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手册 

 

 

 

 

 

http://lib.xjau.edu.cn 

 

 

 

 

 

 

 

 

 



 2 

做一个利用图书馆读书学习的大学生 

 

图书馆是大学的学习读书中心、文献信息资源中心、文化中心。

“书香校园”是新疆农业大学形成的校风。图书馆倡导“让学习成为

一种习惯，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的理念，坚持“读者第一，服务育

人、文化育人”的办馆宗旨，设有自习大厅、书库、新疆特色文献库、

读者咨询服务中心、学术报告厅等空间，为读者提供自习学习空间、

书刊借阅、电子资源检索、信息素养教育、学科服务、科技查新、读

书文化等多层次、全方位的服务。 

图书馆作为大学自主学习的最佳场所，欢迎各位新同学来图书

馆，从图书馆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中汲取无穷的知识营养，获得富足

的精神食粮。你的一切困惑在书中能找到答案！自主学习是你前进的

最强力量！希望你们在大学学习的过程中，能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

知识资源库和自习学习空间。这里是文明的殿堂、这里是知识的海洋，

这里是人才的摇篮。在这里放飞你的梦想，在这里收获你的希望。图

书馆将会以她丰富的文献资源、宽敞优美舒适的馆舍、专业化的贴心

服务、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助推你的成长、成就你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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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概况 

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现有馆舍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藏书 100

余万册，期刊 2200 余种，中英文数据库 38 个。目前，图书馆是国家

二级科技查新定点单位，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物收藏馆，教育部大学

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CADAL)项目新疆服务中心和新疆少数民

族文献资源数字化加工中心。图书馆是自治区社科普及基地和科普基

地。新疆农业大学动植物标本馆位于图书馆内。 

目前开设有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网站、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微信

平台、新疆农业大学科技查新网站和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动植物标本馆

网站。 

 

 

在图书馆一楼大厅、二号教学楼和一号教学楼有电子借阅机，读

者可下载各类电子书等电子文献进行阅读；在图书馆一楼大厅和五楼

期刊书库有电子期刊机，可供读者阅读和下载电子期刊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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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馆须知 

1.读者凭本人校园卡（教工卡、学生卡）刷卡注册入馆。 

2.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入馆。 

3.保持肃静，请勿喧哗，馆内请勿接打电话。 

4.保持清洁，请勿带食品入馆。请勿随地吐痰、乱扔纸屑果皮杂物。 

5.注意仪容仪表，着装整洁。穿着背心、拖鞋等衣衫不整者谢绝入

馆。 

6.爱护公物，文明阅览，不得涂改、撕毁书刊，不得在阅览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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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刻画。 

7.请坐自己选定的座位，请勿抢、占座位。 

8.馆内任何区域严禁吸烟。 

9.没有火情，严禁动火警报警开关消防箱。 

 

三、开馆时间 

1、自习厅（一楼、二楼）: 

周一至周日：8:00-23:00（夏季） 

            8:00-22:30（冬季） 

2、自然科学书库（三楼）、社会科学书库（四楼）： 

周一至周五：10:00-14:00；16:00-20:00(夏季) 

10:00-14:00；15:30-19:30(冬季) 

其中每周六：16:00-20:00(夏季)；15:30-19:30(冬季) 

3、外文、工具书书库、期刊、报纸阅览室（五楼）： 

周一至周五：10:00-14:00；16:00-20:00(夏季) 

10:00-14:00；15:30-19:30(冬季) 

注：自习厅每天正常开放。书库节假日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四、刷脸入馆和刷卡离馆规则 

（一）刷卡注册 

首先到图书馆入口处的注册机上（如下图 1.1）录入信息，步骤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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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人脸注册机 

 

第一步刷卡录入信息。只要把一卡通 IC 卡轻贴刷卡处（如图 1.2）

即可自动录入个人信息（图 1.3，当出现个人信息后可以把卡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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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刷卡处 

 

图1.3 

 

