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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庆大学图书馆概况  １　　　　

１　 重庆大学图书馆概况

１．１　 基本概况

重庆大学图书馆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创办于 １９３０ 年，

历史悠久， 馆藏丰富， 管理与服务并重。 图书馆秉承重庆大学 “研究学

术、 造就人才、 佑启乡邦、 振导社会” 的办学宗旨， 提出 “文献支撑、 文

化育人” 的办馆宗旨， 倡导 “资源、 管理、 服务” 三位一体协调发展思

路， 坚持 “读者至上” 的服务理念， 遵循 “智慧与服务” 的馆训， 努力

将重庆大学图书馆建设成为国内一流、 师生满意的创新型学术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按校区和学科布局设立 ３ 个分馆， 包括 Ａ 校区理工

图书馆，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含舍区书屋和理学

分馆）。 图书馆与学院合作建设有博雅分馆、 新闻分馆。 馆舍总面积达

５９３６２ 平方米， 阅览座位 ５４６５ 个。 图书馆具有完善的网络设施， 并通过

万兆骨干网与校园网相联， 全馆实现无线网覆盖。 馆内拥有 ２１ 台服务器

（指物理主机， 不含虚拟服务器）， 以及 ４０６ＴＢ 的存储空间。 图书馆实体

馆藏 ５００． １５ 万册， 数字馆藏 １２６６． ６１ 万册， 为 “双一流” 教学科研与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文献资源保障。 重庆大学图书馆积极参

与国家、 省市级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 是教育部文献保障体系 ＣＡＬＩＳ

省级服务中心、 重庆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重庆市科技文献资源

共享平台资源分中心、 重庆市大学联盟资源平台共建单位、 国家科技文

献中心 ＮＳＴＬ 用户单位。

图书馆拥有馆员 １１０ 名， 下设综合办公室、 学科服务 （业务） 办公

室、 资源建设部、 网络服务部、 情报服务部、 特藏部、 理工图书馆、 建

筑图书馆、 虎溪图书馆等 ９ 个部门， 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文献信息服务。

重庆大学图书馆馆庆日为每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虚拟形象为书妹儿。 吉

祥物为学霸雁。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总馆） 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 １７４ 号，

邮编： ４０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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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点滴回顾

三十年代的图书馆近景 １９３５ 年制订 《重庆大学图书馆规程》

西文书库 （解放前）

　 　 　

中文书库 （解放前）

阅览室 （解放前）



１　 重庆大学图书馆概况  ３　　　　

１９５１ 年建成的根号二图书馆 （Ａ 校区）

５０ 年代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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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 年图书馆 （东楼） 落成投入使用

１９７８ 年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 （现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落成



１　 重庆大学图书馆概况  ５　　　　

１９９４ 年图书馆逸夫楼落成

２０１０ 年虎溪新馆落成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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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重庆大学第一个舍区书屋听松斋 （松园书屋）

２０１９ 年声音图书馆落成投入使用



１　 重庆大学图书馆概况  ７　　　　

１ ３　 历史沿革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重庆大学图书馆正式成立。

☉１９３２ 年 重庆大学图书委员会成立。

☉１９３３ 年 从菜园坝杨家花园迁往沙坪坝校区 （现博雅学院楼）。

☉１９３５ 年 馆藏已达 ３２９１４ 册， 统一使用图书馆分类法编纂

“目录索引”， 制订 《重庆大学图书馆规程》 和 《重

庆大学图书馆借阅书籍规约》 等章则。

☉１９４８ 年 开始建设新图书馆， 藏书规模十万册， 容纳四百多

名学生； 为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出借松林坡图书馆

旧址。

☉１９５１ 年 迁入新图书馆。

☉１９５２ 年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现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成立。

☉１９５７ 年 重庆大学图书馆被确定为四川省的中心图书馆之一。

☉１９７８ 年 重庆大学图书馆 （现理工馆东楼） 正式投入使用；

重庆建筑学院图书馆新馆 （现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正式投入使用； 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 （原

历史文献中心） 成立。

☉１９７９ 年 教育部在全国成立 ９ 个外国教材中心， 重庆大学图书

馆成为机械学科外国教材中心。

☉１９８７ 年 重庆大学图书馆设立国际联机检索终端。

☉１９８９ 年 成为设立科技查新站的全国首批高校图书馆。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成立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１９９３ 年 自主研发了 “图腾计算机集成管理系统”， 并开始引

进 ＥＩ 等数据库光盘。

☉１９９４ 年 重庆大学图书馆逸夫楼落成。

☉１９９９ 年 启动重庆大学 “２１１ 工程” 文献保障体系建设项目，

并成为教育部全国高校文献保障体系 （ＣＡＬＩＳ） 项目

建设成员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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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重庆大学、 重庆建筑大学、 重庆建筑高等专科学校三

校合并后， 组成新的重庆大学图书馆。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正式启动数字图书馆建设， 数字文献资源逐年增加。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创办民主湖论坛。

☉２００３ 年 成为首批教育部科技查新站， 与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联合成功申报情报学硕士点， 成为 ＣＡＬＩＳ 省级

中心。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自主研发的第二代图书馆管理系统 ＡＤｌｉｂ２ 上线。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重庆大学虎溪图书馆正式开馆。

☉２０１４ 年 启动智慧图书馆建设， 文艺复古风格的 Ａ 校区理工

图书馆东楼顺利完成装修， 并正式面向读者开放。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理学分馆正式开馆。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重庆大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门户正式启用。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重庆大学的第一个舍区书屋听松斋 （松园书屋） 在

虎溪校区正式开馆。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虎溪拢翠斋 （竹园书屋） 和蕉林斋 （黄葛书屋） 相

继开馆。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重庆大学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正式成立， 服务中心

挂靠图书馆， 这是重庆市成立的首家高校知识产权信

息服务中心。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你选书我买单” 汇采平台上线， 开创全新的图书采

购模式。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声音图书馆正式开馆， “＋ 馆藏” 平台投入使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６ 日 Ｃ 区图书馆馆舍移交给医学部。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华技术与创新中心 （ＴＩＳＣ） 落户

重庆大学， 挂靠图书馆， 重庆大学成为全国 １０ 家获

批高校之一。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蕙风斋 （兰园书屋） 建成开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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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读者与馆员

重庆大学图书馆秉承 “读者至上” 的服务理念， 坚持为读者提供终

身服务， 面向校友和社会读者实现终身开放。 目前图书馆拥有在校读者

５ ２５ 万名、 校友读者 １ ９２ 万名。

图书馆的读者类型包括 ６ 种类型， “校内读者 Ａ” 直接使用学校发放

的校园一卡通作为读者证件， 其他类型的读者须办理 “重庆大学图书馆

借阅卡”。 读者类型及借阅权限详情见表 ２ （见 Ｐ１４）。

图书馆拥有 １１０ 名馆员， 其中具有博硕士学位的馆员有 ３２ 名， 副高

及以上职称的馆员有 ２８ 名， 全体馆员秉承 “文献支撑、 文化育人” 的办

馆宗旨， 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

１ ５　 馆藏资源与特色

截止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图书馆实体馆藏资源 ５００ １５ 万册， 其中古籍

（民国前） ２ ７２ 万册， 民国文献 １ ６９ 万册， 中文图书 ３７０ ３９ 万册， 外文

图书 ５４ ３０ 万册， 报刊合订本 ５２ ２８ 万册。 建筑、 经管、 机械、 电气、

环境、 冶金、 信息等学科领域文献馆藏丰富。 图书馆拥有教育部机械学

科外国教材中心。 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在专项经费支持下日渐丰富， 建筑

图书馆是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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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００ 万， 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数字文献中心之一。

数字馆藏累计 １２６６ ６１ 万册， 其中中文数字报刊 ５ ７６ 万种， 外文数字报

刊 ３ ４５ 万种， 中文数字图书 ２８３ ４９ 万册， 外文数字图书 １１６ ３２ 万册，

博硕士论文 ８５７ ５９ 万篇； 自建数据库 ４１ 万多条， 各种收藏品约 ２ ８２ 万

余件 （含待编目部分）。

１ ５ １　 特藏文献

重庆大学图书馆是重庆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藏有古籍及民国文献，

分藏于图书馆珍藏室 （位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东楼四楼） 及虎溪人文社

科图书馆特藏室 （位于虎溪图书馆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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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室收藏古籍及民国文献， 其中古籍线装书 ９０１ 种 １１９９８ 册；

１９１１ 年后影印线装书一万余册， 包括上海同文书局影印和涵芬楼影印的

《二十四史》， 商务印书馆影印的 《四部丛刊》 与 《四部备要》； 另藏有

名人画卷 １ 幅， 碑帖 ６ 册。 民国时期图书共藏 ８７３８ 种， 合计 ９５１５ 册； 民

国期刊 ２４２０ 种， 合计 ８７７８ 期； 民国报纸 ６１ 种， 合计 ５０００ 余期， 是民国

报纸 《大公报》 收藏最齐全的单位之一。 另收藏有近代中国历史最久的

大型综合杂志——— 《东方杂志》， 民国时期 ２１３ 所大学和中学的校刊。 民

国文献中抗战文献是图书馆收藏的特色， 共有抗战时期图书 ２２３ 册； 抗

战报纸 ４５ 种， 合计 １２００ 余期； 抗战期刊 １０９ 种， 合计 ８００ 余期。

建国后复制出版的 《中华再造善本》 与 《传世藏书》 收藏于虎溪人

文社科图书馆特藏室。

１ ５ ２　 收藏品

图书馆拥有部分收藏品， 包括字画、 拓片、 手稿、 工艺品、 老式打

字机， 老式电话机以及反映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图书馆重要历史事件的

物品， 藏品保存于珍藏室、 重大文库、 建筑馆、 虎溪馆等地。

１ ５ ３　 重大文库

重大文库旨在全面系统地收集、 整理、 编辑、 保存、 展示、 出版、

传播重庆大学自建校以来的一切学术成果， 展厅位于重庆大学 Ａ 校区理

工图书馆逸夫楼一楼正厅。 目前文库入藏图书逾 ３０００ 册 （含马寅初、 何

鲁、 陈豹隐、 艾芜、 吴冠中等大家作品）， 博士及博士后论文 ５９９７ 余册，

特殊硕士论文 ６１２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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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重庆大学图书馆门户

重庆大学图书馆智慧图书馆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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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登

录和认证， 实现资源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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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深搜索 （纸电统一检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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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１） 公共目录检索

联机公共目录查询， 读者可根据题名、 著者、 索书号和主题词等途

径检索图书馆的资源。

使用图书馆门户的弘深搜索， 导卡中选择 “纸本馆藏” 可以检索本

馆纸本馆藏文献。 链接：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２） 数据库导航

为读者提供数据库导航， 包含数字图书、 数字期刊、 学位论文、 特

色馆藏、 权威检索工具等， 是读者利用图书馆数字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

窗口。 链接：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ｇｕｉｄｅ

（３） 随书光盘

为读者提供随书光盘服务， 读者通过随书光盘资源管理系统网络获

取图书的随书光盘资料。 链接：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ｂｊ ｃｘｓｔａｒ ｃｎ ／ ｂｏｏｋｃｄ ／ ｉｎｄｅｘ ／

ｉｎｄｅｘ 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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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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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集中识别出有效的、 新颖的、 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理解的信息

过程。 本馆提供知识发现服务包括弘深搜索、 超星中文发现系统（ｈｔｔｐ：∥

ｓｓ ｚｈｉｚｈｅｎ ｃｏｍ ／ ）、ＳＵＭＭＯＮ 外文发现系统（ｈｔｔｐ：∥ｃｑｕ ｓｕｍｍｏｎ ｓ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 ／ ）、ＣＡＬＩＳ 的 Ｅ 读（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ｑ ｃａｌｉｓ ｅｄｕ ｃｎ：８０９０ ／ ）、百链云

图书馆（ｈｔｔｐ：∥ｗｗｗ ｂｌｙｕｎ ｃｏｍ ／ ）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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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列表，

可查看学院下载数字资源总量、 期刊及数据库推荐、 本院必读、 本院最

新成果及本院读者借阅排行等信息； 也可联系学院专属学科馆员， 获取

专业的学科服务， 数字资源讲座培训信息， 反馈诉求和疑问等。

２ ２　 读者门户

读者门户主要包括公共主页、 我的书斋、 个人资源库、 文献资源荐

购和移动图书馆门户。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１） 公共主页

图书馆门户网站提供读者馆藏资源服务、 数字资源服务、 图书馆概

况、 公告通知、 新书通报、 我的书斋、 重要机构等功能， 是读者利用图

书馆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平台。

图书馆的门户网站：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２） 我的书斋

“我的书斋” 是读者在图书馆的个性化知识社区， 提供我的图书馆、

书评中心、 藏书架、 ＣＡＬＩＳ 服务、 相册等功能。 打开图书馆主页 ｈｔｔｐ： ∥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进入 “我的书斋”。 “我的书斋” 登录可以在图书馆主页

上完成， 默认用户名、 密码均为学 ／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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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个人资源库

个人资源库是读者科研资源管理平台， 包括阅读记录、 文献订阅、

收藏书架、 检索档案、 文献评论、 课程文献中心、 科研专题资源库、 馆

员推荐和学位论文查重等服务功能。

（４） 文献资源荐购

文献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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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部门： 资源建设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４１１１

（５） 移动图书馆门户

移动图书馆是指移动用户通过移动终端 （智能手机、 ＩＰ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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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馆藏 ＯＰＡＣ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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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６） 微信图书馆

重庆大学图书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推出微信图书馆， 公众号为重庆大学图

书馆， 读者使用微信关注 “重庆大学图书馆” 后即可检索图书馆的馆藏

资源和数字资源， 使用个人书斋服务， 以及查询最新通知和公告， 还可

以享受借阅到期提醒、 悦读账单和云阅读 （博看网畅销期刊数据库、 维

普期刊库和中文在线 “书香重大” 电子图书） 等服务。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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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体文献获取

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藏实体文献 ５００ １５ 万册， 分藏于 Ａ 校区理工图书

馆、 建筑图书馆、 虎溪图书馆及各学院图书馆与舍区书屋。 Ａ 校区理工

图书馆重点收藏机械、 电气、 计算机、 动力、 冶金、 环境、 生物、 管理

工程， 以及社会科学等门类的书刊； 建筑图书馆重点收藏建筑学科书刊；
虎溪图书馆重点收藏人文社科、 基础学科、 计算机类、 医学类书刊。

３ １　 开馆时间与服务时间

表 １　 重庆大学图书馆各分馆 ／书屋开馆时间与服务时间表

校区 图书馆分馆

开馆时间 服务时间 （人工台）

周一至

周五

周六、
周日

周一至

周五

周六、
周日

Ａ

Ｂ

虎溪

虎溪

理工图书馆 （总馆）

建筑图书馆

虎溪图书馆

人文社科图书馆

人文社科图书馆特藏室

理学分馆

听松斋 （松园书屋）

蕉林斋 （黄葛书屋）

拢翠斋 （竹园书屋）

蕙风斋 （兰园书屋）

０８： ００—２２： ００ 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

０８： ３０—
１８： ００

０９： ００—
１８： ００

０８： ３０—
１８： ００

０９： ００—
１８： ００

０９： ００—２２： ００

校区 学院分馆 开放时间 联系电话

Ａ 博雅分馆

虎溪 新闻分馆

以各学院的实际

开放时间为准

６５１０２００１

６５６７８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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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馆时间：
１ 国家法定节假日当天。
２ 星期四下午闭馆 （１２： ００－１８： ００， 考试月除外）。
３ 寒、 暑假开放时间请及时关注图书馆主页或微信公众号。
４ 不可控因素。

