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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概况

PART 1



图书馆概况

逸夫馆（龙河校区）

文典阁（磬苑校区） 蜀山校区分馆
新增



文典阁



馆藏分布及开放时间

文
典
阁

楼层分布 馆藏设置 服务时间 是否借书

一楼东大厅北 总服务台（还书处、办证处等） 周一至周日8:20-17:00 /

北夹层 黄德宽、李世雄、唐德刚、王明方赠书阅览室
周一至周五

否
8:20-11:30；14:00-17:00

二楼北 报刊阅览室 周一至周日8:20-22：00 否
三楼 中文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A－H类 

周一至周日8:20-22：00
（17点前借书）

是
四楼南 中文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I-K类 、获奖书架

四楼北 中文自然科学图书借阅室 

五楼南 科图法图书借阅室 周一至周五8:20-17:00（闭架）

五楼北 综合阅览室（工具书、检索刊、外文图书等） 周一至周五8:20-17:00 工具书阅览
其它借阅

六楼北 低流通率图书阅览室（D1，D2，D3图书） 周一至周五8:20-17:00 是
八角楼北2~6楼
八角楼南2~4楼

研修间 周一至周日7:00-21:50 /

八角楼南4楼C402 信息咨询部（查收查引、学位论文提交） 周一至周五8:20-17:00 /

八角楼五楼 电子阅览室 、创客空间 周一至周日8:20-17:00 /
二楼南\六楼南 普通阅览室（自习室） 周一至周日7:00-23:00 /



五楼

六楼

三楼

四楼

一楼

二楼

总服务台
（还书处、办证处等） 

报刊阅览室

黄德宽、李世雄、唐德刚、
王明方赠书阅览室

中文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
A－K类 

中文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
N－H类 

中文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
I-K类 

中文自然科学图书借阅室
N-Z 

综合阅览室（科图法图书 )
数字 .

综合阅览室
（工具书、检索刊、外文图书等） 

低流通率图书阅览室
（D1，D2，D3图书）

自习室 

自习室 

 
国学小书斋 

南 北 

文典阁馆藏分布示意图

二楼夹层(2A) 青创咖啡



逸夫馆



馆藏分布及开放时间

逸
夫
馆

楼层分布 馆藏设置 服务时间 是否借书
B座102 密集书库 不开放，查找可联系中文报刊阅览室老师 否
B座3楼 安徽大学出版社

周一至周五8:00—11:35，14:30—17:35 否B305 安徽大学文库
B304 钟鼎文赠书阅览室 不开放，参观可联系特藏阅览部 否

C座101-105 中文自然科学期刊阅览室
周一至周五8:00—11:35，14:30—17:35 否

C座106 中文现报刊阅览室
C座201、C座401 普通阅览室（自习室） 周一至周日7:40-23:00 /

否C座203 逸夫馆中文社会科学样本书第一阅览室(南二) 周一至周六8:00—11:35，14:30—17:35

C座303 逸夫馆中文图书借阅室(南三) 周一至周日8:00—22:00 (17:00点前借书) 是

D座105 逸夫馆中文社会科学样本书第二阅览室(塔一) 周一至周六8:00—11:35，14:30—17:35

否D座203-204 逸夫馆中文合订本报纸阅览室
不开放，查找可联系中文报刊阅览室老师D座503-504、

505-507 逸夫馆外文期刊阅览室

D座403 信息咨询部（查收查引、学位论文提交） 周一至周五8:00—11:35，14:30—17:35 /
D座603 安徽地方专题特藏室 周一至周五8:00—11:35，14:30—17:35 否

D座606 逸夫馆外文图书借阅室 周一至周日8:00—11:35，14:30—17:35 是（部分原版
或孤本除外）

D座707 民国、港澳台书刊阅览室 周一至周五8:00—11:35，14:30—17:35

否
D座804 逸夫馆中文社会科学样本书第三阅览室(塔八) 周一至周六8:00—11:35，14:30—17:35
D座906 古籍阅览室 周一至周五8:00—11:35，14:30—17:35
D座1003 逸夫馆中文自然科学样本书阅览室(塔十) 周一至周六8:00—11:35，14:30—17:35



蜀山校区分馆



           借还书处开放时间：周一至周日8:20-17:00
           取书地：食堂三楼。
           取书时间：委托图书到达指定取书地6日内
（图书每周一、三、五下午运送；逢国家法定节假日顺延，
寒暑假<校历上规定的时间>暂停此服务）。

借阅方式及开放时间：

蜀山校区分馆

采取委托借阅方式



图书馆资源



电子资
源

纸本资
源

中外文书刊（354.27万册

1.中外文数据库（115个），中外文全文电子图书230.74万册，
 中文电子期刊约1.61万种，外文电子期刊约2.29万种。
2. 自建特色数据库: 徽学研究、馆藏古籍电子书、安大学位论文库、馆藏
古籍题录数据库、馆藏光盘数据库等.

