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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简介 

伴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 1958 年 9 月创建于北京，

1970 年图书馆随学校南迁至安徽省会合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图书馆在文献资源、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跨上了新的台阶，实现了基于网络计算机环境的新型服务模式，为学校

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

重要支撑平台。 

我校图书馆目前拥有东、西、南 3 座馆区，建筑总面积约 41783 平方米，阅览自习及

交流研讨座位 5000 多个，实体馆藏中外文书刊 220 万册（含院系资料室），包括 4万多册

的特藏、再造善本等。图书馆通过构建高水平的数字化文献体系来保障学校的教学科研需

要，已引进和共享 138 个中、外文数据库（平台），包括主流的国内外权威学术数据库和

检索工具，师生用户通过校园网可以方便查阅中文电子图书 240 万种、外文电子图书 45 万

种、中外文电子期刊近 4 万种、国内硕博士学位论文 620 万份、国际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57

万份，以及大量的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科技报告等资料。图书馆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地提

供网络信息服务，学校师生可以在校园网访问各种数据库资源，可以通过图书馆的中外文

发现系统实现对各类资源快捷方便的 “ 一站式 ” 检索文献，可以通过网络获取各种书

刊查询服务、信息服务。 

目前，我校图书馆有各种类型书库及阅览室 15 个，每周开放时间 7*14 小时，采用

RFID 技术实行开放式自助借还服务。图书馆为学校校园网的核心交换结点之一，有良好的

网络应用环境。网络支持千兆接入，百兆到桌面，无线网覆盖全馆，阅览室、自习室和休

闲区域配备了大量的网络端口、地插电源，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阅读和学习环境。东区图

书馆英才书苑为国内高校中规模最大的特色书苑，全年滚动展出 15 万种中外新书供读者阅

览，是合肥市乃至安徽省的重要文化窗口。西区图书馆开辟了约 4 千平米的未来学习中心，

共划分为 20 多个不同用途的学习空间、研讨空间，是师生在校园最重要的知识交流场所之

一。 

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服务工作日益深入和渗透，实行学科馆员制度，针对教学、科

研与管理需求，主动服务，将工作渗透到学校各个环节。图书馆开设了多种信息素质教育

课程和培训，为学校师生开展各种文献资源利用及信息分析讲座。师生还可以通过馆际互

借与文献传递服务从国内外图书馆获得本馆没有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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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践行“服务社会”的服务理念，现已是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特色分馆、

CALIS 安徽省中心和安徽省高校数字图书馆总馆，为安徽省乃至全国的科研和技术创新提

供文献保障。我校图书馆是安徽省首家拥有院部级查新资格的高校，面向校内外科研院所、

企业单位开展课题查新、论文咨询、代检代查等服务。 

在发展过程中，图书馆立足“资源是基础、技术是手段、服务是关键”，以“集成智

慧 高效传播”为己任，在继续优化文献资源体系和技术平台、开展渗透式学科服务的基础

上，最终使科大图书馆成为国内领先的知识服务型图书馆。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世

界一流大学步伐不断前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正向着建设知识服务型图书馆的这一

战略目标不断奋斗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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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还书 

