分高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
访问地址：http://g.wanfangdata.com.cn/

5 会议论文数据库
（1）CNKI 中国知网
CNKI 提供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重点收录 1999 年以来，中国科协系统及国家
二级以上的学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举办的重要会议以及在国内召开的国际
会议上发表的文献，部分重点会议文献回溯至 1953 年。
访问地址：http://www.cnki.net/
（2）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IEL 提供电子电气类每年超过 900 种的 IEEE 会议录和每年 40 种的 IET 会议录。
访问地址：http://ieeexplore.ieee.org
（3）ACM 数据库
ACM（美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收录 4000 多卷会议录全文。
网址：http://dl.acm.org
（4）ASCE 电子期刊及会议录
ASCE（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数据库收录土木工程类的国际会议文献，该会议录是土
木工程领域的核心资源。
访问地址：https://ascelibrary.org/

6 专利、标准数据库
（1）CNKI 专利库
包括中国专利和海外专利。中国专利收录了 1985 年以来在中国大陆申请的发明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可通过申请号、专利名称等检索项进行检索，并一次性下载
专利说明书全文；海外专利包含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十国两组织两地区的专利，可通
过申请号、专利名称等检索项进行检索，专利说明书全文链接到欧洲专利局网站。
访问地址：http://www.cnki.net/
（2）Derwent Innovations Index（DII）
DII（德温特创新索引）提供美、德、欧洲等国家或地区的专利文献索引摘要，是检索
全球专利最权威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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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地址：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DIIDW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
DIIDW&SID=7APNW5CoKo7ov2pg34c&search_mode=GeneralS
（3）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IEL)
提供 IEEE（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标准的全文信息。
访问地址：http://ieeexplore.ieee.org
（4）ASTM 标准数据库
提供 ASTM（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标准的全文信息。
访问地址：http://Compass.astm.org
（5）CNKI 国家标准全文数据库
提供中国国家标准全文、行业标准全文、职业标准全文以及国内外标准题录数据库。
访问地址：http://www.cnki.net/
（6）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提供了国家标准的题录信息和全文在线阅读，具有“分类检索”、“热词搜索”等功能。任
何企业和社会公众都可以通过国家标准委官方网站“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查阅国家标准
文本。
访问地址：http://openstd.samr.gov.cn

7 年鉴数据库
（1）CNKI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
收录 1949 年至今中国国内各领域的统计年鉴资料。
访问地址：http://www.cnki.net/

8 工具书与方志数据库
（1）CNKI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
收录 300 多家知名出版社近 1 万余部工具书，类型包括：汉语词典、双语词典、专科辞
典、百科全书、图谱年表、手册、名录、语录、传记等。
访问地址：http://www.cnki.net

9 知识发现平台
（1）读秀学术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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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对文献资源及其全文内容的深度检索，并且提供免费的文献传递服务。
访问地址：http://edu.duxiu.com/duxiu_index.jsp
（2）超星发现系统
利用资源整合、知识挖掘、数据分析、文献计量学模型等技术，完成高效、精准的学术
资源搜索，实现高价值学术文献发现、深度知识挖掘及可视化的全方位知识关联。
访问地址：http://ss.zhizhen.com/
（3）百链云图书馆
包含海量的中外文文献元数据，可实现各类型资源的一站式检索，可对文献资源进行深
度检索并提供免费的文献传递服务。
访问地址：http://www.blyun.com/
（4）维普经纶中外文搜索系统
《经论知识资源系统》是维普智图以“数据智能的资源服务”为基础，打造的新一代知识
资源系统。充分体现“知识发现与原文保障”的根本价值，为图书馆解决“纸电一体、自主服
务”核心诉求。
访问地址： http://k.vipslib.com

10 文献管理软件与分析工具
（1）文献分析工具 JCR
JCR 通过分析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期刊和会议
录文献引用数据，在期刊和学科领域层面考察研究影响力，用期刊影响因子和四分位法等指
标定量说明世界高水平期刊在某个学科领域的影响。
访问地址：https://jcr.clarivate.com/
（2）文献分析工具 ESI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 ESI）是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
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ESI 是科睿唯安基于 SCI（科学引文索引）和 SSCI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全球 11000 多种学术期刊的 1000 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
计量分析数据库。
访问地址：https://esi.clarivate.com/
（3）InC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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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ites 是科睿唯安在汇集和分析 Web of Science (SCIE/SSCI)权威引文数据的基础上建
立起来的科研评价工具，综合各种计量指标和 30 年来各学科各年度的国际标杆数据。通过
InCites，用户能够实时跟踪机构的研究产出和影响力；将本机构的研究绩效与其它机构以及
全球和学科领域的平均水平进行对比；发掘机构内具有学术影响力和发展潜力的研究人员，
并监测机构的科研合作活动，以寻求潜在的科研合作机会。
访问地址：https://incites.clarivate.com
（4）EndNote
EndNote Web 是 EndNote 软件的在线版，是由科睿唯安研发的一种在线参考文献管理
软件。撰写论文时，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很方便地将收集保存的参考文献，按欲投稿期刊
要求的样式自动生成文中编号及文后参考文献。
我校图书馆购买了 EndNote 网络版的使用权，在 WOS 平台，注册后可以免费使用。
EndNote Web 的主要功能：
1. 文献收集：在检索时直接将文献记录保存至 EndNote 或将以 EndNote 格式保存的
文献记录或导入 EndNote；在 EndNote 中自行创建文献记录。
2. 文献管理：可对收集保存的文献记录进行检索、分组、共享等管理。
3. 参考文献生成：提供 5 000 余种期刊的参考文献/引文样式，自动生成文中编号和文
后参考文献列表；也可在 Word 中边写作边引用，简化科研论文的写作程序。
4. 帮助文章选择适合投稿的期刊。
访问地址：http://www.myendnoteweb.com