第二步点击拍照。在点击拍照之前“请正视摄像头”，并靠近注册

机让人的头部面积尽量照的大些（如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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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拍照确认 

 

第三步点击确定完成注册。如果您对拍照预览图满意，就点击确

定来完成注册(如下图 1.5)，此时您就可以潇洒转身到门禁闸机通过

人脸入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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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5 注册成功。 

 

 

如果对拍照预览图不满意，可点击取消（默认 10 秒自动取消），

然后按前面的第一到第三步重新操作一遍。如果已注册读者，再次注

册时会失败（图 1.6 注册失败），并提示“您已注册，如需再注册需联

系管理员解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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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注册失败 

 

（二）刷脸进馆  

人通过闸机时请靠近屏幕(如图 2.1)，此时刷脸设备会出现一个

框来识别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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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刷卡离馆  

读者离馆时需要先通过图书监测仪，然后再刷卡离馆。当读者离

馆通过图书监测仪时，监测仪发出“嘀嘀嘀”的报警声音，读者此时不

能通过门禁刷卡出馆，需要配合图书馆工作人员确定没有带出未借书

籍后，重新从图书监测仪通过再刷卡出馆。 

 

五、楼层分布 

 

一楼：自习厅、文献资源加工部（图书报刊编目加工）、文献资源建

设部（纸质、电子资源采购）、党政办公室综合管理科、动物

标本展示厅。 

二楼：自习厅、信息咨询与教学研究部（科技查新、查收查引、文献

传递、论文认定检测、文献检索课教学等）、读者信息咨询服

务中心、技术服务部、新疆特色文献库、动物标本馆。 

三楼：自然科学书库、植物标本馆、馆领导办公室、党政办公室、标

本馆办公室。 

四楼：社会科学书库、新疆少数民族语言图书书库、禁毒阅览室、学

术报告厅。 

五楼：外文、工具书书库、期刊、报纸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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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明亮的自习大厅 

 

 
 

环境温馨的书库 
 



 14 

 

书库入库须知 

一、 我校师生员工一律凭本人一卡通到图书馆借阅图书，一

卡通仅限本人使用，不得借与他人。一经发现，取消该

卡借阅资格。 

二、 本馆实行开架借阅，读者自己的包以及非本馆书刊等物

品不能带进书库。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如有遗失责任

自负。 

三、 读者在进入书库时，请自觉配合工作人员接受安全检

查。拒绝接受检查者，不得入内。情节严重者交予学校

有关部门处理。 

四、 读者在入口处工作台凭本人一卡通换取代书板后方可

进入书库，在挑选图书的时候每次限取一本，取书时将

代书板放在取书处，不借的书请务必放回原处并取出代

书板，不得将书乱插乱放，以免造成乱架，离馆时用代

书板换回本人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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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习厅座位使用说明----座位使用流程 

预约座位操作流程： 

 

 

 

离馆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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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座位： 

 

座位预约有三种方式，分别是现场选座、网页预约和微信预约。

现场选座机选择的座位直接完成签到。网页和微信预约当日座位的读

者，预约成功后不可以取消，且需在 30 分钟内到图书馆通过门禁入

馆自动完成签到。如果预约次日的读者，可以在次日 7:30 分之前

取消；未取消读者需要在次日早上 8:30 分之前到图书馆通过门禁入

馆自动完成签到。 

 

（一）现场选座 

 

现场预约是读者到图书馆一楼大厅现场选座机上预约座位，现

场选座只能选座当日座位，选择完成后直接使用(自动签到)。 

(1)选择楼层 

 



 17 

(2)选择区域 

 

 

(3)选择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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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刷一卡通 

 

 

(5)选座成功 

 

读者通过现场端刷卡选座直接完成签到，座位状态变为“使用

中”。 

 

2.网页预约 

读 者 登 陆 图 书 馆 座 位 预 约 系 统 网

站 http://202.201.224.134 进行预约操作，预约成功后请按系统

规定时间进行签到，预约规则详见预约网页相关说明。(注意:该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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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谷歌 chrome 浏览器,IE(版本 10 以上)浏览器、火狐 firefox、