查询：读者可以在联网电脑上，通过图书馆主页（http://lib.ustc.edu.cn）的“馆

藏书目”查询，查询到具体图书的馆藏地和借阅情况。  

借书：本馆实行开架借阅，读者可以自行入库选书。选好图书 → 自助借还机读卡 →  

扫描书籍条形码消磁 → 携书离开。  

还书：请归还到图书所在馆藏地，或者使用自助还书机。  

●图书馆主页读者登录说明：   

图书馆主页的“登录个人图书馆”，用于读者查看自己的借阅情况、借阅历史、借阅

规则，以及进行续借等操作，同时也可进行书目检索。不登录并不影响主页上的其他操作

使用。  

“用户名”（又名“读者证号”）即为一卡通上的 GID。 

“初始密码”是身份证后 6 位，或者学号/工号（为提供身份证号信息的人员），登录

后可自行修改密码。如果已申请 E-mail账号，请添加进去并点认证。  

●图书借书册数和期限说明： 

读者类型 正常借期 限借册数 
本地最大

册数 
最大续借

次数 
到期提前续借天数 续借时间 

学生 60天 8册 8册 1次 10 天 30 天 

教职员工 60天 8册 8册 1次 20 天 45 天 

特注：东区外文科技书，限借册数3册，最大续借次数1次，到期提前续借天数3天，

续借时间 7天。 

除中外文图书外，其它馆藏的现刊、过刊、内部资料等，一律不外借，只能在室内查

阅或复印，有特殊情况请与工作人员说明。请读者自觉使用代书牌，从架上取出图书时应

将代书牌插在图书相应位置。翻阅后不准备外借的图书，请按代书牌位置自行归架，或交

由工作人员处理。图书（尤其各种画册）借出时，请先检查一下有无缺页和损坏情况，如

有，须告诉图书馆工作人员加盖缺损印章。如还书时发现有缺损而又未盖章确认的，则由

读者承担责任。一卡通是在书库办理外借图书手续的唯一凭证，请读者一定要妥为保管，

借书时须持本人一卡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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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分布 

东区 

馆藏地名称 馆藏地点 馆藏内容 

现刊阅览室 5楼西 当年的中文现刊和近 3年的外文原版期刊 

社科图书借阅室 3楼东、西 中文社科类图书 

科技图书借阅室 4楼东、西 中文科技类图书 

外文图书借阅室 4楼西 外文图书 

英才书苑 2楼西 中外文图书阅览 

特藏书库 5楼中 特藏图书 

  

 

 

西 

区 

馆藏地名称  馆藏地点  馆藏内容  

中文报刊阅览室 1 楼 当年的报纸和中文期刊 

中文书库 
1 楼 

（内 4层） 
社科类、自然科学类图书 

工具书阅览室 5 楼 中外文字典、词典、手册、指南、标准、百科全书等 

日俄文过刊阅览室 5 楼 日文、俄文过刊 

西文过刊阅览室 

8 楼 90 年以后的西文过刊 

9 楼 90 年以前的西文过刊 

外文书库 12 楼 外文图书 

 

  

 

南区 

馆藏地名称  馆藏地点  馆藏内容  

中文书库 2、3、4楼 中文图书 

中文报刊阅览室 1楼 当年的报纸和中文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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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间 