３ ２　 入馆须知

（１） 读者使用本人证件通过门禁系统检测后， 方可进入图书馆。 证

件包括实体卡和电子卡。 实体卡有： “重庆大学校园一卡通”、 “重庆大

学图书馆校友卡”、 “重庆大学图书馆借阅卡”。 电子卡通过 “重庆大学

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申请， 提交人脸识别后可刷脸入馆。 临时读者可凭

本人有效证件或单位介绍信登记后入馆。

（２） 馆内严禁吸烟及用火。

（３） 禁止违规使用电器。

（４） 衣冠不整者， 谢绝入馆。

（５） 馆内须保持安静， 电话接听请远离阅览区域。

（６） 馆内简食请在指定区域， 保持阅览室内清洁卫生。

（７） 自觉维护馆内秩序， 禁止占座。

（８） 爱护馆内设施设备， 损坏须赔偿。

（９） 妥善保管个人财物， 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３ ３　 证件办理

证件办理包括读者证件的办理、 激活、 挂失、 补办与注销等。 读者

证件是读者进入图书馆、 享受图书馆服务的唯一凭证。 图书馆的读者类

型包括 ６ 种类型 （详见表 ２）， 校内读者 Ａ 指计划内全日制学生、 在编教

职工， 直接使用学校发放的校园一卡通作为读者证件， 其他读者 （校内

读者 Ｂ、 社会读者、 校友读者、 团体读者） 须办理 “重庆大学图书馆借

阅卡” 或 “重庆大学图书馆校友卡”。 临时社会读者通过本馆实名信息

登记后， 可临时入馆进行图书阅览或参观服务。

所有类型的读者均可办理电子读者卡， 办理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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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注 “重庆大学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２） 点击 “我的” ———点击 “电子读者卡”；

（３） 进行身份验证后即可开通电子读者卡。

办理地点： 各校区图书馆服务台。

联系电话：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逸夫楼服务台），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４

（东楼服务台），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网络服务部， 仅针对校友读者）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１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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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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量外借、

自助借还、 通借通还、 特藏阅览等。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４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１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０１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３ ４ １　 实体文献阅览、 外借、 归还、 预约与续借

（１） 文献阅览： 读者凭有效证件进入图书馆后， 进入阅览室进行书

刊查阅。 其中， 重大文库、 珍藏室、 虎溪馆人文社科图书馆特藏室属于

特色阅览室。

重大文库： 重大文库旨在全面系统地收集、 整理、 编辑、 保存、 展

示、 出版 （部分）、 传播重庆大学自建校以来的一切学术成果， 提供文

献阅览、 查询服务。 重大文库位于重庆大学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逸夫楼一

楼正厅。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７

人文社科图书馆 （虎溪图书馆四楼） 特藏室： 收藏文科经典图书，

包括影印本 《文津阁四库全书》、 《中华再造善本》、 地方志系列图书等。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０１

（２） 文献外借： 读者通过办理必要的手续后将馆藏文献携出馆外，

在规定的期限内享受自由使用的权利并承担保管义务的获取文献方式。

①文献借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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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实体文献借阅流程图

②获取实体文献技巧

索书号构成： 索书号是查找馆藏图书的重要依据， 目前重庆大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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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种书刊均有分类号， 分类号是索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文图书索

书号构成： 中图分类号＋出版年＋序号， 《中图法》 索书号的构成如图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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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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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Ａ 到 Ｚ、 从 ０ 到 ９， 按照这个顺序， 在书库里找书就简单便捷多了。

（３） 文献归还： 读者借阅的图书可在借阅的分馆归还， 新老校区间

可通还 （详见 ３ 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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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网上预约。

（５） 文献续借： 续借图书有 ３ 种方式： 登录 “我的书斋” 办理， 登

录 “重庆大学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办理， 到各分馆服务台办理。

电脑端续借： 在图书馆主页登录 “我的书斋”， 点击 “图书借阅”，

选中要续借的图书后点击 “续借申请” 即可。

微信公众号续借： 读者登录 “重庆大学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点击

“我的” —当前借阅， 找到需要续借图书点击 “续借”。

３ ４ ２　 短信、 Ｅｍａｉｌ 与微信通知

短信、 Ｅｍａｉｌ 与微信通知是重庆大学图书馆为方便广大读者而开通的

便捷推送服务， 具体服务内容包含预约到书提醒、 图书催还提醒、 通借

到书提醒等。

３ ４ ３　 批量外借、 自助借还、 通借通还、 馆外流通和图书到家

批量外借： 又称集体外借， 是指为满足校内外单位用户的教学、 科

研和生产方面的文献需求， 由单位派专人持介绍信代表集体向图书馆提

出外借申请， 经图书馆办理必要的手续后批量借出文献供集体成员共同

使用， 集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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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借还： 读者利用重庆大学图书馆提供的自助借还设备进行自助

借阅和归还的服务。

通借通还： 跨校区图书借阅服务。 虎溪图书馆分别与 Ａ 校区理工图

书馆、 建筑图书馆之间跨校区的图书借阅服务。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建

筑图书馆之间不允许通借通还。 读者可以在数字图书馆主页书目检索中

使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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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外流通： 读者之间转借图书的服务， 实现已外借图书在读者之间

的流通。 读者通过 ＯＰＡＣ 系统查询到图书， 点击查看图书的详细信息，

点击 “申请转借” 按钮即可发起转借申请。 系统自动发送短信至图书持

有读者， 如果该读者同意转借， 即可完成后续的线下转借图书、 在线确

认借阅等步骤。

图书到家： 读者无接触借阅图书的服务。 读者通过 ＯＰＡＣ 系统查询

到所需图书， 点击查看图书的详细信息， 点击 “无接触借书” 按钮， 然

后进入我的书斋， 点击 “申请图书到家”， 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 图书

馆根据信息快递配送图书到读者手中。 图书到家服务仅针对主城九区之

外的读者， 主城和校内读者不享受该项服务。

技术支持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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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缴纳超期违约金， 超期图书按照 ０ １

元 ／天支付超期违约金。 超期违约金可累积， 累积金额不超过 １０ 元， 系

统在 ６ 月 １５ 日自动清零。 若累计超过 １０ 元， 系统将自动冻结读者借阅

权限， 读者需到各分馆指定地点 （Ａ 校区： 理工图书馆服务台； Ｂ 校区：

建筑图书馆服务台； 虎溪校区： 虎溪图书馆一楼服务台） 交纳超期违约

金后， 方可解冻权限。

因特殊情况超期的读者， 可申请减免超期违约金， 须填写 《超期违

约金减免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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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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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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原图书定价的 ３０％

赔偿； 须经加工整修方能继续流通者， 除按原书刊定价的 １００％赔偿外，

平装本收加工费 １０ 元， 精装本收加工费 ２０ 元； 严重损毁时， 按遗失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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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收取工本费。 若不

能赔偿同等版本图书时， 按下列规定， 折付赔偿金：

（１） 单本原版外文、 港台书刊： 按原书定价的 ３－１０ 倍赔偿。

（２） 有复本的原版外文、 港台书刊： 按原书定价的 ３－５ 倍赔偿。

（３） 规定不外借的图书： 按原书定价的 ５－１０ 倍赔偿。

（４） 国内出版发行的影印本、 参考价值一般而添购困难的图书： 按

原书定价的 ３－５ 倍赔偿。

（５） 线装书、 善本书： 应按文物市场估价赔偿。

（６） 一般图书根据其复本和流通情况， 按原书价的 ２－５ 倍赔偿。

（７） 成套图书： 按原书定价的 ５－ １０ 倍赔偿， 原书以整套定价时，

遗失或损毁一册或数册者， 按平均每册价格的 ５－１０ 倍赔偿。

（８） 单本期刊： 按全年合订本价格赔偿。

（９） 合订本期刊： 按其价格的 ３－５ 倍赔偿， 平装本收装订费 １０ 元，

精装本收装订费 ２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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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字文献获取

图书馆提供丰富的数字文献， 数字馆藏累计 １２６６ ６１ 万册， 其中中

文数字报刊 ５ ７６ 万种， 外文数字报刊 ３ ４５ 万种， 中文数字图书 ２８３ ４９
万册， 外文数字图书 １１６ ３２ 万册， 博硕士论文 ８５７ ５９ 万篇， 自建数据

库 ４１ 万多条。
获取数字文献过程中遇到问题， 请联系网络服务部 （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最新数据库信息请关注数字图书馆主页。
欢迎你通过学科馆员 （联系方式见 ７ ３） 向图书馆推荐购买各类文

献数据库。
特别提醒： 为了保证我校读者正常使用数字文献的权益， 维护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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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３　 查找数字文献流程图



２４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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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 最常用到的有以下四类， 其作用及使用

场景如下：

表 ３　 常用数据库类型

类型

比较
内容

全文资源 文摘索引资源 文献工具 发现系统

作用 可以获取文献
的全文信息

可以获取文献
的摘 要、 引 用
信息

可以管理下
载、 保存的
文献

可以快速
定位， 获
取文献

使用场景
需要查阅文献
全文， 引 用 文
章具体内容时

需要查询某篇
文献被哪些论
文引 用， 某 期
刊被其他论文
的引 用， 某 作
者被其他论文
的引用时

写论文、 项
目申报书时
查找、 组织
和格式化参
考数据， 是
数据库使用
过程中的重
要助手

不清楚文
章在哪一
个数据库
里或者不
想分别进
入各数据
库查询时

数据库
列举

京东阅读、
ＣＮＫＩ、 维普、
万方、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
ＩＥＥＥ、 ＰＱＤＴ、
ＳＡＧＥ、 Ｇａｌｅ 等

ｗｅｂ 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ｉ、 Ｓｃｏｐｕｓ ＣＳＳ⁃
ＣＤ、 ＣＳＳＣＩ 等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Ｅｎｄｎｏｔｅ

弘深搜索
Ｓｕｍｍｏｎ
发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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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２　 数字资源一键检索系统 （强烈推荐）

（１） 弘深搜索 “弘深搜索” 整合了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藏纸质和数字

文献， 精确到 “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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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囊括了本馆的所有国内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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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可在数字图书馆主页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 利用 “弘深搜索” 一

键检索图书馆的资源。

（２） 外文资源发现系统

外文资源发现系统是以 Ｓｕｍｍｏｎ 发现服务为基础， Ｓｕｍｍｏｎ 是基于美

国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公司研发海量元数据仓储的新一代学术资源发现与获取系统，

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更便捷的 “一站式” 检索， 轻松搜索图书馆所有学术

资源。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ｃｑｕ ｓｕｍｍｏｎ ｓ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 ／

４ ３　 各学部数字文献列表 （见附录 １）

４ ４　 主要数字文献列表 （见附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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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图书馆其他服务

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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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多样的其他服务。 数字图书馆主页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服务

系统” 集合了图书馆所有服务内容 （如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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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数字图书馆主页 “服务导航” 版块

５ １　 读者培训

（１） 图书馆为全校师生推出读者信息素养讲座， 旨在提升读者的信

息素养， 主要包括新生培训 （本科生、 研究生）、 图书馆日常讲座、 科

技文献检索与利用选修课、 数据库专题讲座等。 可以学部、 学院、 学科

团队、 班级等名义预约讲座。
服务部门：
学术评价与分析研究中心， 联系方式： ｘｔｃ＠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联系方式： ｃｑｈｊｉｅ＠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２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６０
（２） 信息素养大赛

信息素养是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 图书馆于每年的 １１ 月 １１ 日举办 “圕强达人” 信息素养大

赛， 旨在促进全校学生对图书馆及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了解， 提升大学



５　 图书馆其他服务 ２７　　　

生检索、 分析和利用信息资源的意识和能力，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真

正让信息素养教育融入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信息素养大赛的举办推动

了我校的信息素养教育教学工作， 真正实现了 “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
服务部门： 学科服务 （业务） 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３６６

５ ２　 教学与科研支持

教学与科研支持服务包括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科技查新、 查收查引、

学科分析报告、 课程中心、 创新发现中心、 研修室、 外国教材服务、 学

位论文提交、 自助复印和设备外借等服务。

（１）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主要包括专利文献咨询、 专利信息检索指导、 专

利知识培训、 专利分析、 专利查新等服务。

专利文献咨询： 专利文献咨询为用户提供专利文献知识、 专利文献

检索和专利文献分析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专利信息检索指导： 用户在检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例如检索系统

使用、 检索策略和检索词确定等， 信息服务中心能够提供指导和帮助。

专利知识培训： 信息服务中心每学期均会组织开展专利申请、 专利

保护、 专利挖掘、 专利布局、 专利分析、 专利数据库使用等方面的培训

讲座。

专利分析： 信息服务中心能够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专利态势分析、 竞

争者情报分析、 核心专利挖掘、 专利预警分析、 专利布局分析等分析

服务。

专利查新： 信息服务中心能够提供科技查新—专利查新服务。 查新

范围参照科技查新的范围： 科研立项； 申报科技成果奖励； 成果的鉴定、

评估、 验收、 转化； 技术咨询： 指技术引进、 技术转让、 新产品开发、

专题调研等。

服务部门： 重庆大学国家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３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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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科技查新

科技查新是国家科技部为避免科研课题重复立项和客观正确地判别

科研成果的新颖性而设立的一项工作， 由具有科技查新资质的查新机构

承担完成。 查新机构根据查新委托人提供的需要查证其新颖性的科学技

术内容， 按照科技查新规范操作， 有偿提供科技查新服务。

重庆大学图书馆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 （Ｌ０２） ” （地点： Ａ 区图

书馆逸夫楼一楼） 是目前教育部授权批准的直属的、 具有部委级查新职

能的认证机构， 面向重庆市以及邻近省份的高校、 政府机构、 工矿企业、

科研院所开展科技查新与咨询服务。 科技查新流程： 登陆图书馆主页

———点击页面底部快速链接———点击科技查新或直接登陆查新系统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７６： ８０８０ ／ ）， 按照查新界面提示提交查新需求。

服务部门： 情报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６３６４

（３） 查收查引

查收查引是图书馆依托本馆丰富的馆藏和网络资源优势， 由专业信

息咨询人员根据用户提出的具体要求， 为用户提供检索结果的一项服务。

其服务内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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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部门： 情报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６３６４

（４） 学科分析报告

学科分析报告是图书馆面向学科推出的深层次服务， 采用多种文献

计量学方法分析某一学科的发展现状、 本校现状、 未来热点等， 为学校

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重要参考。

服务部门： 情报服务部， 联系方式： ｘｔｃ＠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５） 学院联系人

学院联系人是为进一步服务于学校 “双一流” 建设， 加强图书馆与

各学院的密切联系和信息交流， 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 日起正式实行的制度。

学院联系人为对口学院的文献资源收藏和分布、 学院学科发展和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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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动态服务， 同时提供新生培训与宣传推广、 收集学院和教授对于图书