360 安全浏览器、360 极速浏览 器、遨游浏览器、搜狗浏览器、UC 浏

览器;该网站也可通过部分手机浏览器进行访问，操作方法与电脑端

相同)，网页预约步骤如下: 

 

(1)选择楼层 

 

 

(2)选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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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预约日期 

 

 

(4)选择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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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登录 

用户名为学号，密码初始为 0000。 

 

 

(5)选择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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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约成功 

 

 

3.微信预约 

(1)关注“新疆农业大学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在“我的图书馆”

模块点击“自习厅座位预约”

 

(2)首次预约座位需要输入

学号和密码登录。用户名是学号，

初始登录密码是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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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马上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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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要分馆和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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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选择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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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择日期、时间及座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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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座位布局图可以查看座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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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预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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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通过微信或网页预约的座位需要通过刷脸入馆签到才能使

用座位。预约当日座位的读者预约成功后需在30分钟内签到;预约次

日座位的读者预约成功后需在次日8:30之前签到。 

1.读者在图书馆外通过微信或网页预约的座位，到图书馆后通

过门禁入馆后自动完成签到。 

2.读者在图书馆内通过微信或网页预约当日的座位，预约成功

后系统自动完成签到。 

预约后未签到的读者将被记录“未签到”违规 1 次,未签到

违规 满 3 次,将被暂停选座位权利 7 天。 

 

1.离馆签离座位 

 

（1）读者通过门禁闸机刷卡出馆系统自动释放座位。 

（2）在现场选座机上刷卡处刷“校园卡”，在弹出页面点击“签

离”。 

（3）读者可以通过微信端座位系统首页，点击“临时离开/签

离”选择签离，完成座位释放。 

（4）读者可以通过网页端，在“我的中心-我的预约”里选择

座位签离。 

读者离馆如果未签离座位记录“未签离”违规 1 次，未签离到

违规满 3 次，将被暂停选座位权利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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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时离开 

 

当读者在使用座位过程中，应某种原因需要暂时离开图书馆一

会儿，可以在座位系统里选择“临时离开”，系统会对您原有座位保

留60分钟。临时离开方式有： 

1.在现场选座机上刷卡处刷“校园卡”，在弹出页面点击“临

时离开”。 

2.网页端在“我的中心-我的预约”，点击“临时离开”。3.

微信端在座位系统首页点击“临时离开/签离” 选择“临时离开”。 

选择临时离开的读者，如果出馆需要在60分钟内通过刷门禁入 

馆，系统会完成签到，继续拥有原座位的使用权;如果读者没有出馆， 

需要在60分钟内到现场选座机刷卡点击签到或网页端点击签到继续 

拥有原座位的使用权。 

读者临时离开如果未在 60 分钟内完成签到记 录“临时离开

超时”违规 1 次，临时离开超时到违规满 3 次，将被暂 停选

座位权利 7 天。 

 

3.每天 22点后现场只签离 

 

为避免闭馆时读者集中办理“刷卡签离”的拥挤情况出现，每

日22:00后选位机不再提供现场选位功能，仅提供刷卡签离功能，读

者可在 22:00后到选座机上提前办理“刷卡签离”，然后返回原座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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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使用至当日闭馆。22点后现场选位机屏幕显示信息如下: 

 

当现场选座机显示上图信息时，读者直接刷卡完成签离无须点

选。 

 

1.在现场选座机上刷“校园卡”查看座位信息。 

2 网页端在“我的中心-我的预约”里查看座位信息。 

3.微信端在“我的中心-我的预约”里查看座位信息。 

 

预约当日座位不可以取消，预约次日的座位可在次日7:30前取

消。 方法如下: 

1.网页端在“我的中心-我的预约”，点击“取消预约”。 

2.微信里在“我的中心-我的预约” 选择预约的座位向左滑动，

点击“取消”。 

 