服务地点内容 周一至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联系电话 

西区 

1 楼 

（内 4 层） 
中文书库 8：00-22：00 8：00-17：30 8：00-22：00 

63606474 

63602332 

1 楼 中文报刊阅览室 8：00-22：00 8：00-17：30 8：00-22：00 63607487 

5 楼 工具书阅览室 
8：00-11：50 

14：00-17：40 

8：00-11：50 

14：00-16：00 
---- 63607947 

12 楼 西文书库 
8：00-11：50 

14：00-17：40 

8：00-11：50 

14：00-16：00 
---- 63607942 

1 楼、3 楼 自习室 7：00-23：00 63606875 

东区 

5 楼东、西 自习室 7：00-23：00 63601327 

2 楼西 英才书苑 8：00-22：00 8：00-17：30 8：00-22：00 63606265 

3 楼东 
社科图书 

借阅一室 
8：00-22：00 8：00-17：30 8：00-22：00 

63606140 

3 楼西 
社科图书 

借阅二室 
63606141 

4 楼东 
科技图书 

借阅室 
8：00-22：00 8：00-17：30 8：00-22：00 

63607941 

4 楼西 
科技图书借阅室 

外文图书借阅室 
63607945 

5 楼西 现刊阅览室 
8：00-11：50 

14：00-17：40 

8：00-11：50 

14：00-16：00 
---- 63607842 

6 楼西 数学学院图书馆 

8：00-11：40 

14：00-17：40 

18：00-22：00 

8：00-11：40 

14：00-17：40 

8：00-11：40 

14：00-17：40 

18：00-22：00 

63601008 

6 楼中 
信息咨询 

检索查新 

8：00-11：50 

14：00-17：40 

8：00-11：50 

14：00-16：00 
---- 

63607832 

63602330 

63606504 

6 楼东 行政办公 

8：00-11：50 

14：00-17：40 

8：00-11：50 

14：00-16：00 
---- 

63602325 

63602328 

63607815 

5 楼中 
技术支持 

网络维护 

63602331 

63606494 

1 楼西 
图书报刊 

采购编目 

63607424 

63602329 

南区 

2 楼 自习室 7：00-23：00 63492225 

2 楼 

（内三层） 
中文书库 

8：00-11：50 

14：00-17：40 

8：00-11：50 

14：00-16：00 

---- 
8：00-11：50 

14：00-17：40 
63492240 

1 楼 中文报刊阅览室 ---- 6349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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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印服务   

人工服务： 

东区图书馆三楼设文印服务室，对校内外读者提供 打印；复印；装订服务。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8：00－11：50，14:00－17:40， 周五下午 14：00—16：00 

自助服务： 

图书馆现有“打字复印扫描一体机”自助服务。 

地点：西区图书馆一楼大厅 

东区图书馆三楼自助文印室 

使用指南： 

• 电脑客户端打印：在自己的电脑登录：http://202.141.162.24/xabprint 查看使用帮助

并下载客户端驱动，安装成功后即可在自己的电脑上打印任何格式文档，然后在

校园内任意一台自助终端刷卡取纸。电脑客户端打印可满足所有格式文档

（.doc .xls .pdf .caj .dwg……）打印需求，且不会因为系统版本、软件版本、字体

问题导致文件格式变化而引起的打印错误。（用户名：学号/工号，密码为空，登

录后请修改密码） 

• 自助复印：持校园卡到任一打印点，将校园卡放在刷卡区域，选择自助复印，登

录系统---身份确认，余额确认---认证通过---在一体机玻璃稿台中放入原稿，有

字面朝下，合上盖板---选择份数（默认 1 份），选择纸型（默认 A4 纸）---点击

START，开始复印（红色按钮撤销复印份数）---复印结束之后将校园卡与文档取

走。 

• 自助扫描：持校园卡到任一打印点，将校园卡放在刷卡区域，选择自助扫描，登

录系统---身份确认，余额确认---认证通过---点击一体机 Scan 键，并依次选中

屏幕中的文件夹和 Scan---在一体机玻璃稿台中放入原稿，有字面朝下，合上盖

板---点击START，开始扫描---扫描文档上传到WEB服务器，登录后下载自己扫描

的文件---扫描结束之后将校园卡与文档取走。 

• 云打印（免安装客户端）：在浏览器上输入：http://202.141.162.24/xabprint,登录打

印复印管理系统（用户名：学号/工号，密码为空，登录后请修改密码），选择云

打印文档提交---选择份数---选择单面或双面---选择颜色---选择纸型---选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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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的文档---提交，即可到任一终端刷卡取纸。基于技术限制，目前云打印仅限

用于打印格式要求不严格的.doc 文档或.pdf、.jpg 等常见格式文档，若对文档格式

要求严格，强烈建议下载安装电脑客户端用于打印。云打印可用于手机端登录，

即可打印手机上的文件。 

                     

    扫描二维码，加群获得更多帮助       扫描二维码登录云打印平台 

收费标准： 

纸张规格 色彩 打印 复印 扫描 

A3 
黑白 

0.2 元 0.2 元 
0.1 元/张 

A4 0.1 元 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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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书苑 

 

英才书苑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管理的大型新书展厅，年展示中文新书 15 万种、