馆和文献服务的意见。

服务部门：学科服务（业务）办公室，联系方式：ｃｑｕｙｚ＠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６） 课程文献中心

课程文献中心是图书馆联合教务处、 研究生院为提升学生学习效率

而推出的网络课程辅导服务。 课程文献中心根据教务处提供的课程目录，

为每门课程提供 ２－５ 本教材教参的全文资源， 学生不仅可以查看到每门

课程的教材及参考书， 同时可以通过网络直接阅读教材教参的电子图书

全文。

服务部门：学科服务（业务）办公室，联系方式：ｃｑｕｙｚ＠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７） 学位论文检测

学位论文检测服务是图书馆为在校硕博研究生推出的一项服务。 旨

在帮助研究生进行安全的论文检测服务。

服务对象： 重庆大学全日制研究生； 检测次数： 研究生在校期间每

人一次；

领取方法： 登录图书馆主页 “我的书斋” （地址： ｈｔｔｐ： ∥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ｕｓｅｒ ／ ｉｎｄｅｘ） 后， 选择左侧的 “论文检测” （地址：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ｕｓｅｒｐａｐｅｒ ／ ｕｐｌｏａｄｐａｐｅｒ）， 上传论文即可检测。

温馨提示： 图书馆采用维普论文检测系统， 检测结果可能与 ＣＮＫＩ、

万方存在差异， 查重结果仅供修改论文参考， 官方检测结果以研究生院

为准。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８） 汇采服务

汇采服务是 “读者选书， 图书馆买单” 的服务。 重庆大学图书馆与

京东合作， 为读者提供选书平台， 读者选中的图书经图书馆审核通过后

直接寄到读者手里， 借期一个月 （节假日和寒、 暑假不计算在内）， 到

期后读者将图书归还到各分馆服务台即可。



３０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选书须知： 读者选购图书的册数受读者借阅权限限制： 选购册数 ＝

可借册数－已借册数； 订单金额小于 ９９ 元， 读者需自行支付京东物流费；

超过 ９９ 元， 读者无需支付物流费； 读者选购图书时， 以下类型图书请不

要选择： 高职、 中职、 中学、 小学、 幼儿、 职业教育、 习题、 考试、 股

票、 教材等； 选购图书的借期， 自读者收到图书之日起计算。

操作流程： 关注 “重庆大学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智慧图书馆—京

东买书—选购图书—提交订单—个人中心查询订单状态。

服务部门： 资源建设部， 联系电话： １８５０２３６３５９１ （图书购买），

１７７８８９１４３６６ （技术问题）

（９） 研修室预约

研修室是图书馆为科研团队提供的免费空间服务， 作为学术研讨场

所， 团队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利用研修室开展课题研究和课题讨论等。

申请流程： 申请人到前台领取申请表→填写后导师或辅导员签字

（学院盖章） →交回前台→图书馆审核后通知团队入驻。

办理地点：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逸夫楼服务台，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一楼 １０５ 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１

（１０） 固定座位预约

固定座位是图书馆为长时间段需要使用公共自习座位的读者提供的

空间服务， 读者可通过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在月末最后一天上午 ８： ００

预约次月座位。 预约原则与路径可扫描以下二维码， 或关注 “重庆大学

图书馆” 公众号———点击 “智慧图书馆” ———点击 “座位预约”， 进行

选座。

图书馆固定座位预约链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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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原则：

①供长时间段需要使用公共自习座位的读者预约座位；

②读者可预约当月座位， 一次预约可使用一个月；

③读者预约成功后， 可使用该座位至结束时间；

④使用结束后， 可在预约时间段继续预约。

（１１） 设备外借

图书馆提供电纸书设备外借。

电纸书外借： 图书馆面向在校读者推出的移动阅读服务， 方便师生

随时、 随地开展阅读， 提供一定周期的电纸书借阅服务， 借期结束后及

时归还到图书馆。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提供京东阅读本、 京东电纸书， 人工服务地址：

逸夫楼服务大厅 （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自助服务地址： 东楼一楼服

务大厅 （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４）。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提供京东阅读本， 服务地址： 一楼服务大厅

（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１）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提供京东阅读本， 自助服务地址： 一楼服务

大厅 （电话：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０１）

（１２） 外国教材服务

外国教材服务是重庆大学图书馆为师生提供高质量的权威外国教材

的一项服务， 主要目的是推动双语教学、 方便师生获取优秀外国教材、

为研究提供参考等。 外国教材服务主要提供外国教材的检索、 借还、 阅

览、 文献传递、 荐购等服务。

服务部门：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１３） 学位论文提交

学位论文提交是图书馆为了建设重庆大学博硕论文数据库推出的一

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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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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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部门：

资源建设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４ （论文提交与审核）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系统技术支持）

（１４） 自助复印

读者可通过重庆大学图书馆提供的自助复印设备完成复印工作， 真

正实现复印无人化管理。

服务部门：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大厅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一楼阅览室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一楼大厅

５ ３　 文化育人服务

文化育人服务主要包括逸夫楼人文素质讲座、 “无字书屋” 讲座、

“竹林闻声”、 “漫读雅舍” 讲座、 民主湖论坛、 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图书馆志愿者、 “书香重大” 书友会、 文化书刊、 文化活动、 展览、 重大

记忆等服务。

服务部门： 学科服务 （业务） 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６０７７

（１） 逸夫楼人文素质讲座

为了繁荣校园文化生活， 传承和弘扬大学文化，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和人文修养， 图书馆在学校领导和学校教务处的大力支持下， 自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开设 “逸夫楼人文素质讲座”。 邀请来自各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为读

者作精彩讲座， 讲座内容包括人才培养、 社会人生、 文艺百科、 人文历

史等众多热点问题， 既可以丰富学生的第二课堂， 开拓视野， 也能提高

大学生的文化素质修养。

（２） “无字书屋” 讲座

“无字书屋” 讲座是重庆大学图书馆建筑分馆推出的沙龙活动， 读

者将工作中、 学习中、 科研中、 生活中、 旅途中的感悟与见闻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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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 用相机记录下来与志同道合者分享， 以此激发灵感， 荡涤心灵。

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 “无字书屋” 推出了的系列讲座， 主要围绕建筑、 城市、

文化、 历史等相关主题开展， 由于其讲座内容既涉及到了城市建筑相关

学科领域， 但又并不晦涩难懂， 生动有趣， 普适性强， 很接地气， 受到

校内外听众的喜爱。

（３） “竹林闻声”

“竹林闻声” 是重庆大学图书馆理工馆以重庆作家书院 （重庆作家

书院由重庆文学院与重庆大学图书馆携手共建） 为平台基础， 邀请名师

进校宣讲， 以落实 “三全育人” （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为目标， 以 “声音图书馆” 为主要活动基地的系列活动品牌。 “竹林闻

声” 从有利于培养青年学生的文学素养入手， 不断创新发展文化育人理

念、 丰富文化育人内涵、 完善文化育人机制、 打造文化育人品牌、 拓宽

文化育人途径， 并借助重庆作家书院这个平台， 积极发挥文化引领作用，

宣传重庆， 讲好重庆故事， 传承重庆文化。 名师进校园的形式受到听众

的欢迎， 既丰富了校园的文化学习生活、 又起到了文化育人的作用。

（４） 漫读雅舍讲座

“漫读雅舍” 是重庆大学图书馆虎溪分馆推出的读者沙龙系列活动，

包括在虎溪校区各舍区书屋开展的各类讲座、 阅读分享会、 心理健康讲

座等。 该活动的雏形始见于 ２０１６ 年听松斋 （松园书屋） 开馆初期的读者

悦读分享交流会， 随着蕉林斋 （黃葛书屋）、 拢翠斋 （竹园书屋）、 蕙风

斋 （兰园书屋） 的建成， 多样化阅读空间成为虎溪校区特有的精神环境

和文化氛围， 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可以选择不同主题参与， 书屋的特

色环境， 为各类活动提供了温馨便捷的场地支持， 同学们在书屋参加互

动， 既能分享自己的悦读体验， 又能达成社交需求， 深受大家欢迎。

（５） 民主湖论坛

民主湖论坛是重庆大学的官方论坛， 创办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前

身为重庆大学数字图书馆交流区，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正式更名为民主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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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开设了校园热点、 休闲 ＭＺＨ、 图书馆服务等版块， 倡导思想、 学

术、 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６） 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图书馆学生管理委员会 （简称图管会） 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是在学

校学生工作部、 研究生工作部、 校团委领导下， 由图书馆专业馆员指导

的学生社团， 是读者参与图书馆管理与服务， 组织策划各类校园文化活

动的学校一级学生社团。

服务部门： 学科服务 （业务） 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３６６

（７） “书香重大” 书友会

“书香重大” 书友会 （简称书友会）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世界读

书日， 是在图书馆和校团委指导下的一个倡导阅读的学校一级学生社团。

服务部门：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６０

（８） 图书馆志愿者

图书馆志愿者是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纽带。 志愿者与馆员在共同劳

动基础上的沟通， 实质上就是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双向交流。 志愿者参

与到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中， 对图书馆的工作有更深层的了解与支持， 同

时志愿者作为图书馆的读者， 能够及时的反映读者对图书馆的需求， 使

图书馆的服务工作更有针对性。

服务部门：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６０

（９） 文化刊物

为了引领健康的校园文化， 让更多学子更好地了解重庆大学， 了解

校园文化， 了解图书馆， 图书馆创办了 《重庆大学学习生活羊皮书》，

每年免费向新生发放。

（１０） 文化活动

图书馆通过举办多彩的文化活动， 丰富师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 锻

炼社团成员的能力，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达到文化育人的目的。 开展



５　 图书馆其他服务 ３５　　　

以 “书香四季” 阅读推广为主线的多形式活动， 营造书香校园文化氛

围。 新生入校时， 开展 “九月行囊， 重装起航” 新生季系列活动， 包括

校长书单、 图书漂流转赠、 新生入馆教育等； 利用 “４ ２３ 世界读书日”

契机， 开展 “书香重大， 芳菲春华” 读书季系列活动， 包括礼赞经典、

翻滚吧阅读、 立等可借、 专家荐书、 阅读分享等； 学生校园生活时期，

开展 “成长重大、 读思重大” 成长季系列活动， 包括读者沙龙、 “今日

我值班” 体验活动、 “ｅ 数 ｅ 世界” 数字资源推广、 红房子影音等； 学生

毕业离校时， 开展 “重大时光， 念兹在兹” 毕业季系列活动， 包括毕业

季捐书、 重大记忆、 毕业寄语、 影像故事暨书香留影等。

（１１） 文化展览

图书馆有逸夫楼展厅和虎溪馆展厅， 承担学校各类专题展览活动，
主要以重庆大学学术发展、 校园文化、 教学活动为展览主题。

服务部门：

特藏部 （逸夫楼展厅），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７

虎溪图书馆 （虎溪馆展厅），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６７

（１２） 重大记忆

重大记忆是图书馆为毕业生提供的特色服务， 毕业生离校之前可在

Ａ 区图书馆东楼二楼办公室或虎溪图书馆一楼大厅前台领取档案盒、 封

条一个， 封藏你的 “重大记忆”， 档案盒由图书馆保管， 毕业后本人可

随时来图书馆查阅。 “重大记忆” 可珍藏物品： 手稿 （信件、 日记、 读

书笔记）、 图稿原件、 照片、 试卷、 奖状、 证书、 聘书、 学生证 （一卡

通） 以及在重大就读期间值得记忆的小物品如 “游园票” 等。 袋内物品

不得超过 ３００ 页 ／袋。

服务部门：

综合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１

虎溪图书馆，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０１

（１３） ＋馆藏服务

＋馆藏是一个为图书馆及个人用户提供内容服务的互联网平台，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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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各个图书馆的用户， 以文字、 图片、 音频或视频等

形式发布并捐献包含分享个人见解、 记录生活内容、 展示个人作品、 传

播学科知识等类型的多媒体馆藏及资源； 图书馆可以审核、 收集、 整理、

保存、 使用、 再传播本馆＋馆藏用户发布并捐献的馆藏资源； 用户可以阅

读、 观看、 收听、 收藏、 转发分享相关内容， 从而实现用户为图书馆捐

献馆藏， 图书馆积极利用馆藏的传播、 交流及互动。

操作流程：

电脑端： 打开数字图书馆主页—点击主页下端 “图书馆＋馆藏服务

平台” —登录账号—发布内容

微信端： 关注 “重庆大学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智慧图书馆—＋馆

藏—扫描＋馆藏重庆大学图书馆小程序—登录小程序—发布内容

点击 “我的” 可查询发布的数字馆藏及相关信息。

服务部门：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联系电话： ６５１１３０８０

５ ４　 文献共享

图书馆向校内读者提供的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服务包括： ＣＡＬＩＳ 共

享服务、 ＮＳＴＬ 文献传递、 ＣＡＳＨＬ 文科文献传递、 ＣＡＤＡＬ 文献服务和百

链云图书馆。 ＣＡＬＩＳ 共享服务、 ＮＳＴＬ 文献传递、 ＣＡＳＨＬ 文科文献传递服

务的电子文献传递申请均通过图书馆的文献传递系统提交。 图书馆文献

传递系统登录方式： 进入图书馆主页， 登录 “我的书斋”， 点击 “文献

传递”， 即可进入系统页面。 图书馆每年为校内读者免费提供 １００ 元的文

献传递代金券。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１） ＣＡＬＩＳ 共享服务

ＣＡＬ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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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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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ＮＳＴＬ 文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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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专利等。

主要以文献传递方式开展服务。

（３） ＣＡＳＨＬ 文科文献传递

ＣＡＳＨ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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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ＣＡＤＡＬ－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活动计划

ＣＡＤＡＬ 是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的简称。 ＣＡＤＡＬ 提供一站式的个性化知识服务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ａｄａｌ ｚｊｕ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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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百链云图书馆

百链云图书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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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主要包括校友服务、 ＣＤＩＳＳ 服务和公众服务。

（１） 校友服务

校友服务是重庆大学图书馆针对毕业校友推出的服务， 校友可办理

电子读者卡， 办理流程如下： 关注 “重庆大学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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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我的” ———点击 “电子读者卡”； 进行身份验证后即可开通电子读

者卡。 毕业校友享受同在校生一样的借阅服务， 可使用部分免费的数字

资源服务， 文献传递服务、 会议服务、 参观访问、 展览服务、 移动图书

馆服务、 微信服务等， 还可凭校友借阅卡提前一天预约使用信息检索室

免费检索数字资源。 校友读者卡终身有效。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２） ＣＤＩＳＳ－重庆数字文献信息服务

为整合重庆市科技文献资源， 实现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重庆市科

委于 ２００２ 年启动， 由重庆大学图书馆牵头， 多家研究机构联合承担了数

字信息资源建设与利用项目 “重庆数字文献信息资源与服务体系”， 成

立了重庆数字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简称 ＣＤＩＳＳ）， 为重庆市的科学研究、

技术创新、 产品研发、 人才培养等提供信息服务， 满足政府部门和科研

教育机构及社会企业等对科技信息的需求。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３） 公众服务

社会公众读者需要利用本馆藏书， 可持身份证办理 “重庆大学图书

馆借阅卡”， 进入图书馆查阅书刊资料和享受图书外借的服务。 也可关注

“重庆大学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办理电子卡， 可享受进馆阅览服务。

服务地点： 各校区图书馆服务台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逸夫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１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０１