七、自习厅座位管理系统规则和预约选位方法 

 

➢ 选位与预约方法： 

读者可通过以下图书馆自习厅的选座机进行选位或预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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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内的选座机（放置于图书馆一楼、二楼大厅）、座位预约网站或微

信公众号。预约成功的读者拥有对应座位的优先使用权，未选座位或

所选座位失效的读者应让位于拥有座位使用权的读者。 

1、在图书馆内的选座机上选取座位：仅可选取当日开馆后的座

位。 

 

2、在图书馆座位预约网站预约座位：可预约当日及次日开馆后

的座位。 

读 者 登 陆 图 书 馆 座 位 预 约 系 统 网 站 

http://202.201.224.134 进行预约操作，预约成功后请按系统规定

时间进行签到，预约规则详见预约网页相关说明。（注意：该网站支

持谷歌chrome浏览器,IE（版本10以上）浏览器、火狐firefox、360

安全浏览器、360极速浏览器、遨游浏览器、搜狗浏览器、UC浏览器；

该网站也可通过部分手机浏览器进行访问，操作方法与电脑端相同。） 

3、在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座位：可预约当日及次日开馆

后的座位。 

读者需关注图书馆官网微信“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使用右

下角菜单“我的图书馆—自习厅座位预约”功能进行预约操作。预约

成功后请按系统规定时间进行签到，预约规则详见微信预约微网页相

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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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预约规则： 

读者可预约当日或次日的座位： 

1、预约当日座位成功后不能再取消,并需在30分钟内刷脸进馆,

系统自动签到。 

2、预约次日座位者,需在次日8：30前刷脸进馆,系统自动签到。

如需取消,须在预约生效日7：30前在预约系统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微网

页上取消预约。 

 

➢ 签到方式： 

1、读者通过图书馆门禁系统刷脸入馆，系统自动完成签到，无

需其他操作。 

2、读者到图书馆内的选位机上自助刷卡签到。 

1）如果读者已经通过门禁进入馆，然后使用座位预约网站和微

信公众号成功预约座位，则须再到图书馆内的选位机上刷卡签到，才

可拥有座位优先使用权。 

2）若门禁系统出现故障，无法自动签到，请根据提示到选位机

上自助刷卡签到。 

 

➢ 签离方式： 

1、已在使用选取座位的读者在离开图书馆前，如需要保留座位

则需在选位机上刷卡选择‘临时离开’，系统将该座位保留60分钟；

读者在60分钟内返回时可以直接刷脸通过门禁进入图书馆，系统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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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如果选择“临时离开”后未离开图书馆，读者仍须在60分钟内

到选位机上刷卡签到。未在60分钟内签到的读者，系统将释放该座位，

同时记该读者违规1次。 

2、已在使用选取座位的读者如需离开图书馆，如无需保留座位，

则直接刷卡出馆即可，系统将自动释放座位。 

3、为避免闭馆时读者集中办理“刷卡签离”的拥挤情况出现，

每日22：00后选位机不再提供现场选位功能，仅提供刷卡签离功能，

读者可在22：00后到选座机上提前办理“签离”，然后返回原座位继

续使用至当日闭馆。 

 

➢ 处罚规则： 

1、预约后未按时签到者将被记违规1次。 

2、选择“临时离开”，未在60分钟内返回签到者，记违规1次。 

3、离开图书馆未刷卡者，系统将在闭馆后或再次刷门禁进入时

自动记录违规1次。 

注：以上违规次数分别统计，任一违规项满3次将被暂停选位权

利7天。 

 

➢ 查看当前座位使用情况： 

    读者可以访问以下网站进行查看： 

    http://202.201.224.134/api/stashow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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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注意事项： 

1、读者对违规记录数据和相关处罚如有异议，可发邮件至

xndtsg@126.com或关注图书馆官方微信留言。图书馆将在2-3个工作

日内给予答复。 

2、对违反规定、引发纠纷、损害他人利益者，图书馆将予以批

评教育；情节严重者报所在院系或学校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3、该系统目前仅支持有一卡通的在校教职工和学生读者使用，