外文图书 7000 种。书苑布局温馨舒适，有阅览座位 170 个，提供电脑工作台和中文期刊阅

读空间。英才书苑是国内高校中最大规模的特色书苑，也是安徽省高校图书馆的现采基地

和重要文化窗口。 

以英才书苑实体展厅为基础，中国科大图书馆成立了“英才论坛”，建立网络和实地相

结合、形式多样的文化论坛活动，逐步打造成面向合肥市乃至全省开放的高端文化体验中

心。 

作为中国科大图书馆着力打造的文化品牌，“英才论坛”报告分为四大系列： 

• 高端文化讲座 

• 知名校友报告 

• 科学及信息素养 

• 文化沙龙和阅读推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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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培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的了解图书馆，熟悉和利用图书馆的各类

信息资源，掌握信息检索的基本技能，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定期或不定期推出一系列的

读者培训活动，主要包括： 

新生用户培训  

针对学校的新进教师和新入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介绍图书馆的基本概况及图书馆的

初步利用；   

信息检索教学  

常年开设 3门信息检索教学课程，为全校公选课，对象为全校所有本科生及研究生： 

• 《电子信息检索》（本科生） 任课老师：丁丽华、郭磊、樊亚芳、张素芳、李

琛、张雪娟   32 学时 2 学分 全校公选 

• 《电子信息检索》（研究生） 任课老师：樊亚芳、郭磊、张素芳、李琛、丁丽

华、张雪娟   40 学时 2 学分 全校公选 

• 《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研究生） 任课老师：罗昭锋、樊亚芳 

系列专题讲座 

为帮助读者了解和掌握图书馆的各种电子资源及相关服务的利用方法，图书馆常年举

办各种电子资源专题培训讲座。讲座内容涉及我校各种网络数据库的检索方法、文献信息

资源的利用、常用软件的使用等等。讲座的内容和时间安排通过图书馆主页、BBS、宣传

海报、系统邮件推送等途径提前发布。   

此外，还可针对各院系的要求进行不定期的专业资源培训与讲座，内容、时间和地点

均可根据读者的要求另行安排，欢迎各院系教师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樊老师    63602330-605    sonyafan@ustc.edu.cn  详情请登录图书馆“读者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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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空间预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区图书馆未来学习中心学习空间为老师和同学们提供学习交流共

享空间服务，包括小型主题研讨、翻转课堂教学、科研成果演示、学术沙龙讲座等学习形

式。学习空间采用预约管理的方式为全校师生提供学习交流的共享空间服务。 

目前提供三种类型的学习空间： 

空间类型 房间号 使用要求 

小型空间 207 305 至少 2人刷卡 

中型空间 203 205 208 209 301 306 至少 4人刷卡 

大型空间 201 202 204 213 214 302 303 至少 6人刷卡 

 

具体细则如下： 

1. web 预约系统：http://ic.lib.ustc.edu.cn/  或  http://202.141.162.2/ 用户名为学号或工

号，密码为学校统一登录系统的密码。 

 

2. 微信端需要添加公众号 ustclib，并且绑定读者证号才能使用。读者证号请到书库

服务台人工查询或者登录 http://202.38.74.4 进行查询。 

3. 触摸屏预约机需要若干个学生一起刷卡，方便在图书馆的同学临时组成研讨小组，

按照空间大小，至少需要 2 个、4 个、6 个人刷卡。Web 端和微信端的预约人为组

长，现场触摸屏预约的刷卡者最后一个刷卡者是组长。 

4. 开放时间为每天 8：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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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请者可提前 48 小时（含预约当天）预约开放时间中的任意时段，每次预约时间

长度不超过 4小时。 

6. 为了更好的管理，申请者在预约时需要填写未来学习中心学习空间申请表单，即：

填写使用人数、申请理由等。 

7. 申请者应在约定时间刷卡（校园一卡通）进入学习空间；如因故无法赴约，应提

前登录系统删除预约；迟到超过 20 分钟（一直未刷卡签到），预约自动取消，同

时释放空间资源给系统。 

8. 学习空间实行签到制，小中大型学习空间分别需要至少 2、4、6 个人刷卡才能签

到成功，否则签到失败被视为一种违约，将扣除组长的信用积分。 

 