中外文
电子图书

（230.74万
册）

中外文
电子期刊

（3.9万种）

国内外硕
博学位论

文

会议
论文

    专利
    文献...

科技
报告

馆藏资源

全校各种纸质文献资源总量约354.27万册（件）。图书馆馆藏纸质文献
总量约250万册，其中，中外文纸质图书约217万册，中外文报刊合订
本22.1737万册，古籍图书约 11.30万册（含《中华再造善本全套）。

自建数据库



网页版电子资源



数据库



电子书

超星

书香安大



高级检索

中国知网（CNKI）

检索结果



手机版电子资源



微信公众号~馆藏检索

我要找书（馆藏检索）、查询借阅历史、续借、推荐图书、超期缴费、新书通报、电子图书等

三体



新书通报 畅想之星电子书 书香中国

微信公众号~



借还书流程

PART 2



 查
索书号、
馆藏地

   阅览室 借书 读书 还书

1. 图书馆官网
2. 微信公众号

根据索书号
前往相应阅览室

1. 找到相应书架
2. 拿到想要的书
3. 在阅览室出口处用校

园卡刷卡借书，并为
书消磁

30天
续借30天

1. 逸夫馆在三楼中文图书馆借阅室统一归还。
2. 文典阁在一楼东北侧总服务台管理员窗口

归还。
3. 非开放时间且图书未过期可放至还书箱内

由图书馆管理员次日上午代为归还。
4. 在各校区借阅的图书可就近归还（通借通

还）。

纸本图书借还流程



登录安徽大学图书馆网站，

选择“馆藏检索”，并根据

题名、责任者等条件检索。

网址：http://www.lib.ahu.edu.cn/

官网OPAC 馆藏检索



在检索结果中，选择符

合要求的信息，点击查

看详细信息。

馆藏检索 结果



I247.5/3157
《中国图书分类法》采用汉语拼音字母
与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混合号码，一个
字母代表一个大类，大类下细分的学科
门类用阿拉伯数字组成。同一字母内，
以数字顺序、大小反映大类中的各小类
次序，呈树状图。
“/”后面的数字表示到馆顺序

I 文学

I0 文学理论
I1 世界文学
I2 中国文学

I21 作品集
I22 诗歌、韵文
I23 戏剧文学
I24 小说

I242 古代至近代作品
（-1919年）
I246 现代作品
（1919-1949年）
I247 当代作品
（1949年-）

查看 馆藏信息

检索结果显示索书号、条码

号、年卷期、馆藏地、书刊

状态、流通状态等信息。

馆藏地--找阅览室
索书号--找书



中图法基本大类表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N 自然科学总论

B 哲学，宗教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C 社会科学总论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D 政治，法律 Q 生物科学

E 军事 R 医药，卫生

F 经济 S 农业科学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T 工业技术

H 语言，文字 U 交通运输

I 文学 V 航空，航天

J 艺术 X 环境科学，安全科学

K 历史，地理 Z 综合性图书

索书号首字母含义

注：文典阁三楼A-H，四楼I-Z，6楼北D系列（调拨），五楼南纯数字



索书号--找书

例如：《十宗罪》

I247.5/3157

阅览室分布

1、文典阁~四楼南

（中文社会科学图书借阅室

I-K类 ）

2、逸夫馆~三楼南

（中文图书借阅室）

3、逸夫馆~塔8楼

（中文社会科学样本书第三阅览室）索书号



索书号--找书（排架规则 1）

每个书架的两侧标识 索书号范围 



Ø 分类号按对位比较法逐位比较，小号
码在前，大号码在后（即字母A—Z，
数字0—9），如：

    I242 排在 I247 的前面，I247.5 排在
I247.7 的前面

Ø 分类号相同，再按种次号（/后面的数
字）排，种次号按自然数顺序排，如 
I712.4/407 排在 I712.4/424 前。

索书号--找书（排架规则 2）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从小到大



在阅览室入口处  借书登记

1. 找到书

2. 读卡器上刷校园卡

3. 电脑系统借书登记

4. 学生给书消磁

消磁仪 读卡器

      借 书



30天

正常借读天数
续借天数

1次
续借次数

5册
本科生可借总册数

借书规则



1、点击并登陆“我的图书馆”

