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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举例操作 



1 书目查询系统 



OPAC查询系统 

       OPAC：全称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ue，在图书馆学上被称作“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读者可

以利用万维网实现图书的查找和借阅。我馆采用的是江苏汇文软件有限公司开发的第五代系统。 

主要功能： 

1. 书目检索 

2. 热门推荐 

3. 分类浏览 

4. 新书通报 

5. 读者荐购 

6. 我的图书馆 



OPAC查询系统 

书目检索方式： 

简单检索 

全文检索 

多字段检索 



OPAC查询系统 

   查看馆藏地 

馆藏地为“密集书库”

的图书请至负一楼借还

服务台联系老师借阅 



OPAC查询系统 



OPAC查询系统 

手机扫描二维码可以直接
在手机上显示“题名、责
任者、索书号、馆藏地等 



OPAC查询系统 



OPAC查询系统 

登录我的图书馆，查看个人证件信息，修改信息，读者荐购、办理续借。 

用户名和初始密码都
是自己的学号 

字母B大小写均可 



OPAC查询系统 

录入邮箱和手机号 

读者荐购 



OPAC查询系统 

手机扫描二维码获取借阅图书的题名及应还日期 



读者类型及借阅权限 

读者类型 最大借阅册数 借期天数 可续借次数 每次续借天数 

教师 8册 60天 2次 20天 

研究生 8册 40天 2次 20天 

本科生 6册 40天 1次 20天 

留学生 6册 40天 1次 20天 

备注： 

借阅图书，逾期罚款每册每天0.1元，罚款金额不超2元，不影响借阅。 

 续借手续应在图书借阅到期之前的5日内办理 。 

 凡书刊状态为“保留本”的图书（书脊上贴有蓝色“保留本”标签），只能阅览，
不能外借。另外期刊、外文乐谱不外借。 

 所借图书在寒暑假内到达借阅期限者，可在假期结束后的10日内归还。 

 所借图书在法定节假日内到达借阅期限者，应在节假日结束后的3日内归还。 



2 电子资源简介 



 



2.1 综合知识资源库 



CNKI知识资源总库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正式出

版的8000种学术期刊）、中国

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

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

库、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图

片库等。 



CNKI知识资源总库——高级检索 



超星读秀知识搜索 

由海量全文数据及资料基本

信息组成的超大型数据库，

为用户提供深入到图书章节

和内容的全文检索，部分文

献的原文试读，以及高效查

找、获取各种类型学术文献

资料的一站式检索，周到的

参考咨询服务，是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学术搜索引擎及文

献资料服务平台。 

 



超星读秀知识搜索 



超星云舟 

扫描二维码安装 

或者在APP市场搜索：超星学习通 

1.知识重组空间功能 

     云舟为每位读者都提供了一个知识空间，读者不仅可以在空间中获得图书馆的

各种资源和服务，同时也可以根据自己个性化的需求来管理个人空间，在空间中创

作创新、订阅感兴趣的专题、记录自己的阅读思想、笔记等。 

2.知识专题创作功能 

    人人都可以创建自己的专题，读者可以自由、快捷地按照自己的需求采集图书

馆及本地资源，也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手稿、学术观点、理论总结等添加到专题中。 

3.分享交流的社区功能 

    云舟知识空间支持PC端及移动端等多终端方式的交流方式，在知识组织重构分

享平台中，读者可以查看好友的书房、好友共享的笔记等，同时可以通过小组讨论、

发消息等方式及时沟通思想，实现读者与读者之间、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超星云舟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账号：学号/工号 