9. 预约不来等多种违约行为，将扣除组长的信用积分，积分扣完将被暂停 30 天的预

约权限。每个人的信用积分在一个学期周期内都是有限的。 

10. 如果活动提前结束，请组长在预约端上释放空间，方便他人预约。 

11. 请读者尽量不要拖堂，活动结束时带好个人物品，组长负责关闭设备并随手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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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图书馆主页登录“个人图书馆”的读者证号和密码如何获得？登录后会有哪些用处？登

录不进去怎么办？  

• 个人图书馆=“我的图书馆”。2016年7月以后新注册的读者，用户名是一卡通上

的 GID，初始密码是身份证号后 6位，或者学号/工号（未提供身份证号信息的）。 

• 2016年 7月以前注册的读者，用户名一般由10位数字组成（一卡通在图书馆刷卡

机上读出的条码号），具体是将学号的前 2 个字母转换成相应数字（转换规则见详细身份代

码对照表）。 举例来说：学号 PB06023001 的读者，用户名就是 0106023001。初始密码与

用户名相同。 

• 首次登录后请尽快修改密码。   

• email 地址要验证后，方可收到图书催还邮件。   

• 忘记密码可以通过“密码重置”获取。 

• “我的图书馆”中如果个人信息出错，可以联系汪老师   

• 读者转换身份后，如果以前的号注销了，那么需要使用新号重新登录“我的图书

馆”，再验证一次 email 地址，否则不能继续收到图书催还邮件。   

详细可以询问 63602332 汪伟老师 weiw@ustc.edu.cn  

注册后可以在网上查看自己的借阅情况，特别是每本书的借阅期限，方便自己及时还

书，在填写详细信息后还会收到图书到期提醒邮件；此外，可以定制自己喜欢类型新书的

到馆情况，以便最快借到新书。  

   

2. 图书馆中有些书在网上可以查询到，并显示可借，但是在图书馆却找不到，怎么回事？

怎样才可以方便、快捷地找到呢？ 

可能的原因：  

• 查找方法不正确   

• 其他读者抽出图书后随意乱放、私自藏匿，导致图书乱架   

• 图书可能已经归还入库，但是还未整理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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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刚被借走或者已经被其他读者取走   

图书丢失解决办法：每本书的书脊上面都这本书的索书号，索书号也是排架号，它准

确地指出图书在本馆书架上的具体位置，在馆藏系统中索书号是唯一的,它由二部分构成:分

类号（上面）和种次号（下面）。在查找图书的时候，先看分类号，确定这个分类号在哪个

书库的哪排架上，再看种次号，种次号一般是按照数字顺序排列的。可以先在附近的位置

找找看，或者直接咨询书库的老师，他们会帮你们查找或者给出相应的解释。 

   

3. 数据库访问出错了，怎么回事？  

首先，可以登录主页的数据库地图，查看是否有相应数据库的错误提示（ 表示访问受

限或者暂时故障）；  

其次，如果是之前访问过都很正常的情况，那可能是数据库临时出错了，请等待一会

再尝试；如果还无法使用，请联系“问图书馆员”的相关老师，会给您满意的答复；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的情况，请点击数据库地图中的详细介绍或者点击 （表示相关的培

训资料），先看看相关的使用说明，是否需要输入用户名密码；  

此外，外文电子期刊无法访问的原因很多都是因为过量下载导致的，可以尝试更换网

络通的出国端口或者使用其他能出国的 IP 机器。 

最后，建议大家尽量用网络通的第 1或者 9端口访问。 

 

4. Web of knowledge 或者 EI 上有全文连接，为什么点开后显示本文有访问权限而不

能下载?  