５ ６　 捐赠服务

捐赠服务主要包括接受捐赠和对外捐赠。

（１） 接受捐赠

文献捐赠是图书馆接受读者无偿赠送文献， 从而获取文献所有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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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权利的一种文献采访方式。 图书馆接受重大师生、 校友、 各单位部

门、 社会机构等个人或集体的各类捐赠， 包括图书、 期刊、 图片、 物品、
手稿及电子文献等。 接受文献后， 图书馆选择适合的文献进行编目加工

后提供读者利用。 图书馆尤其重视与 “重大人” 有关的捐赠， 凡内容与

重庆大学紧密有关的书籍均将直接入藏重大文库。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四楼特藏部以及各校区服务台均可接受现场捐赠。

邮寄捐赠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沙正街 １７４ 号重庆大学图书馆特藏部，
邮编： ４０００４４。

服务部门：
特藏部， 理工馆东楼四楼 ４０１ 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７， １８４２３８９１１４７
捐赠网址： ｈｔｔｐ： ∥ｊｕａｎｓｈｕ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２） 对外捐赠

图书馆定期将剔旧的书刊、 捐赠者授意图书馆进行统一处理的复本

或其他不符合典藏流通的书籍、 本校编制的报刊与图书等文献整理分类，
无偿赠送给外单位， 推广宣传学校和图书馆的工作、 进行学术交流的

服务。
服务部门：
资源建设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４
特藏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７

５ ７　 环境服务

环境服务主要包括基本环境服务、 信息发布与交互、 有线与无线网

络、 便民服务和饮用水服务。
服务部门：
综合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１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１） 基本环境

重庆大学图书馆总面积为 ５９３６２ 平方米， 共有阅览座位 ５４６５ 个。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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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读者有舒适的借阅环境， 图书馆提供空气调节、 公共卫生等环境

服务。

（２） 信息发布与交互

利用 Ｌ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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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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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ＱＵ＿

ＷＩＦＩ。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４） 便民服务

重庆大学图书馆为读者免费提供急需的某些物品的服务， 提供的物

品包括文具、 普通急救药品、 针线、 雨具、 充电器等。 读者可咨询各分

馆服务台。

（５） 饮用水

图书馆各分馆均免费提供经过净化处理达到国家标准的直饮水及开

水服务。

５ ８　 参考咨询

参考咨询服务是图书馆面向读者通过电话、 Ｅｍａｉｌ、 ＢＢＳ 等多种方

式， 提供有关图书馆政策、 服务程序、 图书馆使用、 使用技巧等问题的

咨询与解答。 主要途径有电话、 Ｅｍａｉｌ 和 ＢＢＳ 论坛。

（１） 电话与 Ｅｍａｉｌ 咨询

读者可以根据服务类型或者部门， 直接电话或者 Ｅｍａｉｌ 联系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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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负责人或者服务负责人。

（２） ＢＢＳ 论坛

图书馆借助学校官方论坛———民主湖论坛 （网址： ｗｗｗ ｃｑｕｍｚｈ ｃｎ）

面向全校师生提供网络参考咨询服务。 图书馆在民主湖论坛设立专门的

“图书馆服务” 版块（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ｑｕｍｚｈ ｃｎ ／ ｂｂｓ ／ ｆｒａｍｅ ｐｈｐ）， 读者可以

在该版块与图书馆馆员进行网络交流。

５ ９　 新生服务

（１） 校长书单

“校长书单” 系列活动是面向全校师生， 尤其是新进的萌新宣传推

广校长推荐的优质图书。 图书馆联合学工部、 团委、 博雅学院等各部门，

在线上和线上与读者进行相关的阅读活动。 线上部分主要是通过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电子书数据库等相关平台进行活动宣传及电子书的阅读。

线下宣传活动分别在 Ａ 校区理工馆、 Ｂ 校区建筑馆、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

馆的醒目位置设立了校长书单专架和宣传海报， 方便读者借阅与观看。

校长书单通过老师导读， 带领同学们品书悟书， 更好地帮助学生构建较

为完善的知识结构， 启发师生对先进文化的兴趣， 达到文化育人的目的。

服务部门： 学科服务 （业务） 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３６６

（２） 羊皮书

羊皮书 ２００５ 年创刊， 迄今已制作了十七版。 在每年的开学季， 学习

生活羊皮书由论坛向全体新生免费发放。 作为重庆大学的 “科普刊物”

和 “新手指南”， 这本刊物为心怀对大学的憧憬和向往而来到重大的新

生准备了一份快速熟悉、 适应校园的礼物。 羊皮书在为重大新生提供衣

食住行各方面信息的同时， 并不局限于重庆大学校园， 重庆市的旅游景

点、 美味小吃等内容也会呈现在羊皮书当中。

服务部门： 民主湖论坛学生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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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走 ＪＩＮ 重大小程序

通过走 ＪＩＮ 重大小程序， 引导新生快速熟悉重庆及重大生活、 学习

的相关内容和资讯。 小程序包含便捷查询、 羊皮书等栏目。 便捷查询可

用于查看入学须知、 图书馆指南、 老校区指南、 新校区指南等内容， 羊

皮书栏目除可查阅 ＰＤＦ 全书版羊皮书外， 还以推文形式展示了我们的重

大、 家在老校区、 恋上图书馆、 虎溪的岁月、 热血青春、 玩转重庆等精

华内容， 便于新生分类阅读。 二维码见下图：

５ ９　 毕业生服务

包括毕业生离校手续、 学位论文提交、 毕业生捐书等流程。 目前学

校主要采用电子离校流程， 图书馆的主要流程包括：

（１） 毕业生及时归还所借图书

如有图书超期， 请归还图书后， 及时在各分馆服务前台缴纳图书超

期违约金。 如有图书遗失， 请尽快到各分馆服务前台办理遗失图书的赔

偿手续。

（２） 毕业生及时到服务点归还所借的各类硬件设备。

（３） 博、 硕研究生提交学位论文的电子版 （本科生， 结业、 肄业、

退学等情况的研究生请忽略此流程）， 博、 硕研究生登录数字图书馆主页

的 “我的书斋”， 点击左下角的 “学位论文提交”， 根据系统提示提交

论文。

注意： 如有涉及军工秘密、 企业秘密和申请专利的学位论文， 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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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的 ＭＩＳ 系统里下载缓公开申请表。 填好申请表并签字、 盖章后，

将申请表交到图书馆资源建设部 （地址： Ａ 区图书馆东楼一楼 Ｅ１０４ 资源

建设部， 咨询电话： ６５１０２６１４）。

完成以上流程后， 登录 “我的书斋”， 点击 “申请离校” 按钮即可。

登录学校信息门户， 在离校系统中查询离校手续办理情况。

（４） 毕业生捐书： 毕业生捐书是图书馆为全校学子搭建的爱心桥

梁， 是知识与爱心的传承。 自 ２００５ 年起， 每年的毕业季， 图书馆会倡议

毕业学子把自己不用或不方便带走的教材、 参考书以及课外读物作为一

份珍贵的礼物捐献出来， 以漂流书的形式， 留给学弟学妹们利用。 捐赠

图书的同学将获得图书馆赠送的小礼品， 图书经过加工整理上架， 向全

校师生进行免费借阅。

服务部门： 学科服务 （业务） 办公室

联系方式： １０４１０９８８１＠ ｑｑ ｃｏｍ

（５） 毕业生福利

①校友卡： 毕业生可领取校友卡， 继续享受图书馆的各项服务。 校

友卡电子卡领取步骤： 关注 “重庆大学图书馆” 公众号———点击 “我的

电子读者卡” ———点击校友卡注册———完善用户信息， 上传人脸照

片———确认领卡， 领取到卡包。

服务部门： 网络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② 《青春时光纪念册》： 《青春时光纪念册》 系统可以实现快速创建

班级、 邀请同学入班、 共同完善个人和班级信息， 最终制作成记录青春

和回忆的纪念册， 平台上传的数据加密存储在图书馆， 成为多媒体馆藏

资源， 永久珍藏。 毕业生 ／校友 ／在校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快速方便地

使用本平台， 随时随地保存美好的青春回忆。

③ 数字资源持续服务： 毕业后， 依然可以访问以下四个数据库： 维

普期刊、 维普考试、 中文在线、 博看期刊。

服务部门： 网络与系统服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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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图书馆使用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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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 在检索窗里

输入检索词即可查询图书馆 ２ ２７ 亿篇文献， 如需查找纸本图书， 请点击

搜索框顶部 “纸本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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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和索书号， 到指定的分馆根据索书号查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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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访问 “我的书斋”？ 书斋密码忘记了， 怎么办？

答： “我的书斋” 是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个性化知识服务平台， 读

者可以在此查询借阅情况， 办理续借， 发表书评， 发表博客， 使用文档

库和 相 册 等 功 能。 “ 我 的 书 斋 ” 位 于 数 字 图 书 馆 （ ｈｔｔｐ： ∥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的右上角， 点击 “我的书斋” 登录后访问。

如果遗忘书斋密码， 请点击 “忘记密码” 根据指示进行重置， 也可

以直接联系图书馆网络服务部 （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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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直接咨询资源部 （电话：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６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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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咨询书库的工作人员， 或者前台服

务人员， 寻求他们的帮助。

（５） 问： 想借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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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校区理工

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０２３－ ６５１２６１７１； 虎溪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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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溪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０１。

注意： 该项服务仅限于新老校区之间， 不含新校区的听松斋 （松园

书屋）、 拢翠斋 （竹园书屋）、 蕉林斋 （黄葛书屋）、 蕙风斋 （兰园书屋）

和理学分馆， 且确认该书为 “可借” 状态。 图书 “预约” 和 “通借通

还” 暂时还不可同时进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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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根据图书情况进行赔偿 （详见 ３ ５ 图书超期、 损坏或遗失

的处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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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软件， 因为图书馆

购买的很多外文数据库不支持使用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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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联系网络服务部 （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８） 问： 图书馆有电子图书吗？ 怎么查询和阅读？

答： 图书馆拥有近 ４００ 万册的电子图书， 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有书

生之家、 超星电子图书、 京东阅读电子图书等。 外文电子图书有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电子图书、 Ｗｉｌｅｙ 电子图书、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电子图书、 剑桥图书在线、 牛津学

术专著在线数据库和 Ｅｍｅｒａｌｄ 等， 其他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还有 Ｗｏｒｌｄ

ｅＢｏｏｋ Ｌｉｂｒａｒｙ、 博图外文数字图书、 优阅外文原版数字图书馆等。

详见链接：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ｇｕ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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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问： 如何查找数字资源？

答： 进入数字图书馆主页 （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选择检索框

“数据库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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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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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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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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２７ 亿篇文献， 也可以使用中文资源发现系统、 外文资源发现系统， 链

接地址如下：

中文资源发现系统： ｈｔｔｐ： ∥ｓｓ ｚｈｉｚｈｅｎ ｃｏｍ ／

外文资源发现系统： ｈｔｔｐ： ∥ｃｑｕ ｓｕｍｍｏｎ ｓ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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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电子期刊导航系统。

①图书馆期刊导航系统。 数字图书馆主页检索框右下有期刊导航按

钮， 点击后任选一种期刊类型进行检索界面， 可以输入刊名、 刊号

（ＩＳＳＮ） 进行检索。

图 ５　 期刊导航查询界面

②发现系统中的 “电子期刊 ／电子书导航系统”， 输入期刊名称即

可。 链接地址： ｈｔｔｐ： ∥ｂｖ７ｐｚ４ｋｌ７ｌ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 ／

③卓越联盟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平台的期刊导航系统， （可以直接定

位到电子期刊。 链接地址： ｈｔｔｐ： ∥ｅｎｇ ｚｙｌｍ ｓｕｐｅｒｌｉｂ ｎｅｔ ／ ｍａｇｇｕｉｄｅ

（１２） 问： 为什么 ＳＣＩ－Ｅ、 ＳＳＣＩ、 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等数据库都没有全

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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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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该数据库的全文内容。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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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使用数字图书馆的资源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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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维普期刊资源服务平台。

②利用图书馆的弘深搜索系统、 中文资源发现系统或者外文资源发

现系统， 以便迅速定位、 获取论文。

中文资源发现系统网址： ｈｔｔｐ： ∥ｓｓ ｚｈｉｚｈｅｎ ｃｏｍ

外文资源发现系统网址： ｈｔｔｐ： ∥ｃｑｕ ｓｕｍｍｏｎ ｓ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 ／

③使用 Ｇｌｇｏｏ 学术搜索 （ ｈｔｔｐｓ： ∥ｘｕｅｓｈｕ ｇｌｇｏｏ ｏｒｇ ／ ） 或谷粉搜搜

（ｈｔｔｐ： ∥ｇｆｓｏｓｏ ９９ｌｂ ｎｅｔ ／ ）、 百度学术 （ｈｔｔｐ： ∥ｘｕｅｓｈｕ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 这

些学术搜索引擎对于大部分学术资源进行了索引， 可以迅速定位到文献

数据库进行文献获取。

④使用图书馆的文献传递服务。 进入 “我的书斋”， 点击左下角

“文献传递” — “申请文献传递” —按要求填写所需文献信息—提交申

请。 图书馆每年会发放专门用于文献传递的代金券， 适用于电子和纸质

文献传递。 （咨询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申请网址：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ｕｓｅｒ ／ ｉｎｄｅｘ

⑤根据文献提供的作者 Ｅ－ｍａｉｌ 向作者索取。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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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修室等服务？

答： 图书馆面向全校师生提供研修室服务。 目前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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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地点： 逸夫楼大厅服务台， 咨询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Ｂ 校区建

筑图书馆 （办理地点： 建筑图书馆一楼服务台， 咨询电话： ０２３ －

６５１２６１７１）， 欢迎预约使用。 你还可以在数字图书馆主页 “我的书斋”

中在线预约， 详见 “５ ２ 教学与科研支持”。

（１５） 问： 图书馆提供哪些硬件服务？

答： 图书馆面向师生提供电纸书外借服务， 欢迎预约、 咨询和使用。

详见 “５ ２ 教学与科研支持”。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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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电话咨询。 办公室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６０７９， 网络服务部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②邮件咨询。 直接发送邮件至 ｄ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③论坛咨询。 读者使用图书馆遇到问题请到民主湖论坛的 “图书馆

服务” 版块发帖咨询与交流。

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ｑｕｍｚｈ ｃｎ ／ ｂｂｓ ／ ｆｏｒｕｍ ｐｈｐ？ ｍｏｄ ＝ ｆｏｒｕｍｄｉｓｐｌａｙ＆

ｆｉｄ＝ １

④微博咨询。 关注图书馆新浪微博 “重庆大学图书馆”， 随时咨询

馆员。

⑤书斋咨询。 进入 “我的书斋”， 选择 “建议与咨询”， 描述问题后

提交即可。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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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发现