持其他证的读者暂不能使用该系统。 

 

八、自习厅座位预约规则 

 

1、图书馆一二楼自习厅开放时间 08:00 至 22:30(冬季)；

08:00 至 23:0(夏季)。 

2、读者预约当日或次日的座位,预约成功后读者可以使用该座

位至当日座位关闭时间;预约系统登陆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

为 0000,读者登陆后请尽快修改密码。 

3、预约当日座位的读者预约成功后不能再取消,并在30分钟内

刷脸进入图书馆签到。 

4、预约次日座位的读者,需在次日早上8:30前刷脸进入图书馆

签到。 

5、预约后未签到的读者将被记录违规 1 次,未签到违规

满 3 次,将被暂停选座位权利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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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需取消次日的预约,需在次日 7:30 前取消预约,具体操

作:点击我的中心--我的预约--取消预约。 

7、读者刷卡出馆,座位自动释放(座位未办理临时离开)。 

8、临时离开:出馆前在预约机上刷卡并选择“临时离开”，座

位保留60分钟。已选择“临时离开”的读者返回座位时，须签到即可 

继续使用原座位，签到方法有两种:1、从通道机刷脸入馆，2、 未出

馆读者在预约机上刷卡签到;60分钟内未返回签到，系统将自动释放

座位以供他人选用，并记录临时离开未归违规 1 次，临时离开未

归违规满 3 次,将被暂停选位权利 7 天。 

9、在13：00-15：00以及19：00-21：00两个时段内办理临时离

开，临时离开时间为90分钟（时间以预约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10、读者须维护室内秩序，勿用物品占位和随意移动椅子，工

作人员有权清理占座物品，丢失责任由占位者自负。 

 

九、书刊借阅 

读者类型 借阅册数 图书借期 期刊借期 

本、专科生 7册 30天 

14天 
硕士研究生 14册 60天 

博士研究生 14册 60天 

教职工 14册 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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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图书分类 

图书分为二十二个大类。 

A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B 哲学、宗教 

C 社会科学总论 

D 政治、法律     E 军事  F 经济            

G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H 语言、文字     I 文学 

J 艺术           K 历史、地理 

N 自然科学总论 

O 数理科学和化学 P 天文学、地球科学  

Q 生物科学       R 医药、卫生 

S 农业科学       T 工业技术 

U 交通运输       V 航天、航空 

X 环境科学       Z 综合性图书 

 

 

十一、图书馆的网页 

1.图书馆网站及其利用 

图书馆主页（http://lib.xjau.edu.cn；）作为图书馆的网上服务窗口，

是读者全面了解图书馆资源、服务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重要渠道。通

过主页，可以查询图书馆所藏纸质书看、访问本馆电子资源、查看个

人借阅信息、续借图书、网上咨询、推荐文献资源，还可以了解到图

书馆提供的各项服务、最新资源动态、公告信息、馆藏布局、开放时

间、节约规则等信息。 

 

http://lib.xj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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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顶部菜单项和第一模块的内容可以获取到图书馆各项

服务、最新资源动态、公告信息、馆藏布局、开放时间、节约规则等

信息。 

（2）馆藏目录：可以查询图书馆收藏的中外文纸质书刊、新疆

少数民族语言纸质文献以及特色馆藏目录等资料。 

（3）资源发现：通过点击“超星发现”、“读秀搜索”、“百链搜

索”、可以按照数据库类型分类检索本馆拥有的中外文电子期刊、电

子图书、学位论文等数据库。使用“E 读”和“百度学术”，可以对

国内几百家图书馆的馆藏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进行一站式检索，获取

所查文献的馆藏情况，本馆已购买资源的全文链接、本馆未订购资源

的文献传递服务。 

（4）提供图书馆常用服务与资源检索快速链接。如点击“资源”，

可以查看图书馆常用电子资源分类和查找入口。鼠标滑动并点击“服

务”和“阅读推荐”，可以看到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各项服务，以及

各类阅读报告、阅读推荐和好书推荐等内容。  



 39 

（5）登录“我的借阅”（用户名为本人一卡通证件号，初始密码

均为 0000），可以查看个人书刊借阅情况，续借，修改证件信息，查

询新书通报，下载随书光盘内容。 

读者还可以点击“机构知识库”查看我校重点学科及其发文量、

被引量和各类统计数据，还能查阅我校产出的各类文献，如：学位论

文、会议文献、专利、专著、标准、科技成果等中外文文献。 

 