Web of knowledge 的全文连接是指向具体的数据库资源，如果当时该数据库因为其他

原因，比如下载过量、数据更新等，有可能会导致访问全文受限。也有这种情况：某种期

刊只是部分可以访问全文，但是在做全文链接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全部做上了链接。 总

之，每个数据库根据类型的不同所能提供的访问权限是不同的，具体体现在收录期刊种类、

年限、流量控制是否严格等方面。  

比如 Springer 数据库的期刊全文获取会依期刊种类、年卷期等因素而有不同的开放权

限，请留意每种期刊的获取信息。一般在期刊列表中，序号前面会有方框性标志，   表

示可以完全访问，方框半空表示部分访问权限，方框全空表示无法访问。  

   

5. 请问在校外怎样访问图书馆数据库中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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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外可以通过 VPN来连接校内数据库，等同在校内访问。VPN 是网络中心专门为老

师提供的网络服务，只有老师可以申请此项功能。 

有关 vpn 的信息参见http://vpn.ustc.edu.cn/或者 http://openvpn.ustc.edu.cn/。

   

6. 请问只要是学校购买了的数据库期刊，在校内 ip 内就可以下载全文吗？  

建议查找您所需要的期刊信息。如果能检索到，会在检索结果中会直接给出相应的期

刊全文链接，非常方便。  

对于个别数据库的说明：  

a) 对于 Springer 数据库，它的情况复杂些，有些期刊只是部分卷期可以下载全文的，

在下载时请参照论文标题左侧的图标显示，一般在期刊列表中，序号前面会有方

框性标志， 表示可以完全访问，方框半空表示部分访问权限，方框全空表示无

法访问。  

b) 对于 John Wiley 数据库， 目前我们能够访问 96 年以后的资源。在 All Issue 列

表中，你会注意到会有一条横线将列表分成 2 部分，横线后面注明：Backfile 

Issues，即回溯文档，横线下面的回溯文档目前只能看到文摘信息，不能访问全

文。 

   

7. 读者推荐的书一定会买吗？  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买过来呢？ 

一般读者推荐的书只要理由充分合理，被采纳的可能性就很高；此外征

订书目中的书如果被推荐，也会有很高的订购可能。 

目前最佳的推荐方式参见图书馆首页侧边栏的“图书荐购” 

推荐的图书是否购买要由相关的采访人员进行审核，推荐者会收到推荐

是否采纳的回复。书从订购到上架流通需要一定的时间，请荐购的读者耐心

等待。 

   
 

8. 随书附带的光盘怎么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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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书光盘信息已经整合在OPAC（图书检索系统）中，查到某本书的详细页面中会

显示 点击后就可以访问随书光盘系统下载光盘镜像。

   

9. 什么是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文献传递是向国内外图书馆或文献提供机构请求原文文献的扫描或复印

服务，即当你在图书馆馆藏及电子资源中没有查到需要的文献全文，可以使

用文献传递服务； 

馆际互借是纸本图书的直接借阅服务，比如国家图书馆的书读者可以通

过邮寄的方式借阅。 

目前，科大图书馆已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CSDL）、中国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建立了文献

传递与馆际互借的合作关系，可以通过这些文献系统获取馆外各种文献。 

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而非赢利，所以只收

取实际发生的文献传递费。科大图书馆作为文献服务中介，不加收任何费

用，同时一律补贴 50% 。 

具体参见：文献传递与馆际互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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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图书借阅问题总汇 

1.Q：请问书目检索系统中显示“在编”的新书一般要等多久才能借阅?   