系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中文数字资源推荐使用 “超星发现” （地址：

ｈｔｔｐ： ∥ｓｓ ｚｈｉｚｈｅｎ ｃｏｍ ／ ）， 外文数字资源推荐使用 “ ＳＵＭＭＯＮ 外文”

（地址： ｈｔｔｐ： ∥ｃｑｕ ｓｕｍｍｏｎ ｓｅｒｉａｌ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 ／ ）， 分别集成了图书馆

所购买的几乎所有的中外文数字文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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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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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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Ｍ⁃

ＰＥ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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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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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需在校外访问， 请使用学校信息化办公室提供的 ＳＶＰＮ 服务， 详见学校

信息化办公室网站 （地址： ｈｔｔｐ： ∥ｎｅｔ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０４６ ／ １５３１ ｈｔｍ）

重庆大学 ＳＶＰＮ 用户指南。 如对该服务有疑问可咨询学校信息化办公室

（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５０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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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星读秀图书表示图书馆尚未购买该资源， 可点击 “超星读秀

图书” 通过右侧展示的获取渠道尝试获取。

更多技巧请参见：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ｑｕｍｚｈ ｃｎ ／ ｂｂｓ ／ ｖｉｅｗｔｈｒｅａｄ ｐｈｐ？ ｔｉｄ ＝

３２１２１１ 读者使用图书馆遇到问题请到民主湖论坛的 “图书馆服务” 版块

发帖咨询与交流。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ｕｍｚｈ．ｃｎ ／ ｂｂｓ ／ ｆｏｒｕｍ．ｐｈｐ？ ｍｏｄ＝ｆｏｒｕｍｄｉｓｐｌａｙ＆ｆｉ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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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联系我们

７ １　 部门和分馆

部门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邮件地址 办公地址

综合办公室 周　 剑 ０２３－６５１０６０７９
ｚｈｏｕｊｉａｎ＠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二楼 Ｅ２０１

学科服务

（业务）
办公室

徐　 娟 ０２３－６５１０６０７７
ｘｕｊｕａｎ＠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二楼 Ｅ２０３

资源建设部 王彰红 ０２３－６５１０４１１１
ｆａｓｔｚｈｗａｎｇ＠ ２６３

ｎｅｔ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二楼 Ｅ２０７

网络服务部 田　 琳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ｔｉａｎｌｉｎ＠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三楼 Ｗ３０１

情报服务部 曹　 京 ０２３－６５１０５２２４
ｃａｏｊｉｎｇ＠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二楼 Ｅ２０４

特藏部 王彦力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７
ｗａｎｇｙａｎｌｉ＠ ｃｑｕ

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四楼 Ｒ４０１

Ａ 校区理工

图书馆
胡　 晓 ０２３－６５１０６３８４

３７１２０２８０７
＠ ｑｑ ｃｏｍ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三楼 Ｒ３１３

Ｂ 校区建筑

图书馆
孙　 锐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０ ｓｒｕｉ＠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一楼 １０８ 室

虎溪校区

虎溪图书馆
邓朝全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６７ ｄｃｑ＠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虎溪校区虎溪

图书馆十楼 １０１３ 室

理学分馆 邓朝全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６７ ｄｃｑ＠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虎溪校区理学楼

负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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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常见服务

服 务 服务电话 邮件地址 办公地址

书斋密码修改

数字图书馆使

用障碍与咨询

文献传递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ｄ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ｗｘｃｄ＠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三楼 Ｗ３０１

民主湖论坛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ｍｚｈ＠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三楼 Ｒ３０８

科技查新

查收查引

０２３－６５１０６３６４
１３３９９８９４８４０

２９８２８８２１＠ ｑｑ ｃｏｍ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一楼查新站

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心
０２３－６５１１３００１ ｃｑｕｉｐ＠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一楼知识产权

信息服务中心

学术评价与

分析
ｘｔｃ＠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十楼 １０１１

学科服务与

阅读推广

ｃｑｈｊｉｅ＠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２ ｌｉｙａｎ＠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６０ ｗｓ＠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图书捐赠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７ ｉｒｉｓｒａｎ＠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四楼特藏部

１０４１０９８８１＠ ｑｑ ｃｏｍ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三楼 Ｗ３０９

图书荐购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４
ｌｉｎｇｚｈｅｎｇ＠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一楼 Ｅ１０４

数字资源推荐 ０２３－６５１０４１１１ １００４２２３０＠ ｑｑ ｃｏｍ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二楼 Ｅ２０７

无线网络服务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ｔｉａｎｌｉｎ＠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三楼

网络服务部 Ｗ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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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培训预约

ｃｑｈｊｉｅ＠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２ ｌｉｙａｎ＠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６０ ｗｓ＠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ｘｔｃ＠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学术评价与

分析研究中心

通借通还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９７３１８４３２４＠ ｑｑ ｃｏｍ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服务台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１ ３７９７８４６１５＠ ｑｑ ｃｏｍ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一楼服务台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０１ １９１４９４０１＠ ｑｑ ｃｏｍ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一楼大厅服务台

创新发现中心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５２４４２４２１７＠ ｑｑ ｃｏｍ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一楼

空间服务

（预约会议室、
研修室、 固

定座位）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９７３１８４３２４＠ ｑｑ ｃｏｍ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服务台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１ ３７９７８４６１５＠ ｑｑ ｃｏｍ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１０５ 室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０１ １９１４９４０１＠ ｑｑ ｃｏｍ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一楼大厅服务台

设备借阅

（电纸书）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５ ９７３１８４３２４＠ ｑｑ ｃｏｍ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服务台

０２３－６５１２６１７１ ３７９７８４６１５＠ ｑｑ ｃｏｍ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一楼服务台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０１ １９１４９４０１＠ ｑｑ ｃｏｍ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一楼大厅服务台

珍藏室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７ ｔｘｍ＠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四楼

校友服务 ０２３－６５１１１４０２ ｘｙｆｗ＠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二楼 Ｗ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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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咨询

投诉 ／建议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１ ｃｑｕ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二楼 Ｅ２０１

重大文库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７
ｗａｎｇｙａｎｌｉ＠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一楼

展览服务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７
ｗａｎｇｙａｎｌｉ＠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逸夫楼一楼

０２３－６５６７８０６７
ｌｉｕｆａｎｇｂｉｎｇ＠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虎溪校区虎溪

图书馆一楼

学位论文提交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１４
１６６１８４０５５２＠

ｑｑ ｃｏｍ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东楼一楼 Ｅ１０４



５４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附录 １： 主要数字文献资源列表

（１） 索引数据库与文摘数据库

①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Ｍ 核心合集是综合性文摘索引数据库， 由 ８ 个子数

据库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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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
ＰＡＮＤＥＤ、 ＩＣ） 组 成， 还 包 含 ＭＥＤＬＩＮＥ、 ＤＩＩ、 ＥＳＩ、 ＪＣＲ、 ＥｎｄＮｏｔｅ Ｗｅｂ

等数据库和工具。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ｉｓ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 ／

②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Ｖｉｌｌａｇｅ 是目前全球最全面的工程领域二次文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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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ｏｍ ／

③ Ｓｃｏｐｕｓ

Ｓｃｏｐｕｓ 是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公司提供的文摘数据库， 收录来自全球 ５０００ 多家

出版商的 １８０００ 多种同行评审期刊、 ５００ 多种会议录、 ６００ 多种商业期刊

以及 １２５ 种丛书， 内容涉及人文、 科学、 技术及医学方面的文献。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ｃｏｐｕｓ ｃｏｍ ／

④ＳＣＩＦｉｎｄｅｒ

ＳＣＩＦｉｎｄｅｒ （ ＣＡｗｅｂ 版 ） 由 美 国 化 学 文 摘 社 （ ＣＡ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编辑出版， 是涉及学科领域最广、 收集文献类型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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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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ｓ： ∥ｓｃｉｆｉｎｄｅｒ ｃａｓ ｏｒｇ ／

⑤ 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资料库 （简称为 ＴＳＳＣＩ） 是台湾社会科学研

究中心推出的数据库， 汇集了台湾地区权威人文社科类期刊 ８７ 种， 大部

分期刊可以免费浏览全文。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ｄｂ１ｎ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ｄｕ ｔｗ ／ ｔｅｘｔｄｂ ／ ｔｓｓｃｉ ／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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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ｃｓｓｒａｃ ｎｊｕ ｅｄｕ ｃｎ ／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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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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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ｓｄｂ ｃｓｄｌ ａｃ ｃｎ ／

⑧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篇名库） （１９５０－１９７９ 年）

目前国内唯一揭示中文报刊资源时间跨度最大 （近一个半世纪），
报道报刊品种最多 （一万五千余种） 的报刊数据库产品， 是学科史研究

者必不可少的工具。
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ｎｂｋｓｙ ｃｎ ／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ｄ＝ １５

（２） 数字期刊与报纸

①ＣＮＫＩ 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中国知网是中文核心文献数据库， 属于综合数据库， 覆盖理



５６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工、 社会科学、 电子信息技术、 农业、 医学等学科。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②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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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 ／

③维普期刊资源服务平台

维普期刊资源服务平台收录近 ９０００ 种期刊， 收藏各类学术论文 １５００

万余篇， 年更新量 ２５０ 万篇。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ｖｉｐ ｃｏｍ ／

④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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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科技专家等。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ｇ 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 ｃｏｍ ｃｎ ／

⑤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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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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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１： 主要数字文献资源列表 ５７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 ｉｅｅｅ ｏｒｇ

⑦Ｋｌｕｗｅｒ ｏｎｌｉｎｅ

荷兰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是具有国际性声誉的学术出版商， 该

公司出版的高品位学术期刊通过网络提供检索、 浏览服务。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ｋｌｕｗｅｒ ｃａｌｉｓ ｅｄｕ ｃｎ ／

⑧Ｅｍｅｒａｌｄ

Ｅｍｅｒａｌｄ 期刊库包含 ２００ 种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期刊， 涉及各个二级

学科， 如会计金融与经济学、 商业管理与战略、 公共政策与环境管理、

市场营销、 信息与知识管理、 教育管理等。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ｅｍｅｒａｌｄｉｎｓｉｇｈｔ ｃｏｍ

⑨Ｗｉｌｅ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Ｉｎｃ 是有 ２００ 年历史的国际知名专业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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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可访问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电子期刊 １２３４ 种， 其学科范围以

科学、 技术与医学为主。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ｌｅｙ ｃｏｍ ／

⑩ＪＳＴＯＲ

ＪＳＴＯＲ 是过刊数据库， 可提供 ７００ 多种期刊全文， 大部分期刊可查

询到创刊号。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ｊｓｔｏｒ ｏｒｇ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 ＩＣＥ） 数据库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简称 ＩＣＥ） 成立

于 １８１８ 年， 它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专业工程机构， 有近 ２００ 年的历

史， 出版的系列期刊是涵盖了土木工程研究和实践的所有关键领域。

地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ｃ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 ／



５８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ＯＰ 两种激光刊

Ａｓｔｅｏ ＬＴＤ 公司的两种旗舰期刊： ｌａｓ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 （ 《激光物理》 ） 和 ｌａ⁃

ｓ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 （ 《激光物理通讯》 ）， 在一个出版平台上， 同时得到两

种激光相关领域的领先期刊。

网址： ｈｔｔｐ： ∥ｉｏｐ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ｏｐ ｏｒｇ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ｍ 台湾华艺科学期刊及学位论文数据库

台湾科学期刊数据库 （ＴＥＰＳ） 收录范围较广， 主要收录有： 土木工

程及建筑、 大气科学、 工业工程、 化学及化学工程学、 食品科学、 心理

学、 生化工程学、 生命科学、 安全科学、 机械工程、 材料工程等 ６５ 大类

学科的相关文献资源。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ａｉｒｉｔ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ｎ ／

ｎＮＳＴ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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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购买的回溯资

源包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回溯数据库、 Ｎａｔｕｒｅ 回溯数据库、 ＯＵＰ （牛津大学出版

社） 回溯数据库、 ＩＯＰ （英国物理学会） 回溯数据库、 Ｔｕｒｐｉｏｎ 回溯数据

库， 其他的回溯数据库的购买协议正在洽谈， 回溯数据仍在不断增加中。

目前共有 １１２２ 种期刊， 文章总数 ３００ 多万篇。

链接地址： ｈｔｔ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ｎｓｔｌ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３） 电子图书数据库

① 京东阅读

重庆大学图书馆与京东阅读合作的电子书阅览室， 拥有 ２０ 万正版数

字图书资源， 涉及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文学、 历史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 工业科技等十多个学科， 满足各种阅读需求， 新书更新速度快，

每周有新书上线， 年更新量 ４ 万种以上。 需要下载 ＡＰＰ 或通过 ＰＣ 端登

录使用。 下载方法：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 ｅｄｕ ｃｎ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ｇｕｉｄ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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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ｇｘ ｊｄ ｃｏｍ ／ ｇｘ ／ ｇｘ＿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ａｃｔｉｏｎ

② 博图外文数字图书

博图外文数字图书馆拥有 ４０ 万册的外文电子图书， 所有电子图书均

为文本格式， 可以在线阅读和文字拾取， 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且支持

全文检索。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６８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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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该平台可以阅

读 １００ 多万本的电子图书， 涉及多个学科， 为综合性数据库。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ｅｄｕ ｓｓ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 ／

④ 书生之家图书

书生之家图书为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目前共有 ６３ 万余册图书， 涉

及多个学科。 资源内容分为书目、 提要、 全文三个层次， 提供全文、 标

题、 主题词等十种数据库检索功能以及元数据套录功能。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４５： ８８ ／ ｓｔａｔ ／ ｌｏｇｉｎｄｅｘ ｖｍ

⑤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 共收条目 ７８２０３ 条， 计 １２５６８ 万字， 图表 ５ 万

余幅。 内容涵盖了哲学、 社会科学、 文学艺术、 文化教育、 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等 ６６ 个学科领域。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６６： ９１８ ／ ｗｅｂ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⑥ ＡＳＴＭ 数据库

国际试验与材料协会数据库， 包含在 ＡＳＴＭ 的大量技术图书和期刊

中发表的所有文章、 论文以及图书。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ａｓｔｍ ｏｒｇ

⑦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Ｏｎｌｉｎ （大英百科全书在线英文版）

大英百科全书， 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



６０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是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ｂ ｃｏｍ ／

⑧ 牛津学术专著在线数据库

牛津学术专著在线数据库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正式推

出的覆盖多学科、 专业学术专著系列数据库， 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享誉全

球的学术专著产品， 尤其是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 商业与管理、 神经科

学以及传染病学的文献更是品质卓越。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ｃｏｍ

⑨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系列出版物刊发由权威科学家针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原

始研究文献而撰写的内容丰富的、 响应及时的评论文章， 旨在帮助研究

人员跟踪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动态。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系列出版物分为 ４０

个专题， 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影响力。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ｒｇ ／

⑩ ＷＯＯＤＨＥＡＤ ＆ ＣＨＡＮＤＯＥＳ 电子书

Ｗｏｏｄｈｅａｄ 高品质的、 屡获殊荣的学科领域包括： 材料科学、 纺织技

术、 食品科学、 工程、 能源与环境技术、 生物医学等， ＣＨＡＮＤＯＥＳ 则因

其强大的图书馆信息科学与亚洲研究为众所周知。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 ／

（４） 学位论文数据库

① ＣＮＫＩ 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知网包含有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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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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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在访问权限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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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和下载中国内地部分高校的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全文。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ｇ 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 ｃｏｍ ｃｎ ／