11 专题与专业数据库
（1）中华数字书苑报纸库
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与 300 多家报社合作，覆盖了所有的报业集团，在线运营报纸
600 多种，拥有 3000 万篇新闻，报纸回溯强大，多份报纸回溯至创刊。
访问地址: http://www.apabi.com/imut/?pid=newspaper.index&cult=CN
（2）CINDAS
数据库源于美国普渡大学情报与数值数据分析和综合中心，提供材料的机械性能、热物
理性能、光学性能和热辐射性能等的数据报告和手册，涉及多种钢铁及有色合金材料、半导
体材料、高分子材料等。
访问地址: https://cindas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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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百度文库
全球最大的中文文档分享平台，累计有效专业文档已超 2 亿份，覆盖 31 个主流细分行
业，包含 235 个细分数据库。精品资料库如百度优课、国家统计报告等，均能够提供宝贵的
学术资讯。
访问地址:https://eduai.baidu.com
（4）北大法意
北大法意教育频道是高校法学教学、科研和备考的一体化专业支持服务平台。
访问地址: http://www.lawyee.org/User/AutoLoginByIP.asp
（5）Wind 资讯经济数据
Wind 资讯经济数据提供金融、信息和软件相关行业的实时行情、资料查询、数据浏览、
研究分析、新闻资讯等。
访问地址: http://www.wind.com.cn
（6）e 线图情
e 线图情是面向图情界、图情理论界、图情教学界、图情协会界以及图情企业界和个人
提供集数据库服务、深度研究、专业咨询于一体的专业全文数据库，是图书馆进行图书馆现
代化建设、管理、业务、科研、教学和用户培训不可缺少的智囊。
访问地址: http://www.chinalibs.net/
（7）世界银行开放获取资源（免费资源）
为了在发展、援助和融资领域推动创新，提高透明度，世界银行集团于 2012 年确定并
推出研究成果和知识产品的开放获取政策，并在信息公开，研究成果广泛传播方面做出了大
量的工作，开放了大量的数据与研究成果，建立了世界银行开放知识库、开放数据平台等。
访问地址: http://data.worldbank.org/

12 考试系统
（1）银符试题
“银符考试题库 B12”共涵盖九大考试专辑、91 大类二级考试科目、近 350 种考试资源、
三万余套试卷、300 余万道试题，帮助用户全面攻克考试难关。
访问地址: http://www.yfzxmn.com
（2）新东方掌上学习平台
新东方在线掌学平台是为大家量身定制的专业化移动学习平台，包含“趣味听听”、“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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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课堂”、“双语悦读”、“视频课堂”、“阅读训练”、“掌上题库”六个系列模块，可以满足用户
对移动学习产品的不同需求。
访问地址: http://app.koolearn.com/zhuanti/lib/
（3）博学易知考试数据库
提供考级、考证、考研、考公务员等考试相关电子教参书、电子试卷等资源，包含考试
相关教参书和 300 多科近千种等级和职业资格类电子试卷 180,000 多套，全面辅助全学科各
类学生通过相应的各种考试。
访问地址: http://www.twbxyz.net/html/homeKs/
（4）博学易知考研数据库
权威的考研视频学习平台，国内首家实现 20000+课时考研课程，是国内唯一提供从考
研考前辅导，名校考研专业解析，考研公共课、联考课、专业课学习，行业顶尖铭师辅导，
考研复试全过程的考研学习平台，满足各类考研需求。
访问地址: http://www.twbxyz.net/html/homeKy/
（5）博学易知职业技能库
包含各阶段教师资格、执业医师、审计大师等职业视频课程，课时总量近 1,000 课时，
内容涉及到笔试、操作、综合、实例等。根据学习的需求将课程进行分类展示，提升学员的
职业能力。
访问地址: http://www.twbxyz.net/html/homeZy/

13 多媒体数据库
（1）畅想之星随书光盘数据库
为读者提供非书资料服务，收录了 10 万余种随书光盘：包含图书封面、目次、书附卡
片、书附网址、配套电子书等丰富的随书资源数据。
访问地址：http://www.bj.cxstar.cn
（2）超星视频
由 5,410 位国内外名师主讲，讲授形式包括:课堂教学系列、专题讲座系列及大师系列。
每个系列的选题和授课名师均由专业的学术委员会精心策划并挑选，有力的保障了所有讲座
的权威性、学术性和前沿性。
访问地址: http://ssvideo.chaox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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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学科馆介绍
1 建筑学科馆
建筑学科馆位于新城校区机建筑学院一楼 107 室，面积 330 平方米，设有 78 个阅览座
位，学术研讨间 2 个，藏书容量 1.5 万册；馆藏书刊以近五年新书为主，覆盖建筑学院全部
学科专业，兼顾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类基础类书刊和工具性书刊，现有中文图书 12000 余册，
中文期刊 69 种，同时藏有 2200 余册外文图书和 15 种外文期刊；馆内配有自助借还书机、
检索机、电子阅报机等电子设备。建筑学科馆以座位预约方式入馆，采取人脸识别模式管理
门禁出入口。

2 机械学科馆
机械学科馆位于新城校区机械工程大楼内，面积 290 平方米，设有 76 个阅览座位，藏
书容量 2 万册，72 种学术期刊；馆藏书刊以近五年新书为主，覆盖机械工程学院全部学科
专业，兼顾机械类、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类基础类书刊和工具性书刊，同时藏有 2000
余册工程类外文图书；馆内配有自助借还书机、检索机、复印机、电子阅报机等常规电子设
备。机械学科馆以座位预约方式入馆，采取人脸识别模式管理门禁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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