A：“在编”表示图书已经进到编目环节，后续还有加工（贴书标、贴 RFID 芯片以及

转换）、典藏等多个环节，至少需要 3 周才能借阅。   

2.Q：请问图书可以预约吗？   

A：图书预约服务，是图书馆的服务形式之一，在所有复本都被别人借走了才能预约。

现在每个书库都设置专门的预约书架和责任工作岗位。  

   预约到书之后，书将被放在预约书架上, 注意: 预约到书以后，只保留 3 天！因此请

读者保持自己的 email 或手机通信是畅通的。 如果没有 email 和手机，读者也可以在馆员

这里留下电话，请求馆员在到书之后通知你来取书。  

   关 于 如 何 让 图 书 馆 联 系 你 的  email， 请 在 以 下 网 址 进 行  email 验 证

http://opac.lib.ustc.edu.cn/reader/redr_info.php， 预约之后，请及时收自己的邮件。  

   关于如何让图书馆给你的手机发短信，请在以下网址进行手机短信定制    

http://opac.lib.ustc.edu.cn/reader/sms_order.php，  

   把自己的手机号填写一下，然后点预订服务，各类短信服务暂不接受定制，开通则

全部开通。  

3.Q：书丢了如何赔偿？   

A：一般来说，购买一本同样的或者是再版的书赔偿，另外收取五元的加工费。如果

买不到的话，一般则按照书价的 3 到 5 倍赔偿。具体请查看赔偿条例。  

 4Q：查询的时候发现书目状态是“上架中”，这是什么意思？   

A：“上架中”的书说明是不久前别人刚还回来的书。有可能已经上架，也有可能还没有

上架。   

5.Q：查询的时候发现书在总馆是什么意思？还要多久才能借？   

A：说明这本书馆里已经买了，正在编目，还没有进到书库供借阅。一般每周五的上

午各个书库都会有新书上架。如果有同学想借的话，请及时关注书库的新书架。   

6.Q：所借图书超期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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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般来说，一本书每超期一天收 0.05 元的逾期滞纳金。当累计滞纳金超过 10 元

后就不能再借书，需要还清以后才能再借。  

7.Q：读者借书证号已经过期怎么办？   

A：如果仍是学校在读或教职工，带上有效证件，到西区 1 楼或 10 楼去延期。   

8.Q：如果忘记登录密码了怎么办？   

A：利用登录页面的密码重置，可以实现密码找回。如果您在个人资料里填写了正确

的电子邮箱，我们会将您的密码发送到您的邮箱中。如果您没有填写电子邮箱，请电话咨

询 63602332 找汪伟老师解决。   

9.Q：借出书目的还书日期在寒暑假期间怎么办？寒暑假的时间也计算在借期内么？   

A：如果还书日期落在寒暑假，会自动推迟到我们设定好的一个还书日。为了方便读

者不集中在刚开学就要还书，我们一般设定这个还书日比寒暑假的最后一天要晚上几天。 

10.Q：如何查询自己过去的借阅历史？   

A：登录我的图书馆之后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借阅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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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荐购  

• 电话，邮件、BBS、志愿者协会、图书馆任何一位工作人员都接受图书推荐。为了提高

推荐和采购效率，请读者在推荐前在 OPAC 里查询是否有馆藏。  

• 建议优先使用本馆征订推荐系统：http://opac.lib.ustc.edu.cn/asord/asord_redr.php 

汇文系统可以方便地把荐购信息汇总成采购订单，并把书目状态与读者信息进行关联，

便于读者及时了解自己荐购图书的处理结果。 

• 如果采用 Email 推荐方式，参照下面的联系方式将所推荐图书的信息和推荐理由告诉

相关老师, 并留下个人联系方式（学号、Email 等)。推荐的图书是否购买要由相关的采访

人员进行审核。 

文 

献 

采 

购 

中文科技图书 东区 1楼 李桂苏 63607424-806 guisuli@ustc.edu.cn 

中文社科图书 东区 1楼 黄晓明 63607424-805 hxm1971@ustc.edu.cn 

外文图书,期刊报纸 东区 1楼 周国华 63607424-808 zgh@ustc.edu.cn 

 

具体参见：纸本图书推荐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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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  

一、 图书馆主页提供三种进入方式  

1、 图书馆主页——电子资源   

 

2、 图书馆主页——查找文献  

 

3、 快速导航之数据库地图  http://lib.ustc.edu.cn/dbmap/        

       提供两种排序方式:  按类型,  按学科 ，按字母顺序 

       提供 13 种资源分类:   点击不同卡片栏进入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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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用电子资源举例  

1、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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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摘数据库 

 

3、其他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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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电子资源使用过程中有困惑需要讨论?有喜悦想要分享?  