③ ＰＱＤＴ

ＰＱＤＴ 是世界著名的学位论文数据库， 收录有欧美 １０００ 余所大学文、

理、 工、 农、 医等领域的博士、 硕士学位论文， 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

的信息资源。 该数据库为全文数据库， 每年新增学位论文 １ 万多篇。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ｐｑｄｔ ｃａｌｉｓ ｅｄｕ ｃｎ ／

④ 重庆大学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库

ＲＩＳＳ２ 资源服务平台提供重庆大学授予学位的博硕学位论文的全文。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６７： ８００８ ／ ＲＩＳＳ２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⑤ 台湾华艺科学期刊及学位论文数据库

台湾科学学位论文数据库主要是收录台湾重要大学博硕士论文之电

子全文 ＰＤＦ 文件以及书目数据， 主要包括台湾教育部门 ２００８ 年遴选的

顶尖研究大学。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ａｉｒｉｔｉ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ｎ ／

⑥ ＤＤＳ 学位论文集成发现系统

ＤＤＳ 主要收录了来自欧美国家 １２００ 多所知名大学的优秀博硕学位论

文， 其中 ７０％是美国之外的世界名校， 涉及理、 工、 农、 医、 管、 经、

法、 教、 文、 史、 哲、 军、 艺等 １３ 大学科门类， 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

的信息资源。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ｏａｄｄｓ ｃｎ ／

⑦ ＡＤＤＳ 权威论文发现系统

完整收集了 ＱＳ 全球大学排名前 ２００ 位的国外高校公开学位论文， 揭示

全球顶尖学府的科研产出， 论文涉及 ２００ 多个学科， 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系

统性、 全面性。 为高校师生从事日常学习、 论文写作与科研创新提供权威、

专业的论文保障与文献服务。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ｂｏｔｕａｄｄ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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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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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二级以上学会、 协会、
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 学术机构等单位的论文集等。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②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万方收录了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供的， １９８５ 年至今世界主要学

会和协会主办的会议论文， 以一级以上学会和协会主办的高质量会议论

文为主。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ｇ 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 ｃｏｍ ｃｎ ／

③ ＩＥＥＥ ／ ＩＥ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ＥＬ）

ＩＥＬ 提供电子电气类会议录 ７２１３ 种。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 ｉｅｅｅ ｏｒｇ

④ ＡＣＭ 数据库

ＡＣＭ 数据库收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美国计算机学会） 的会议录全文。
网址： ｈｔｔｐ： ∥ｐｏｒｔａｌ ａｃｍ ｏｒｇ ／

⑤ ＭａｔｈＳｃｉＮｅｔ （数学评论）

美国数学学会出版的 《数学评论》、 数学研究文献的书目数据及评

论。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ａｍｓ ｏｒｇ ／ ｍａｔｈｓｃｉｎｅｔ

⑥ ＡＳＣＥ 电子期刊及会议录

提供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ＡＳＣＥ） 的会议录 。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
ａｓｃ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⑦ 中国光学期刊网

中国光学期刊网数据库是依托中科院科技期刊改革项目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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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文收录了国内比较权威的光学会议论文。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ｏｐ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ｅｔ ／ Ｓｅａｒｃｈ

⑧ ＡＳＭＥ 数据库

ＡＳＭ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成立于 １８８０ 年。 现今

已成为一家拥有全球超过 １２７０００ 会员的国际性非赢利教育和技术组织。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ａｓｍ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ｍｅ ｏｒｇ ／

⑨ ＯＳＡ 数据库

美国光学学会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ＯＳＡ）， 成立于 １９１６

年。 ＯＳＡ 数据库包括 １４ 种 ＯＳＡ 期刊、 ７ 种合作出版期刊和 ＯＳＡ 主题会

议录系列、 三大行业会议录 （ＯＦＣ、 ＣＬＥＯ、 ＦＩＯ） 以及 ２０１２ 年新推出的

ＯＳＡ 光学影像图库。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ｏｐｔｉｃｓｉｎｆｏｂａｓｅ ｏｒｇ

⑩ ＳＰＩＥ

ＳＰＩＥ 数字图书馆 （ＳＰＩ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收录了国际光学工程学会的

会议录和期刊出版物， 其中会议录超过 ６５００ 卷， 年新增 ４００ 卷左右， 回

溯至 １９９０ 年； 一共收录超过 ２９５， ０００ 篇论文， 每年会有 １８０００ 篇新论文

增加。 所有文章均通过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 建立参考文献链接， 实现跨数据库 ／出版

社的阅览。

链接地址： ｈｔｔｐ： ∥ｓｐｉ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６） 专利、 标准数据库

①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提供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检索与下载服务。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

ｇ 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 ｃｏｍ ｃｎ ／

② ＩＥＥＥ ／ ＩＥ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ＩＥＬ）

提供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 ＩＥＥＥ） 和英国电气工程师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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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Ｅ） 的 ３８８９ 种标准的全文信息。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ｉｅｅｅｘｐｌｏｒｅ ｉｅｅｅ ｏｒｇ

③ 国家标准库 （原中国强制性标准）

国家标准库可检索中国颁布的强制性标准全文数据。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１８ ２４６ ３５ １３： ８５ ／ ｂｚ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

④ Ｄｅｒｗ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 （ＤＩＩ）

Ｄｅｒｗ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 是权威专利全文数据库， 含美、 德、 欧洲

专利。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 ／ ？ ＤｅｓｔＡｐｐ＝ＤＩＩＤＷ

⑤ ＵＳＰＴＯ 专利数据库

ＵＳＰＴＯ 专利数据库收录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全文专利数据库， 可以

查找到 １７９０ 年以来的专利全文。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ｕｓｐｔｏ ｇｏｖ ／

⑥ ＡＳＴＭ 数据库

提供 ＡＳＴＭ 制定的标准数据。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ｃｏｍｐａｓｓ ａｓｔｍ ｏｒｇ ／

⑦ 欧洲专利局 （ＥＰＯ） 专利检索系统

可以检索并浏览欧美等 ７０ 多个国家的专利全文和 ＰＣＴ 专利 （国际

专利） 的全文， 以及日本专利的文摘。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ｅｐ ｅｓｐａｃｅｎｅｔ ｃｏｍ ／

⑧ 加拿大专利数据库

提供七十五年来的 １５０ 多万篇加拿大专利全文。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ｃ ｇｃ ｃａ ／ ｅｉｃ ／ ｓｉｔｅ ／ ｃｉｐｏ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ｏｐｉｃ ｎｓｆ ／ ｆｒａ ／ ａｃｃｕｅ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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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

收录 １９８５ 年以来公布的全部中国专利信息， 包括发明、 实用新型和

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著录项目及摘要， 并可浏览到各种专利说明书全文

及外观设计图形。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ｉｐｏ ｇｏｖ ｃｎ ／ ｗｘｆｗ ／

⑩ 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 （知网版）

《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 （知网版） 》 包含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三个子库， 准确地反映中国最新的专利发明。 可以通过申

请号、 申请日、 公开号、 公开日、 专利名称、 摘要、 分类号、 申请人、

发明人、 优先权等检索项进行检索， 并一次性下载专利说明书全文。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ｄｂｐｕｂ ｃｎｋｉ ｎｅｔ ／ Ｇｒｉｄ２００８ ／ Ｄｂｐｕｂ ／ Ｂｒｉｅｆ ａｓｐｘ？ ＩＤ ＝

ＳＣＰＤ＆ｓｕｂＢａｓｅ＝ａｌｌ

（７） 年鉴数据库

① ＣＮＫＩ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是国内最大的连续更新的动态年鉴资源全文数

据库。 收录了 １９１２ 年至今中国国内的中央、 地方、 行业和企业等各类年

鉴的全文文献。

链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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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 收录了 ２００ 多家知名出版社近 ４０００ 余部

工具书， 约 １５００ 万词条， ７０ 万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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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涵盖

哲学、 社会科学、 文学艺术、 文化教育、 自然科学、 工程技术等各个领

域， 是读者全方位了解科学知识， 并向广度和深度进展的桥梁和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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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ｃｎｋｉ ｎｅｔ

② 万方新方志数据库

新方志知识服务系统是由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建设的， 全面、 系统

集成整合我国新方志文献资源的综合数据库， 是国内第一个时间跨度大、

涵盖范围广、 资料全面、 可多角度检索的中国地情知识资源总库， 目前

已经收集了 １９４９ 年以后出版的 ２ 万多册中国地方志。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ｃ ｇ 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 ｃｏｍ ｃｎ ／ Ｌｏｃａｌ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ａｓｐｘ

③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 Ｏｎｌｉｎ （大英百科全书在线英文版）

《大英百科全书》 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

书， 是世界三大百科全书之一。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ｓｅａｒｃｈ ｅｂ ｃｏｍ ／

（９） 知识发现平台

① 卓越联盟图书馆知识共享服务平台

这一平台为北京理工大学、 重庆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东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湖南大学 １０ 所 “９８５” 高校提供图书馆资源的联合搜索和导航。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ｚｙｌｍ ｓｕｐｅｒｌｉｂ ｎｅｔ ／

② 读秀学术搜索

读秀学术搜索是一个可以对文献资源及其全文内容进行深度检索，

并且提供免费文献传递服务的平台。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ｅｄｕ ｄｕｘｉｕ ｃｏｍ ／

③ 大学城共享平台

由重庆大学图书馆牵头搭建的重庆市高校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

可提供 ４ 万册图书、 ４０００ 集课程视频， 以及百链整合的统一检索。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ｌｉｂ ｃｑｕｃ ｎｅ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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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文献管理软件与分析工具

① 文献管理软件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是目前流行的参考文献管理工具软件， 其核心功能是帮

助读者在整个科研流程中高效利用电子资源。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ｉ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ｃｇｉ － ｂｉｎ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ｓｃｈ ｃｇｉ？ ｃｏｄｅ＝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ＤａＸｕｅ

② 文献分析工具 ＥＳＩ

ＥＳＩ 是汤森路透在汇集和分析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ＣＩＥ ／ ＳＳＣＩ） 所收录的

学术文献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分析型数据库。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ｉｓ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 ／

③ 文献分析工具 ＪＣＲ

ＪＣＲ 是一个独特的多学科期刊评价工具， 网络版 ＪＣＲ 是唯一提供基

于引文数据的统计信息的期刊评价资源。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ｉｓ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 ／

④ Ｉｎｃｉｔｅｓ

ＩｎＣｉｔｅｓ 是汤森路透集团在汇集和分析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ＣＩＥ ／ ＳＳＣＩ ／
ＡＨＣＩ） 引文数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研评价参考工具， 综合了各种计

量指标和 ３０ 年来各学科各年度的全球基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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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机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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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ｉｓｉ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 ／

（１１） 专题与专业数据库

① 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经网）

中国经济信息网 （简称中经网）， 是国家信息中心组建的、 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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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信息为主要业务的专业性信息服务网络。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２５ ／

② 月旦知识库

完整收录全球华文法学文献， 包括期刊、 文献专论、 影音论坛、 教

学资源、 词典工具书、 法律分析、 实务判解精选、 常用法规、 法学名家、
博硕士论文、 考试题库热点等共 １１ 大子库、 近 ５０ 万笔法学全文数据，
运用智能型跨库整合交叉比对查询。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ｌａｗｄａｔａ０１ ｃｏｍ ｃｎ

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国研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办，
是中国著名的大型经济类专业网站， 是向领导者、 投资者和学者提供经

济决策支持的权威的信息平台。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６２ ／

④ 中国资讯行

中国资讯行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ｏＢａｎｋ） 是香港专门收集、 处理及传播中国商

业信息的高科技企业， 其数据库 （中文） 建于 １９９５ 年， 内容包括实时财

经新闻、 权威机构经贸报告、 法律法规、 商业数据及证券消息等。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ｂｊｉｎｆｏｂａｎｋ ｃｏｍ ／

⑤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以国家统计局、 国家发改委、 海关总署、 人民银

行、 交通部、 外汇管理局、 商务部等官方数据发布机构， 以及各行业协会

为稳定的信息来源， 涵盖了宏观、 农业、 石油、 煤炭、 电力、 机械等 ２４
个行业， 对行业的发展以及运行态势进行立体、 连续、 深度展示， 旨在帮

助行业人员快速掌握行业数据信息。 链接地址： ｈｔｔｐ： ∥ｃｙｋ ｃｅｉ ｇｏｖ ｃｎ ／

⑥ ＥＰＳ 数据库

该平台通过一系列先进的数据检索、 数字地图、 数据挖掘和数据分

析预测等应用工具， 为各级政府部门、 教育系统、 企业提供全面、 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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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数据以及各种数据趋势分析与预测结果。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ｅｐｓｎｅｔ ｃｏｍ ｃｎ

⑦ 北大法意教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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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ｌａｗｙｅｅ ｏｒｇ ／ Ｕｓｅｒ ／ ＡｕｔｏＬｏｇｉｎＢｙＩＰ ａｓｐ

⑧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ｃｉ （国道外文专题数据库）

多学科、 外文专题文献数据库平台， 包括材料、 生物、 工程、 图书

情报等专题。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ｃｉ ｃｎ

⑨ ＲＥＳＳＥＴ 金融研究数据库

ＲＥＳＳＥＴ 是目前国内数据最全面、 算法最准确、 系统最稳定、 使用最

便捷的研究型数据库， 是为实证研究、 模型检验等提供支持的数据平台。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ｒｅｓｓｅｔ ｃｎ

⑩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ＧＣＤＳ）

全球案例在线、 中文案例素材库和清华经管教学案例全文库。 链接

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ｈｔｃａｓｅｓ ｃｏｍ ｃｎ ／

 尚唯产品样本数据库

收录全球知名大型工业企业的产品样本。 收录 １ 万余家企业的 ３２０
余万件产品及 ２５０ 万余个产品样本。 主要收录欧美地区大型知名企业。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３１ ／

 材料性能数据库 ＣＩＮＤＡＳ

ＣＩＮＤＡＳ 数据库一共包含 ５ 个子库： 宇航结构金属数据库、 微电子封

装材料数据库、 材料热物理性能数据库、 损伤容限设计手册、 结构合金

手册。 属于材料性能数值型数据库， 有较高的权威性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ｓ： ∥ｃｉｎｄａｓｄａｔａ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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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ＩＡＡ 会议录及期刊数据库

ＡＩＡＡ 会议录及期刊数据库是美国航空航天学会出版的权威专业数据

库。 ＡＩＡＡ 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航空航天方面的非政府及非赢利的专业

学会。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ａｒｃ ａｉａａ ｏｒｇ ／

 ｎ 北大法宝

“北大法宝” 法律数据库涵盖中国法律法规、 司法案例、 法学期刊、
英文译本、 专题参考、 视频课件六大部分内容， 数据总量 １５０ 万余篇。
主要内容中国法律法规数据库、 中国司法案例数据库、 中国法学期刊数