2.电子资源概况 

近年来，图书馆为加大数字资源建设力度，不断扩大数字资源规

模。截止 2017 年年底，图书馆已有中外文电子数据库 37 个，已全面

涵盖我校各个学科领域。这些电子资源构成的数字内容服务体系，通

过网路平台为全校师生提供 7*24 小时的文献信息服务。 

以下是对各主要数据库基本情况的大致介绍，了解这些信息，有

助于读者在使用时准确选择适用的数据库。 

 

序

号 
数据库名称 资源类型 数据库介绍 

1 

中国知网 CNKI 期

刊论文、学位论文、

会议文献、报纸全

文数据库 

整合检索

平台/电

子期刊/

全文 

CNKI 期刊，博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会议，国际会议等

数据库更是以 10 大专辑 108 个专题的划分覆盖了整个

数字资源行业的 90%的学术资源。资源达到收录完整，

类型全面，且优先出版，独家出版数量之多。 

2 
方正 Apabi 电子图

书数据库 

中文/电

子图书/

全文 

收录了各学科教学参考书 3 万种。 

3 读秀中文学术搜索 

整合检索

平台/全

文 

是由海量图书等文献资源组成的庞大的知识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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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原文传送服务的平台。  

4 
歌德电子借阅机系

统 
电子图书 

通过微信或超星数字图书馆 APP扫描二维码获取并下载

三千余种高清 EPUB 格式的电子图书，每月更新 150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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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科学引文索引

数据库 CSCD 

中文/文

摘、索引 

收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工程技术、环境科学、

管理科学等领域出版的中英文科技核心期刊和优秀期

刊千余种。 

6 
CADAL 项目中英文

电子图书 

电子图书

/全文 

拥有 250 万册中外文电子图书、古籍、民国期刊、学位

论文、报纸、特色资源。 

7 
科学引文索引 SCI

数据库 

英文/引

文/文摘 

收录 9000 多种全球精选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覆

盖 230 多个学科领域，被公认为世界范围最权威的覆盖

学科面广、源期刊筛选标准严格、能够查找引用情况的

索引工具，是科学研究与科研管理的重要工具。 

8 
ProQuest 农学与

生物期刊全文库 
电子期刊 

包含北美发行的重要农业期刊。 ProQuest Agriculture 

Journals 提供了以下期刊的完整文本和完整图像：

Agricultural Research、Forest Products Journal、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Journa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Plant Physiology 等。ProQuest 

Biology Journal 据库提供了对广泛的生物学主题的访

问，其中包括一些最受学院、政府和公共研究环境中的

用户欢迎的信息资源。 

9 

Engineering 

Village 工程索引

网络版 

英文/期

会议/文

摘 

全球最全面的工程领域二次文献数据库，涉及核技术、

生物工程、交通运输、化学和工艺工程、光学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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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航、汽车工程以及

这些领域的子学科。其数据来源于 5100 种工程类期刊、

会议文集和技术报告。 

10 
AGRICOLA 农业题

录数据库 
文摘库 

AGRICOLA 是个参考书目数据库，由与农业的各个方面

相关的期刊文章、专著、记录、论文、专利、译文、视

听材料、计算机软件和技术报告的文献引文组成。 

11 
AGRIS 国际农业书

目数据库 
文摘库 

收录了 FAO编辑出版的全部出版物和 180多个参加国和

地区提供的农业文献信息，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农业、

林业及相关学科的应用研究方面的文献，1979 年以后部

分数据提供了文摘。 

12 

CAB Abstracts 农

业和自然资源数据

库 

电子期刊 
可查到 OVID 1000 多种期刊的摘要，也可查到本馆已购

买的全文期刊. 