来吧，西区图书馆学习空间预约，可以讨论的研修室。预约网址： 

https://passport.ustc.edu.cn/login?service=http://ic.lib.ustc.edu.cn/loginall.a

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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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志愿者协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志愿者协会以读者为中心，以资源建设为保障，以技术条件

为支撑，致力于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保障与服务。为了不断

加强和广大师生的交流和沟通，图书馆正式启动志愿者小组这项活动。志愿者小组以密切

图书馆与广大师生联系为宗旨，广泛吸收师生意见，为图书馆不断改善读者服务工作提供

咨询；同时协助图书馆宣传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帮助师生更好地了解图书馆、利用图书

馆。   

志愿者的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 参与书库的日常管理，更直观地了解并熟悉图书馆索书号的排架方式，了解图书

馆内书库维护的工作流程，体验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   

2. 宣传入馆及在馆的良好借阅习惯，倡导同学争做文明读者，同时向读者宣传普及

图书馆学的基本知识，让读者全方面地了解图书馆的管理及运行方式；   

3. 参与图书馆自习室的管理，引导同学规范有序的使用自习室；   

4. 定期收集院系内师生对图书馆各项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对图书、期刊、电子资源

等的信息需求及使用评价，做好相应记录并及时反馈；   

5. 针对各自专业，开展书评荐书活动，撰写心得体会，拓展交流空间。 

6. 加入图书馆的选书小组，参与更多的图书推荐和图书评估工作，并且每年定期或

不定期地同采购人员一起到书店直接选购；   

7. 协助图书馆做好读者调查、各种读者服务等相关活动的宣传工作等。   

网站： http://lib.ustc.edu.cn/侧边栏/图书馆志愿者-2   

志愿者报名方式：长期接受志愿者的报名，请自行下载电子版《校芳草社图书馆志愿

服务分队志愿者申请表》。注意：请将邮件主题填写为“志愿者申请+姓名”，并将已经填

写好的申请表的文件名也改为“志愿者申请+姓名”，并将此申请表附在附件中。  

现场报名点：东区新馆 6楼 604 志愿者办公室现场报名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学生证或一卡

通，报名时须填写姓名、院系、学号、Email 和手机号码、志愿服务时间等个人信息。 

报名联系人：图书馆学生工作指导部 丁菁梅老师 电话：63602328      E-mail： 

jmding@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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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查新咨询中心，依靠强大的科技文献数据库面向全

国用户，提供各类项目的科技查新咨询服务。  

科技查新（以下简称"查新"）是科技部为了避免科研课题重复立项和客观正确地判别

科技成果的新颖性、先进性而设立的一项工作。是各类科技机构和工厂企业在进行科技项

目决策或评审前了解相关科技信息的有效途径，它对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避免重复投

资，重复研究起到很好作用。因此，已被国家科技部规定为一切科技项目立项评审前的必

要程序之一。  

 查新工作由国家科技部统一管理。为了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规范其行业行为,

加强查新工作管理力度，科技部于 2000 年 12 月 8 日针对科技查新机构印发了《科技查

新管理办法》、《科技查新规范》。本中心将进一步发扬科学、求实、热情、准确的查新工作

作风，全面深入贯彻科技部上述文件的各项要求。  

本中心工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00—11:50；下午 14:00—17:40。  

通讯地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图书馆 6 楼科技查新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邮编 230026）；  

电话： 0551-63607832/63602330；  

传真： 0551-63602325；  

电子信箱：libinfo@ust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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