据库、 专题参考数据库、 中国法律英文译本数据库和法律视频课件库。
链接地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ｎ ／
 ｏＢＶＤ 数据库

ＢＶＤ （Ｂｕｒｅａｕ ｖａｎ Ｄｉｊｋ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ｑｕｅｓ ＳＡ） 是欧洲著名的全球

金融与企业资信分析数据库电子提供商， 为各国政府金融监管部门、 银

行与金融机构、 证券投资公司等提供国际金融与各国宏观经济走势分析

等专业数据。
链接地址： ｈｔｔｐｓ： ∥ｅｉｕ ｂｖｄｅｐ ｃｏｍ ／ ｉｐ

（１２） 考试系统

① 维普考试资源系统

《维普考试资源系统》 是集日常学习、 考前练习、 在线考试、 模拟

测试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教育资源数据库。 拥有十大分类数百个细分考

试科目涵盖了英语、 计算机、 公务员、 司法、 经济、 考研、 工程、 资格、
医学、 职业考试等领域。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４９： ８０８１ ／

② 银符等级过关考试平台

“银符模拟考试平台” 是一款侧重于资源的新型在线考试模拟系统，
拥有八大类、 ６５ 个二级考试科目、 ２２０ 种考试、 ７ 万套原版试卷、 ５００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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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道试题， 帮助用户全面攻克考试难关。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５３： ８０８４ ／ ＹＦＢ１２ ／ ｉｎｄｅｘ ｊｓｐ

③ 北大法宝———司法考试平台

北大法宝－ 司法考试平台包括在线答题、 重点法条、 法律汇编、 司

考大纲、 法律文书、 我的司考六个部分。 其中在线答题系统的考试计时、
提醒交卷、 强制交卷等功能设计， 全真模拟考试现场， 方便考生真实完

成司法考试的自我测试。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ｅｘａｍ ｐｋｕｌａｗ ｃｎ ／

（１３） 多媒体数据库

① “知识视界” 视频教育资源库

“知识视界” 视频教育资源库是武汉缘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专

为高校而量身打造的， 收录有 ４０６８ 部精彩的科教大片。
链接地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６９ ／

② 随书光盘资源管理系统

系统提供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所附带的随书光盘资源。 链

接网址： ｈｔｔｐ： ∥２０２ ２０２ １２ ３２ ／ ｂｏｏｋｃｄ ／

③ 超星 “名师讲坛”

超星 “名师讲坛” 蕴藏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多年的学术精华。 链

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ｓｓｖｉｄｅｏ ｃ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ｏｍ

④ 世界名校精品课教育视频资源服务平台

平台汇集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牛津大

学、 斯坦福大学、 康奈尔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哥伦

比亚大学等世界各大名校著名教授的视频课程资源。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ｓｈｕｔｕ ｔｖ ／ ｓｃｈｏｏｌ ／ ４１８ ／ ｓｊｍｘ

⑤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

该平台由应用外语类、 国内考试类、 出国考试类、 实用技能类四个



７２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大库， 及多门精选课程构成。 涵盖了英语、 德语、 法语、 日语、 韩语、
西班牙语六门语言学习从入门到精通的全部内容。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ｋｏｏｌｅａｒｎ ｃｏｍ

⑥ ＫＵＫＥ 数字音乐图书馆

专注于非流行音乐发展的数字音乐图书馆。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ｅｄｕ ｋｕｋｅ ｃｏｍ

⑦ 雕龍—中国古籍全文数据库

全球最知名的超大型汉字古籍全文检索数据库。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ｄｉａｏｌｏｎｇ ｎｅ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ｄｌｃｌｉｅｎｔ ｅｘｅ

⑧ 英语口语伙伴

通过人机交互模式， 模拟上万种实用对话场景， 给图书馆用户提供

一个实用的、 轻松的口语学习平台。 包括英语、 法语、 德语、 日语、 韩

语、 中文普通话等多种语言资源。
链接网址： ｈｔｔｐ： ∥ｃａｌｉｓ ｉｓａｙｂ ｃｏｍ

（１４） 自建特色数据库

① 重庆大学学术成果总库

重庆大学学术成果总库是重庆大学机构知识库， 收集重庆大学师生

的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专著等成果与产出。
链接地址： ｈｔｔｐ： ∥２２２ １９８ １３０ ９７： ８１ ／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ｓｐｘ
更多数字资源， 请参见数字图书馆主页的 “资源导航”
如果您在使用数字资源的过程中遇到问题， 请与图书馆网络服务部

联系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５１０２６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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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各学部数字文献列表

（１） 综合类 （多学科） 数字文献资源列表

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多种文献

类型

ＣＮＫＩ 知识资源总库
综合性全文数据库 （学位论文、 期刊、 报

纸、 专利、 年鉴、 会议论文、 工具书等

万方数据知识

服务平台

综合性全文数据库 （学位论文、 期刊、 会

议论文、 标准等）

台湾华艺科学期刊

及学位论文数据库

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期刊数据库 （３４３ 种

期刊） 和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学位论文数

据库

台湾华艺人社期刊、
学位论文数据库

收录人文社科期刊共 １， １２１ 种； 台湾最

大的人文社科学位论文数据库 （收录 ２８，
４４０ 篇电子全文）

创业数字图书馆
从职业探索、 职业定位、 知识准备、 职业

学习， 直到职业实践的全程就业知识服务

索引文墒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权威引文索引数据库 （含 ＳＣＩ －Ｅ、 ＳＳＣＩ、
ＡＨＣＩ、 ＣＰＣＩ－Ｓ、 ＣＰＣＩ－ＳＳＨ、 ＩＣ、 ＣＣＲ、 ＤＩＩ、
ＪＣＲ、 ＥＳＩ、 ＭＥＤＬＩＮＥ、 ＥｎｄｎｏｔｅＢａｓ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ｉｌｌａｇｅ
权威索引数据库 （含 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 工程索

引、 ＮＴＩＳ、 ＵＳ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ＥＰ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ＣＳＣＤ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 ＣＳＣＤ）， 中国的

ＳＣＩ， 用来检索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

引情况

ＣＳＳＣＩ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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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ＳＳＣＩ 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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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索引文摘

ＳＣＩＦｉｎｄｅｒ
美国化学文摘网络版， 通过 ＳｃｉＦｉｎｄｅｒ 可以

同时检索美国化学文摘社 （ＣＡＳ） 的多个

数据库

ＳＣＯＰＵＳ 全球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篇名库）
（１９５０—１９７９ 年）

特大型二次文献数据库

ＣＮＫＩ 引文数据库

依据 ＣＮＫＩ 收录数据库参考文献和文献注

释为信息对象建立的、 具有检索功能的文

献数据库

电子期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期刊

Ｎａｔｕｒｅ 自然基础科学领域核心期刊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世界高质量学术期刊数据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 综合性外文期刊

Ｗｉｌｅ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高质量学术期刊全文库

Ｅｍｅｒａｌｄ 管理学、 工程学和图书馆学全文数据库

维普科技期刊 综合性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ＥＢＳＣＯ （ＡＳＣ、 ＢＳＣ） 综合性全文数据库、 过刊数据库

ＩＥＥＥ ／ ＩＥ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ＥＬ）

电子电气类数字期刊、 会议录、 标准全

文库

Ｋｌｕｗｅｒ ｏｎｌｉｎｅ
综合性外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新数据检索

建议使用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 平台）

牛津期刊现刊库 全学科共计 ２５５ 种期刊的全文文献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由权威科学家针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始研

究文献而撰写的内容丰富的、 响应及时的

评论文章

ＮＳＴＬ “外文回溯

期刊全文数据库”

回溯资源包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数据库、 Ｎａｔｕｒｅ
数据库、 ＯＵＰ （牛津大学出版社） 数据库

ＩＯＰ （英国物理学会） 数据库、 Ｔｕｒｐｉｏｎ 数

据库等



附录 ２： 各学部数字文献列表 ７５　　　

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电子期刊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ＵＳＥ
期刊数据库

收录来自 ２４０ 多家出版社的 ６３０ 多种期刊

共计超过 ３４ 万多篇文章

Ｎａｔｕｒｅ 系列子刊
自然基础科学领域核心期刊， 是世界上最

著名的科技期刊之一

俄罗斯在线

科学图书馆

囊括了俄罗斯及前独联体国家最高水平的

学术机构和学协会发表的最高水平的文章

和期刊论文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提供超过 １１００ 种经专家评审的高质量

期刊

博看网畅销

期刊数据库
精品人文畅销电子期刊

大成老旧刊

全文数据库

清末到 １９４９ 年近 ８０ 年间中国出版的期刊，
在近现代文学方面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和

史料价值。

ＴＡＯ 台湾学术期刊 台湾地区出版的学术期刊精品

ＳＡＧＥ
（回溯期刊、 现刊）

商业、 人文、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科技

和医学类的期刊数据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大型英文学术期刊 （基础科学、 工程技术

生命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

Ｇａｌｅ
Ｇａｌｅ 文学资源中心、 人物传记中心、 世界

历史中心， 商业资源中心

剑桥期刊在线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２８４ 种学术期刊

台湾华艺科学期刊及

学位论文数据库

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期刊数据库 （３４３ 种

期刊） 和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学位论文数

据库

Ｂｅｇｅｌｌ 数字图书馆

主要覆盖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航空宇

航科学与技术、 核科学和技术、 生物医学

工程学科领域

ＪＳＴＯＲ 综合性过期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７６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电子期刊

ＮＳＴＬ 订购期刊

Ｍａｎｅｙ 网络期刊、 ＥＳＡ 网络期刊、 中欧科

学期刊、 Ｉｎｆｏｒｍｓ 网络期刊、 冷泉港 ＣＳＨＬ
网络版期刊

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涵盖民国时期期刊 ４０００ 多种

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 收录了 １８３３～１９１１ 年间 ３０２ 期刊

ＯＡ 期刊
中 国 光 学 期 刊 网、 ＡｒＸｉｖ、 ＨｉｇｈＷｉｒｅ
Ｐｒｅｓｓ、 ＤＯＡＪ

ＷｏｒｌｄＳｃｉＮｅｔ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Ｗｏｒｌ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专

门为科研人员提供的期刊在线服务

报纸

ＣＮＫＩ 报纸数据库 中文报纸全文数据库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收录解放后到文革结束期间的报纸篇名

晚清民国大报
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大型报纸的巨型原文影

像版数据库

人民数据库
收录人民日报 １９４６ 年创刊至今六十多年

来的新闻报道

电子图书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世界高质量学术期刊数据库、 电子图书数

据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Ｌｉｎｋ 综合性外文期刊、 电子图书全文数据库

Ｗｉｌｅ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高质量学术期刊全文库、 电子图书数据库

Ｅｍｅｒａｌｄ 管理学、 工程学和图书馆学全文数据库

《酶学方法》
电子图书

微生物学、 生物化学、 癌症研究、 遗传学

等方面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源。 通过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平台访问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经济学手册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经济学手册。 通过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平台

访问

剑桥数字图书 材料、 电子、 环境与建筑学类电子图书

ＭＩＴ 电子图书 生物工程、 计算与处理等学科图书



附录 ２： 各学部数字文献列表 ７７　　　

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电子图书

优阅电子图书 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超星电子图书 国内最大的中文电子图书网站

书生之家图书 综合性、 中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Ａｐａｂｉ 方正集团旗下专业的数字图书平台

博图外文电子图书 外文原版电子图书平台

金图外文电子图书 原版外文电子图书数据库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在线参考书库

社会学和人文学科的大量权威和最新的学

术资料

牛津学术专著

在线数据库

牛津大学出版社于推出的覆盖多学科、 专

业学术专著系列数据库， 享誉全球的学术

专著产品

ＷＯＯＤＨＥＡＤ ＆
ＣＨＡＮＤＯＥＳ 电子书

Ｗｏｏｄｈｅａ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伍德海德出版社）
出版的电子图书

皮书数据库 专业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学术资源总库

中国基本古籍库 提供上万册中文古籍的全文数据

京东阅读
京东阅读校园版专为高校读者提供电子书

畅读服务

中国共产党思想

理论资源数据库

被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称为 “用科学技术

传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工程”

学位论文

ＰＱＤＴ 学位论文 国外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台湾华艺科学期刊

及学位论文数据库

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期刊数据库 （３４３ 种

期刊） 和台湾地区最大的科学学位论文数

据库

ＤＤＳ 学位论文集成

发现系统
欧美高校博硕学位论文数据库

ＡＤＤＳ 权威论文

发现系统

ＱＳ 全球大学排名前 ２００ 位的国外高校公开

的博硕学位论文



７８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学位论文

ＣＡＬＩＳ 学位论文

中心服务系统

中国高校博硕士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 面

向全国高校师生提供中外文学位论文检索

和获取服务

ＣＮＫＩ 博硕论文数据库 中文博硕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 中文博硕论文全文数据库

重大博硕学位

论文数据库

重庆大学历年博士、 硕士的学位论文全

文库

会议论文

ＣＮＫＩ 会议论文数据库 中文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万方会议数据库 中文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国际会议论文

全文数据库
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ＳＰＩＥ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议论文数据库

专利、
标准

数据库

ＤｅｒｗｅｎｔⅡ、 中国强

制性标准、 万方标

准 数 据 库、
ＵＳＰＴＯ、 ＣＮＫＩ 中

国专利全文数据库

免费数据库： 中国专利信息中心专利检索

系统、 欧洲专利局 （ＥＰＯ） 专利检索系统

加拿大专利数据库

多媒体

超星名师讲坛 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知识讲座数据库

知识视界
为高校而量身打造的科教 “电影” （英文

视频）

网上报告厅 大型视频专家报告库

软件通
计算机技能自助式视频学习多媒体视频数

据库

英语口语伙伴 自主练习英语等语种的口语能力平台

新东方多媒体

学习库
在线推出的 “一站式” 外语网络课堂

数图教育视

频资源平台
综合性教育视频资源库



附录 ２： 各学部数字文献列表 ７９　　　

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多媒体

Ａｒ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艺术和建筑的研究中独特的资源 ， 拥有

６３０００ 多幅来自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Ｄｅｓｋ 等出版社的图

片集

天天微学习
针对广大师生朋友提供定向化的知识服务

平台

方志
中国新方志

数据库 （新方志）
万方平台下的新方志可检索 １９４９ 年以后

出版的中国地方志的所有条目

考试系统

起点自主学习系统 综合模拟考试平台

银符等级

过关考试平台
综合性在线模拟考试平台

维普考试资源系统
集日常学习、 考前练习、 在线考试、 模拟

测试等功能于一体的数据库

综合检索

ＯＣＬＣ⁃Ｆｉｒｓｔｓｅａｒｃｈ 大型综合的、 多学科的数据库平台

读秀学术搜索
由海量图书等文献资源组成的庞大的知识

系统

超星百链 综合性元数据学术搜索引擎

弘深外文发现系统 外文学术资源的一站式检索服务平台

卓越联盟知识

共享服务平台
卓越联盟图书馆资源的联合搜索和导航

专题

国道特色专题

数据库
多学科的外文专题文献数据库

尚唯科技报告

资源服务系统

完整而真实反映科研机构或人员所从事科

研活动的内容和经验的特种文献

一带一路战略

支撑平台

整合了“一带一路”沿线沿路国家和地区最新

政经形势、投资环境、投资指南、项目机会、贸
易与投资合作情况、风险评估报告、丝路战略

研究报告、政策法规等信息。

全球科技报告

服务系统
收录全球科技报告及相关文献



８０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分类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光盘系统
随书光盘资源