13 
ProQuest Dialog 

国际联机检索系统 
文摘库 

收录 96 个国家和组织的专利数据，每周更新；31 个国

家和组织提供可检索的英文翻译专利全文；65 个国家和

组织提供摘要级别专利数据；可用于科技查新、科研中

的文献检索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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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CR 期刊分区数据

在线平台 
文摘库 

JCR 期刊分区表是对相应年度的期刊引证报告中全部期

刊所做的分区。JCR 期刊分区表包括大类分区表和小类

分区表，大类分区表是将期刊按照 13 个比较粗的领域

类目所做的分区，而小类分区表是将期刊按照 JCR 提供

的 176 个比较细的学科类目所做的分区。 

15 
超星电子图书数据

库 

中文/电

子图书 
收录各学科中文电子图书全文 15 万余种。 

16 
新东方多媒体学习

库 
多媒体 

包含应用外语类课程、出国考试类课程、国内考试类（如

英语四、六级考试）课程、考研、实用技能培训类课程

等系列内容。 

17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

索引（CSSCI） 数

据库 

中文/文

摘、索引/

社会科学 

提供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被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

况检索。利用“来源文献检索”，可以检索到所有 CSSCI

来源刊收录的文章，利用“被引文献检索”，可以检索

到论文（含学位论文）、专著、报纸等文献在 CSSCI 数

据库中的被引用情况。 

18 百链外文学术搜索 
整合检索

平台 

集成 270 个中外文数据库，提供图书、期刊、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专利、标准等各类学术资源的一站式检索，

同时提供文轩获取途径，如本馆与购买，可直接链接到

原文，本馆未订购，可通过邮箱申请原文传递。 

19 
丝绸之路数字图书

馆 

综合/全

文 

资源类型包含文字、图片、电子书、音频、视频多种数

据类型，其中视频包含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

新疆味道及新疆师范大学口述史纪录片等，能够多角

度、全方位的展现丝绸之路灿烂文化。 

20 国研网 
中文/案

例/全文 

由全文数据库、统计数据库、行业研究报告数据库、专

题数据库、世界经济专版数据库五大数据库集群组成。

汇集、整合国内外经济、金融和教育领域的动态信息和

研究成果，为全国各高等院校的管理者、师生和研究机

构提供高端的决策和研究参考信息。 

21 
人大“复印报刊资

料”全文数据库 

全文数据

库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是经过专家、

学者及学科带头人以全视野学术目光遴选、浓缩而成的

学术精品全文库，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分类科

学、历史资源与最新研究成果兼收并蓄的完备的社科信

息数据库体系，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22 
万方学位论文全文

数据库 

中文/学

位论文/

全文 

内容涵盖理学、工业技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医药

卫生、农业科学、交通运输、航空航天和环境科学等各

学科领域。目前是我国收录数量最多的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收录国内学位授予单位 1977 年至今的博说论文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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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维普机构知识库平

台 

全文数据

库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云端机构库森林，覆盖全国数千个机

构实体，及其多级下属单位。机构库的几大特征：成果

展示、计量评价、长期保存、开放获取提供云端大数据

修订平台，让用户参与数据质量优化工作。 

24 
尚唯科技报告资源

服务系统 

中、外文/

全文 

收录了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组织、美国国

家航空和航天局、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东京大学

原子核研究所等国外机构的科技报告，内容涵盖工业技

术、航空航天、生物农业、天文和地球科学等各个领域。

系统收录的科技报告题录文摘量已超过 387 万篇，能够

获取全文的报告超过 274 万篇。 

十二、图书馆的微信公众号 

 