2、“当前借阅”—“续借”，

3、每次续借天数30天，逾期

后每本书扣费0.1元/天。

续 借



预 约

1. 在OPAC馆藏检索结果中“预约”

2. 可预约图书：文典阁藏书中全部借出者

3. 预约图书归还之后保留6天，6天之后预约失效

4. 预约成功后，在“我的图书馆”——“预约信息”中查询、取消

5. 到书后，请到还书处办理借阅手续

6. 最多可同时预约3种图书

Tips



 委托借阅

取书地点和时间：



委托借阅

委托借阅流程1：

1）读者登录图书馆主页--馆藏检索
（http://opac.ahu.edu.cn/）查询图书，在
显示书目记录的详细信息页面，点击该种
图书后的“委托借阅”。

2）正确填写信息，提交委托申请。

3）委托申请提交后，管理员会按照提交申
请的顺序处理；读者可以在“我的图书馆”—
—“委托信息”里进行“委托借阅”进度查询，
或者关注图书馆微信服务号ahulib，绑定个
人账户接收信息推送。

校内网读者



委托借阅
委托借阅流程2：

1）读者登录智慧安大--点击页面上方
”应用中心“--点击”业务系统“，在下方”
业务名称“处按字母T查找”图书系统“。
2）点击”图书系统“检索所需书目，点击
详细信息页面，点击该种图书后的“委托
借阅”。
3）正确填写信息，提交委托申请。

(非校内网读者)

注：委托申请每天10点左右会被处理，及时关  
“安徽大学图书馆”公众号查看通知信息。



文典阁 ~ 一楼总服务台

周一至周日 8:20—17:00

还 书

通借通还：在各校区借阅的图书可以在逸夫馆（文典阁、蜀山馆）归还

逸夫馆 ~ C303
周一至周四 8:00-11:35,14:30-22:00

周五至周日 8:00-11:35,14:30-17:35

非工作时间内未过期图书可放至

文典阁一楼东北侧还书箱内，由

馆员次日上午代为归还。



赔偿原书：所有图书全部

按原书赔偿(同一出版社新

版本需经审核通过后才可

抵赔)，并须缴纳图书加工

费10元/册。

赔款：无法赔偿原书，需

按表内要求赔偿，并缴纳

图书加工费10元/册。

多卷册图书按整套图书总

价计算。

丢失图书赔偿标准

中国大陆出版图书
2000年（含）后出版 原价×3倍

1980年至1999年出版 原价×5倍

1950年至1979年出版 原价×（当前年-出版年）

1949年（含）前出版 视为文物，以不低于原价×（当前年-出版
年）的当前国家文物市场估价进行赔偿。

中国大陆以外国家地区出版图书
1980年（含）后出版 原价×5倍
1901年至1979年出版 原价×（当前年-出版年）

1900年（含）前出版 视为文物，以不低于原价×（当前年-出版
年）的当前国家文物市场估价进行赔偿。

注： 1.1950年前后以第一套人民币标价的图书按标价的万分之一计原价
        2.赠书和无标价图书按40元计原价；以外币标价图书按现行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原价



馆际互借 / 文献传递

图书馆依托省内、

国内等各协作机构，

为我校读者提供馆

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服务。



读者荐购

Ø网页荐购

Ø手机荐购

Ø电话荐购

Ø到馆荐购



特色活动

PART 3



“阅读经典”系列活动



参加阅读经典讲座，
将有机会获得相应学分

听讲座   赚学分

图书馆  组织，邀请专家、学者开展讲

座，向读者阐述相关专业领域的经典内容，

或以真人图书馆的形式与读者面对面互动

交流。



文典大讲堂
院系  组织，邀请专业领域重要学者专家为师生做讲座报告



Ø 命名：文典大讲堂以1928年安徽大学在安庆创设时首主校政的刘文典教授的名字。

Ø 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繁荣发展优秀科学文化，传播推广人类文明成果，助推人才培养，促进学术创新，提