管理系统
图书馆纸质图书配套的光盘资源

文献分析

工具

ＥＳＩ
在汇集和分析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所收录的学

术文献及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建立的分析

型数据库

ＪＣＲ
一个独特的多学科期刊评价工具， 是唯一

提供基于引文数据的统计信息的期刊评价

资源

Ｉｎｃ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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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ｃｉｖａｌ
爱思唯尔 ＳｃｉＶａｌ 是一套高效易用的的科研

管理工具， 该平台包含全球 ２２０ 余个国家

超过 ４６００ 家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数据

文献管理

软件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参考文献管理工具软件

ＥｎｄＮｏｔｅ Ｂａｓｉｃ
基于网络的文献管理和科研论文写作工

具， 通过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平台使用

（２） 社会科学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１ 中国经济信息网
国家信息中心组建的、 以提供经济信

息为主要业务的专业性信息服务网络

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中国著名的大型经济类专业网站

３ ＩＮＦＯＲＭＳ 网络期刊
运筹学和管理学研究协会的 １２ 种网

络期刊

４ 中国权威经济论文库 综合性经济论文资料库

５ ＲＥＳＳＥＴ 金融数据库
国内数据最全面、 使用最便捷的金融

研究数据库



附录 ２： 各学部数字文献列表 ８１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６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ＧＣＤＳ）
包含全球案例在线、 中文案例素材库

和清华经管教学案例全文库

７ 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经网）
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要业务的专业信

息服务网络

８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涉及 ２４ 个行业的产业数据

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信息网 （国研网）
中国著名的大型经济类专业网站

１０ Ｅｍｅｒａｌｄ
管理学、 工程学和图书馆学全文数

据库

１１ Ｅｍｅｒａｌｄ 案例库
同行评审案例研究的在线专集， 半数

以上的案例来自于世界顶尖商学院

１２ 北大法意网
包含资源查询系统、 司法考试在线模

考系统在内的专业服务平台

１３ 北大法宝
法律信息、 法律教育、 法律技术在线

平台

１４
ＨｅｉｎＯｎｌｉｎｅ 法学

期刊数据库

全球最具权威性 ２１００ 种法学期刊、
６７５ 卷国际法领巨著、 １０ 万个案例、
４０００ 多部法学学术专著

（３） 人文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１ ＲＥＳＳＥＴ 金融数据库
国内数据最全面、 使用最便捷的金融

研究数据库

２ 全球案例发现系统 （ＧＣＤＳ）
包含全球案例在线、 中文案例素材库

和清华经管教学案例全文库

３ 中国经济信息网 （中经网）
以提供经济信息为主要业务的专业信

息服务网络

４ 中经网产业数据库 涉及 ２４ 个行业的产业数据



８２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国研网）
中国著名的大型经济类专业网站

６
ＲＥＳＳＥＴ 国际经济

金融数据库

研究世界经济与金融、 农业发展、 社

会发展数据

（４） 理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１ ＳＣＩＦｉｎｄｅｒ
美国化学文摘网络版， 通过 ＳｃｉＦｉｎｄｅｒ
可以 同 时 检 索 美 国 化 学 文 摘 社

（ＣＡＳ） 的多个数据库

２ ＡＣＳ 电子数据库 美国化学学会 （ＡＣＳ） 电子数据库

３ ＭａｔｈＳｃｉＮｅｔ （数学评论）
美国数学学会出版 《数学评论》、 数

学研究文献的书目数据及评论

４ ＲＳＣ 数据库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出版的化学期刊数

据库

５ ＡＩＰ
美国物理学联合会的期刊、 会议等

全文

６ ＡＰＳ
美国物理协会出版发行期刊的网络版

数据库

７ ＩＯＰ 电子期刊

英国物理学会提供的 ＩＯＰ 电子期刊数

据库 （含 《激光物理》 和 《激光物

理通讯》 两种激光领域的领先期刊）

８ Ｒｅａｘｙｓ
化学反应与化合物数据检索工具库， 涵

盖有机合成、 药物化学、 天然产物化

学、 无机化学和金属有机化学等资源

９ ＳＩＡＭ 电子期刊

出版的高水准和颇具声誉的期刊涵盖

了整个应用和计算数学领域， 内容丰

富而全面



附录 ２： 各学部数字文献列表 ８３　　　

（５） 工程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１ ＡＳＴＭ 国际试验与材料协会数据库

２ ＡＳＭＥ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期刊、 会议论

文、 电子图书数据库

３ ＩＭｅｃｈＥ
英国机械工程师协会全文电子期刊数

据库

４
ＩＥＥＥ ／ ＩＥ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ＥＬ）
电子电气类数字期刊、 会议录、 标准

全文库

５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汇总了科学、 工程所有领域最经典的

物质数据

６
ＣＩＮＤＡＳ 材料情报与数值

数据分析和综合中心

属于材料性能数值型数据库， 有较高

的权威性

７ ＡＩＡＡ 会议录及期刊数据库
美国航空航天学会 （ＡＩＡＡ） 的会议录

及期刊

８ Ｅｍｅｒａｌｄ 管理学、 工程学和图书馆学全文数据库

９
ＣＩＤＰ 制造业数字

资源平台

我国机械工程、 航空航天、 电气工

程、 汽车与机床等制造业在长期设计

制造资源

（６） 建筑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１
ＡＳＣＥ 土木工程电子类

期刊及会议录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ＡＳＣＥ） 电子

期刊和会议录

２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ＩＣＥ） 数据库

英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出版的权威电子

期刊

３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ｓ 电子图书库

ＲＩＢＡ 是英国建筑机构和建筑行业的

专家。 收录了该出版社自 １９７６ 年至

今出版的 ９８ 种特色图书



８４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７） 信息学部专业数据库列表

序号 资源名称 资源简介

１ ＯＳＡ
美国光学学会数据库的电子期刊、 会

议录

２ ＳＰＩＥ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出版的会议录和期

刊数据库

３ ＡＣＭ
美国计算机学会的电子期刊和会议录

全文库

４
ＩＥＥＥ ／ ＩＥ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ＥＬ）
电子电气类数字期刊、 会议录、 标准

全文库

５ ＩＯＰ 两种激光刊
《激光物理》 和 《激光物理通讯》 两

种权威期刊

６ 中国光学期刊网
收录了国内权威 ２９ 种光学期刊和光

学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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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３： 专业图书馆介绍

重庆大学图书馆按校区和学科布局设立 ３ 个分馆， 包括 Ａ 校区理工

图书馆， Ｂ 校区建筑图书馆， 虎溪校区虎溪图书馆 （含舍区书屋和理学

分馆）。 图书馆与学院合作建设有博雅分馆、 新闻分馆。

（１） 理工图书馆

理工图书馆前身是原重庆大学图书馆， 始建于 １９３０ 年。 坐落于重庆

大学 Ａ 校区。 理工图书馆裙楼包括西楼 （也称为逸夫楼） 和东楼 （也称

为旧馆） 两部分。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东楼顺利完成装修， 整体风格为文

艺复古风格， １１ 月 ３ 日正式试运行开放。 逸夫楼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开始装

修， １１ 月完工， １１ 月 １６ 日正式开放。 目前馆舍总面积为 １７９８０ 平方米，
提供 １２８９ 个阅览座位， 重点收藏机械、 电气、 计算机、 动力、 冶金、 环

境、 生物、 管理工程， 以及社会科学等门类的书刊， 基本形成了与我校

专业设置相适应， 能满足社会多方需求的文献体系。 现有中文图书 ８５ ５
万册， 外文图书 ９ ８ 万余册， 中文期刊 ２０００ 余种。 此外， 还藏有线装古

籍近 ３０００ 册， 抗战版书刊 ４０００ 多册， 极具参考价值。 馆内设有国家教

育部机械类外国教材中心 （位于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逸夫楼四楼）， 藏书

７ ４ 万余册。

Ａ 校区理工图书馆



８６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２） 建筑图书馆

建筑图书馆前身为原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图书馆， 成立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０

月， 坐落于重庆大学 Ｂ 校区， 面积为 ６１９６ 平方米。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由

原西南地区的重庆大学、 川北大学、 西南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成都艺术

专科学校等 ８ 所大专院校的 １０ 个土木、 建筑系 （科） 合并组建， 是新中

国创办的第一所建筑工程院校， １９７８ 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在学校

成立的同时， 集中了上述院校的有关土木、 建筑类的图书资料， 筹建了

该图书馆。 ２０００ 年， 合并进入重庆大学图书馆。

建筑图书馆

建筑图书馆馆藏书刊以建筑类学科书刊为主， 与学校建筑类专业设

置相适应。 现收藏中外文建筑类图书 １９ 万种、 ３９ 万册。 藏有中外文报刊

７４９ 种， 中外文过刊 ２９０８ 种， 中外文过刊合订本 ２０ 万册。 目前， 建筑图

书馆是西南地区建筑学科重要的图书文献中心。 全馆提供 ６４０ 余个座位

供读者阅览使用， 并提供固定座位、 研修室等空间服务。

（３） 虎溪图书馆

虎溪图书馆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正式投入使用， 坐落于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纭湖畔， 建筑面积约 ３ ４ 万平方米， 大写 “Ｌ” 造型取自英文 Ｌｉｂｒａｒｙ，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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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打开的红皮书、 一把舒适的椅子， 一架浪漫的钢琴”。 虎溪图书馆

现有馆藏图书约 １１０ 万册， 中文期刊近 １０００ 种， 设有自然科学阅览室、

外语阅览室、 人文社科特藏阅览室、 期刊阅览室等阅览室， 无线网络全

馆覆盖， 并拥有多功能报告厅、 会议室、 红房子影视厅、 展览厅等设施。

全馆提供 ３０００ 余个座位供读者阅览使用， 并提供会议室、 固定座位等空

间服务。

虎溪图书馆

（４） 理学分馆

理学分馆由虎溪校区管委会、 理学部和图书馆共建， 坐落于虎溪校

区理科楼负一楼， 面积 ３０７ 平米，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正式开馆。 按照

理学部 “五个学院、 三个中心” 的学科设置及文献需求， 在理学部师生

的协助下， 精选并完成配置———专业书籍 １ ３ 万种约 １ ８ 万册， 期刊 ８８

种。 理学分馆布局精致， 配备单人和四人阅览桌， 提供阅览座位 ８０ 座；

布置读者用机、 讨论桌和读者讨论区。 提供图书借还、 书刊阅览、 交流

讨论、 图书荐购、 文献查阅和读者咨询等综合服务。



８８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理学分馆

（５） 听松斋 （松园书屋）

听松斋位于虎溪校区学生宿舍松园一栋， 装修及家具选取文艺乡村

实木风格， 总面积 １８４ 平方米， 提供阅览座位 ８０ 座，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８

日正式开馆。 安装自助借还书机、 饮水机等设备， 配置沙发、 靠椅、 蒲

团、 阅览桌椅等多样化阅览座。 藏书以人文社科中哲学类、 经济类、 教

育类、 文学类、 艺术类、 地理和传记类等休闲类读物为主， 现有书籍

１０８６２ 册， 期刊 ３９ 种。 特设经典文学套书专架， 入藏金庸、 古龙、 黄易、

梁羽生、 三毛、 亦舒、 张爱玲、 阿加莎·克里斯蒂等小说集。 置身书香

听松斋， 温馨的灯光、 厚重复古的桌椅、 柔软舒适的抱枕， 还有活泼伶

俐的书架布偶和生机盎然的绿色植物， 犹如在家中书房休憩。 提供图书

借还、 书刊阅览、 阅读分享交流和读者咨询等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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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松斋

（６） 蕉林斋 （黄葛书屋）

蕉林斋位于虎溪校区学生宿舍松园五栋， 装修和家具搭配为简中式

风格， 总面积 ２０６ 平方米， 提供靠窗阅览桌、 休闲沙发等多样化阅览座

位 ９０ 座， 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正式开馆。 藏书以人文社科中哲学类、 教

育类、 文学类、 艺术类、 地理和传记类等休闲类读物为主， 辅以少量国

学典籍和传统文化书籍， 以及新时代红色文献。 入藏畅销新书、 心理及

好奇心系列优秀图书； 经典文学套书专架， 上架了金庸、 亦舒、 张爱玲、
东野圭吾、 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经典图书 ５６７５ 册， 配置期刊 ３８ 种。 提

供图书借还、 书刊阅览、 阅读分享交流和读者咨询等综合服务。

蕉林斋



９０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７） 拢翠斋 （竹园书屋）

拢翠斋位于虎溪校区学生宿舍竹园一栋， 装修及家具选取美式休闲

风格， 总面积 ２６０ 平方米， 提供多样化家具， 设立阅览座位 １００ 座。 藏

书以人文社科中文学类、 艺术类、 地理和传记类等休闲类图书为主， 入

藏 １００３０ 册， 期刊 ３８ 种。 设新时代红色文献专架、 重庆大学出版社专

架、 畅销新书专架、 心理及好奇心系列优秀图书专架和经典文学套书专

架等。 有金庸、 亦舒、 张爱玲、 东野圭吾、 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经典小

说集。 提供图书借还、 书刊阅览、 阅读分享交流和读者咨询等综合

服务。

拢翠斋

（８） 蕙风斋 （兰园书屋）

蕙风斋位于虎溪校区兰园三栋一层， 装修及家具选取简欧风格， 简

约、 清爽， 木制书架镶嵌于镂空白墙之中， 沿着梯级错落有致排开； 白

色窗帘与欧式半圆落地窗相衬， 配置矩形木桌、 多样式沙发和座椅， 研

习环境温馨舒适。 书屋室内面积约 １５０ 平方米， 阅览座 ５０ 余座。 已入藏

文学、 哲学、 历史、 地理等图书 ４７００ 余册， 入藏艺术类为主的期刊 ３０

种。 书屋配有自助借还书机， 提供自助借还图书服务和人工借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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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屋是虎溪校区开展 “三全育人” 工作的重要阵地， 同时， 也是重大

学子遨游书海、 收获知识和阅读分享交流的心灵乐园。

蕙风斋

（９） 博雅分馆

博雅分馆位于 Ａ 校区博雅学院一楼 １０１，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开馆运

行。 现有人文社科类书籍 ５２７３ 册； 期刊 ２０ 余种。 面积 ８０ 平方米， 提供

阅览座位 ２３ 个。 让读者可以在窗明几净中体会书中风味。

博雅分馆



９２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手册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

（１０） 新闻分馆

新闻分馆位于虎溪校区新闻学院五楼， 面积百余平方米， 提供阅览

座位 ２０ 余个。 现有新闻类专业书籍 ４９９４ 册， 专业期刊 ７９ 种， 面向全校

师生开放图书阅览和外借。

注意： 此馆藏地独立借还， 请及时确认自己的借还信息， 避免逾期

或归还失败。 请勿将新闻学院馆藏地的书带入虎溪馆及其他舍区书屋和

理学分馆，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新闻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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