初始密码：与OPAC查询系统“我的图书馆”密码一致 
初次登录，完善信息，方便下次用个人账号直接登录 



超星云舟 



超星云舟 



闳约搜索 



EDS发现系统 

    EDS(Find+)知识发现平台是由全球知名的美国EBSCO公司和南京大学数图实验室联合研发，

利用EDS平台授权提供的国外出版商合法元数据和先进的外文多语种搜索技术，结合本地化服务

功能，搭建的国内领先的资源发现平台。 



2.2 电子书刊资源库 



超星汇雅电子图书 

超星汇雅电子图书数据库是由

北京超星公司推出的新一代电

子图书数据库的管理和使用服

务平台，数据库全库共有电子

图书100余万种，本地镜像安装

了50余万种电子图书。 



超星汇雅电子书——全文检索 



书生电子图书 

本地镜像安装了20多万种电子图

书，需要在本地下载安装阅读器。 



馆藏图书数字化平台 

图书馆馆藏艺术类图书纸

质文献幅面有32K、16K或

A4，每年数字化加工

50000册，三年150000册。 



馆藏图书数字化平台 

馆藏数字化图书对接读秀知识库 



畅想之星电子书 

馆配电子书平台，已镜像

安装8132册，多为近几年

出版的新书，欢迎荐购。 



优阅外文电子书 

镜像安装艺术类

图书一万余种 



数图外文电子书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2.3 古籍民国文献资源库 



全国报刊索引 

收录民国时期（1911-1949）

出版的期刊两万余种，文献

一千五百万余篇，内容集中

反映这一时期政治、军事、

外交、经济、教育、思想文

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 



大成老旧刊 

• 收录了清末到1949年间

中国出版的期刊。采用

中国图书分类法期刊分

类表分类，采用原件高

清扫描，检索分为按刊

检索和按篇检索，检索

字段包括刊名、题名、

作者、出版地、年代等。 



大成古籍文献数据库 



大成古地方志 



中国基本古籍库 

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分为4个子库、20个大类、

100个细目，精选先秦至民国历代重要典籍，包

括流传千古的名著、各学科基本文献和拾遗补

缺的特殊著作，各据通行善本。从总库中选择

购买与艺术学相关的“艺文库、哲科库、史地

库”等若干子类，约1.2亿字。需要在本地安装 

“中国基本古籍库客户端”。 



古籍馆数据库（22000种） 



2.4 多媒体资源库 



超星学术视频 



库克音乐图书馆 

库客数字音乐图书

馆共汇聚了中世纪

时期到近现代的

9000多位艺术家、

100多种乐器的音

乐作品，曲目数量

总计近50万首曲目，

还有英语读物资源、

在线剧院播放等。 



ASP世界音乐在线 

数字外文古典乐谱数据库，收录自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代音乐等时

期的全球最重要的古典音乐乐谱，手稿，以及从未出版过的资料。数据库允许读者通过不同的作曲家、类

型、时间段来访问多种类型的乐谱。目前已购买第一辑，约2万多册。 



邦丰多媒体资源库 



畅想之星光盘数据库 

收录了9万多张随书光盘，

当借阅图书需要阅听光盘

资料时可利用该库进行查

找、下载。 



艺术博物馆图片库 

中国艺术博物馆图片
数据库按主题收录博物

馆图片7万5千多张。 



3 校外获取 



VPN访问 

联图远程访问系统是2017年财政专项新采购的软件式系统，推荐

使用，无需安装客户端，直接点击下方访问地址，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进行系统登录。可以看到我馆所有购买的数据库资源以及部分试

用数据库，点击相应的数据库名称即可访问，在数据库内进行检索、

浏览和下载 。 

访问地址：http://1.51.18.11:9000/login.fds  

用户名：工号/学号  

密   码：姓名拼音+工号/学号  

密码在进入系统后可重新设置。  

http://1.51.18.11:9000/login.fds


VPN访问 



场次 时间 讲座主题 

1 2018.10.10 如何高效“一站式”获取图书馆纸质和电子资源 

2 2018.10.17 CNKI研究型协同学习平台——关于研究型学习的探讨 

3 2018.10.24 “Bloomsbury Fashion Central: 助力全球时尚的学术研究” 

4 2018.10.31 畅想之星电子书读者培训 

5 2018.11.07 超星发现——知识分析与挖掘服务 

6 2018.11.14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使用方法介绍 

7 2018.11.21 设计师之家资源库让你的设计更出色 

8 2018.11.28 超星视频——天下名师皆我师 

9 2018.12.05 智慧引领方向 服务铸就理想——万方数据库 

10 2018.12.12 全球学术快报——口袋里的CNKI 

11 2018.12.19 如何高效的利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助力科研 

12 2018.12.26 如何利用古籍和民国文献资源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公共信息素养课程系列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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