图书馆移动服务包括移动图书馆、微信、二维码等多种方式。移

动图书馆可以使用移动终端（手机或 iPad 等）方便读者利用手机等

移动终端查询、利用图书馆馆藏信息资源及续借图书等，体验移动图

书馆的强大功能和阅读资源；微信让读者及时获取图书馆最新讲座活

动等资讯，同时也有部分移动图书馆功能；二维码为读者提供主题阅

读推荐图书的电子全文下载。 

 

请关注图书馆官方微信号：新疆农业大学图书馆（微信号：

xjaulibrary），下载并安装移动图书馆客户端。 

 

                        

 

         官方微信二维码             移动图书馆二维码 

 

    详情请登录图书馆主页（http://lib.xj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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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平台主要功能介绍： 

  

1、我的图书馆：下设的二级菜单有“绑定读者证”、“借阅续借”、

“馆藏查询”、“公告通知”、“学术资源”。点击“绑定读者证”用户

只需输入自己的借阅证号和密码（用户名为本人一卡通证件号，初始

密码均为 0000）即可轻松完成绑定和解绑。 

通过点击“借阅续借”，用户可以查看自己当前借阅的图书，还

可以进行续借；“馆藏查询”可以通过“正题名”、“责任者”、“出版

者”、“ISBN”等字段检索馆藏图书；“公告通知”栏目定期发布图书

馆的新闻消息和资源动态；“学术资源”可以检索本馆正式购买的电

子图书、学位论文、会议文献、标准、专利等学术资源。 

  

2、云阅读：下设的二级菜单有“好书推荐”、“公开课”、“热门

图书”、“订阅中心”。“好书推荐”和“热门图书”栏目分别是图书馆

员为用户精心筛选的优秀图书和热门图书；“公开课”栏目提供文学、

历史、文化、哲学、社科、名人访谈、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公开课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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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订阅中心”则通过 RSS 技术实现热门报刊的内容订阅服务。  

 

3、常用服务：下设的二级菜单有“客户端下载”和“联系我们”。

点击“客户端下载”，可将超星移动图书馆客户端下载至手机，通过

手机免费阅读超星公司提供的海量图书。  

 

01

02

03

04

电子书、期刊、报纸、
公开课、视频等

与图书馆网页同步发布
通知公告

馆藏查询、图书推荐、下载图书
馆网页的电子资源、图书续借

入馆指南、征求读者意见

开通图书馆微信平台

移动图书馆为读者服务

 

 

十三、图书馆常年开展的活动 

1.每年 4 月的读书月活动。评选读书之星；举办各类读书文化

活动；师生读书交流；图书展。 

2.每年 5月的科技活动周。科普活动；标本馆的各类活动。 

3.每年 6月的毕业生“阅读达人”评选暨读书体会分享活动。 

4.每年 9月的新生入馆教育。 

5.图书馆的文化和信息素养方面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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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校园读书文化，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

SCI专题讲座中国知网CNKI专题讲座 研究生文献检索大赛

图书馆读书月活动 “民族团结一家亲”双语朗读比赛

 

十四、新疆动植物标本馆 

 

图书馆内有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动植物标本馆，现有标本展示厅三

个，展厅面积 1200 余平方米，收藏各类珍稀野生动物 400 多种（近

8000号），珍稀植物标本 4000 多种（约 7.8 万份）。 

标本馆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教育厅、科技厅、科协

等四家单位联合授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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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新图书馆建设 

学校在西部高校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支持下，于 2016 年 12 月启动

了新图书馆的建设，将于 2019 年交付使用。新图书馆工程建筑面积

3.99 万㎡，能够满足 280 万册以上的藏书空间，3000 座以上的阅览

座位。主要功能空间包括：藏阅空间、研习空间、交流空间、信息素

养教育空间、公共服务与业务办公空间。楼内无线网络全覆盖，将满

足学生电子阅读的读书学习条件。新图书馆中创客空间、研修室、研

讨室、视听室等新型功能区的设计，将为大学生创业创新、社会实践

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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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图书馆外形 

建设新图书馆，改善办学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