升校园文化品位，打造我校文化品牌。

Ø 目标：立足校园，面向社会，呈学术精粹，展大师风采，以人文性、科学性、学术性和创新性为特色，以提升师生员工

的人文科技素养和思想文化品位为目的。希望通过持续努力，将其打造成能体现大学文化精神、安徽一流、全国知名的

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创新人才培养课堂和校园文化建设窗口。　　

Ø 主题：根据目标定位，每年组织8-10期主题演讲活动。包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与学生

成长成才和全面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等。

Ø 主讲人：在全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专家学者，在各自领域造诣精深的文化精英，在各自行业卓有成就的社会名流，具

有丰富管理经验的高层领导等。

文典大讲堂
院系  组织，邀请专业领域重要学者、专家为师生开展讲座报告



1.时间：

2.地点：安徽大学图书馆八角楼七楼（若有变动，提前通知）

3.影片挑选：电影放映前的一个星期五会通过安徽大学图书馆官

方QQ（号码：2567676481）、微信、微博发布电影主题，全

校师生可在相应说说下推荐与主题相关的影片，最后会根据留

言内容来确定将要放映的电影。

4.影评优选：评选最佳影评，读者可在官方QQ相应的说说下以

评论方式发表自己的影评，每期会从中挑选一个最佳影评并为

其送出奖品。

经典电影展播



《导读》

投稿邮箱：daodu@ahu.edu.cn
投稿箱：总服务台

我馆自办刊物，面向全校师生发行

u宗旨：立足学生，面向全校师生，关注图书馆的工作动态，报道图书馆

的新闻及新书推荐、图书阅读指导、数据库使用指南等等。

u欢迎同学们积极投稿，内容可以涉及对图书馆的感受、读书体会以及短

小精悍的文学作品等。



       为缓解学生占座导致的馆内座位资源不足状况，为广大师生营造

良好的阅研环境，自2018年4月起安徽大学图书馆学生服务中心和图

书馆物业共同合作开展清场活动。

        每晚22:20进行，清场范围为一楼大厅、二楼和六楼自习室。

清场、清柜

        文典阁一至五楼均设有储物柜。一部分为电子储物柜，使用校园

卡开柜放物；另一部分为普通储物柜，学生自带锁。

        每周日22:50，由图书馆物业保安负责。清柜为图书馆常规活动，

一般情况不会取消或推迟，请提前取出柜内物品。     

清场清柜的物品会交给物业，物业可能会直接丢掉，所以请同学离开

带好自己的物品。



新空间

PART 4



32间研修间及1个创意创作空间实
验室（简称“创客空间”），以期为
我校师生创设更好的学习研讨及交流
空间，并为学生创客团队开展活动提
供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图书馆服务
师生读者的能力。



手工制作区、协作区、动漫设计区、
电子设计区、数字媒体加工区、微信
与APP设计区及3D设计打印体验区

两台3D打印机



网上申请条件：
小组成员人数：4~8人，预约时间：1h ~ 4h，
可预约两天内，可取消1次/天，开始前10分钟不可取消

预约生效30分钟内组长刷卡，小组成员刷卡，人数≥4人

违约：预约生效30分钟内组长未刷卡、小组成员刷卡人数
<4人，或违约3次，则7天内不能预约

组员可小声讨论，请遵守图书馆研修间使用规定，保持环
境卫生，不带走公共物品

网上申请条件：

2≤小组成员人数≤10，1h ≤ 预约时间 ≤ 4h，

可预约2天内，可取消1次/天，

开始前10分钟不可取消。

无需刷卡，到馆使用时，请致管理员处签到

研创小知识

研修间（文典阁二、三、四楼）

创客空间（八角楼六楼）



休闲~阅读空间



新媒体

PART 5



图书馆学生服务中心官方
QQ，发布图书馆相关信息，
并积极与学生沟通，帮助
师生解决图书馆使用中的
问题。

安徽大学图书馆志愿者团队，
定期招募学生志愿者，参与
志愿活动累计一定次数后可
获得志愿证明和证书。

图书馆 官Q

小图 小志



图书馆 公众号



图书馆 微博

欢迎扫描二维码，关注图书馆微博！



占座 吃东西 交头接耳 衣着暴露

文明公约

1.不长时间占座、占柜。                

2.不在馆内饮食、吸烟等 。           

3.不在馆内大声喧哗或在自习室交头接耳。

4.穿着得体入馆。



谢 谢 观 看

202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