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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概况

• 地点：南京大学安中楼F8/F9

• 八楼存放：中外文图书

• 九楼存放：期刊、报纸

工具书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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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图书资料室读者在馆时间

• 本馆正常开放日：周一至周六

（节假日另行通知，请及时关注商学院网站信息通告）

• 开馆时间：8:30--22:00

• 读者在馆时间：8:30--21:50 

• 本馆于21:40和21:45分别两次音乐铃声提醒，请各位同学务

必在铃声响起之时准备收拾个人物品，最晚21:50离馆，以便

工作人员进行后续整理工作，希望大家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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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书馆服务

1.阅览（纸本阅览、电子资源检索）

2.借还

3.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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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楼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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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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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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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类目细分

F0 经济学

F1 世界各国经济概况、经济史、经济地理

F2 经济计划与管理

F3 农业经济

F4 工业经济

F5 交通运输经济

F6 邮电经济

F7 贸易经济

F8 财政、金融



索书号的排序：

依照分类号和书次号进行综合排序

分类号：优先比对

先比较字母部分（字母表顺序）

再比较数字部分，由左至右逐位对比

书次号：分类号相同的，依书次号从小到大进行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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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排列范例

F123.2/H18        中国经济新焦点评析:反思与展望

F224.0/H115      计量经济学导论

F224.1/H2          经济控制论基础

F23/H11             基础会计

G256/H28          文献学导论

I247.59/H458    扶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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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书架上排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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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次号区分馆藏位置

中文书（92年后）— H开头 F724.6/H13 

中文书（92年前）— 纯数字 E022/31

外文书 —非H的其他字母开头 F112.1/X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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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楼阅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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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京大学图书馆相继购买了若干著名

国内外文献资源数据库。至今，购买了包含近8000

种外文全文期刊、400余种外文全文图书、6000余

种中文全文期刊、25万种中文全文图书的数据库，

大大地提高了我校教学科研的文献保障水平和利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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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途径

校园网范围内的用户，可以通过IP认证的方式直接访问

到图书馆的数据库资源

南京大学校图书馆内的无线网络也提供数据库资源的访

问服务（NJU-WLAN)

校园网外的用户可以通过VPN （虚拟专用网）的方式访

问到图书馆的数据库资源（寒暑假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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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自购数据库

 Wind资讯金融终端数据库

 道琼斯FACTIVA数据库

 国泰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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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KI子库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

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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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高等教育期刊文献总库
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知网版）
海外专利数据库（知网版）
中国科技项目创新成果鉴定意见数据库（知网版）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中国精品文化期刊文献库
中国工具书网络出版总库
国学宝典数据库
标准数据总库
中国年鉴网络出版总库
中国党建期刊文献总库
中国经济信息期刊文献总库
中国政报公报期刊文献总库
CNKI学术图片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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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强大的发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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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的使用指导

南京大学图书馆入馆指南
http://lib.nju.edu.cn/freshguides.html#40382

南京大学图书馆读者学习中心
http://lib.nju.edu.cn/html/article.htm?id=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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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何查询特定书目或期刊

• 2. 如何借阅、归还

• 3. 如何续借

• 4. 如何上传论文

• 5. 如何使用电子存包柜

• 6. 哪些情况下不可借阅

• 7. 如何获取图书馆相关动态

• 8. 如何了解校图书馆信息和自助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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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见问题



• 1. 如何查询特定书目或期刊

• 查询书目：http://lib.nju.edu.cn/htm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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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本书目检索

检索点

题名

责任者

主题词

ISBN/ISSN

订购号

索书号

出版社











图书馆馆藏纸本资源查询：期刊查询

查询（在架）期刊：九楼办公室向值班老
师索要现刊目录，确定特定期刊准确架位。

















商学院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最大借书量 期限 最大借书量 期限

本科生 每人6册 借期1个月，

所借图书可续
借1次，借期
仍为1个月。

每人30册 期限为1个

月，所借图
书可续借1
次，期限1
个月。

硕士生 每人10册 借期3个月，

所借图书可续
借1次，借期
仍为3个月。

博士生 每人20册 借期为3个月，

所借图书可续
借1次，借期
仍为3个月。

2. 如何借阅、归还

携带本人校园卡至服务台借阅。



• 3. 如何续借

• 4. 如何上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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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如何使用电子存包柜

• 点击“存包”---获得印有条形码和存包时间的小纸条---柜门弹开，

存入书包---取包时，在感应区扫描条码，柜门弹开，取出书包，

关上柜门。

• 注意：不要将贵重物品寄存在存包柜里，不要把物品放在存包柜里

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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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哪些情况下不可借阅

• 1)、卡未开通----解决办法：自行前往学校图书馆，出示在校证明，开

卡。

• 2)、卡内有书超期或超期罚款已累计至0.5元（每本书每超期一天罚款

0.02元），不能借阅、续借或者办理预约----解决办法：归还超期书籍，

自行前往学校图书馆，刷校园卡缴纳欠款，再来院系图书馆借阅

• 3)、卡内有书超期，然而书籍丢失----解决办法：购买相同版本、出版

社出版的该册书籍，归还图书馆。若无法购得，自行前往学校图书馆缴

纳赔款，最低按照该册书籍原价三倍起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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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何获取图书馆相关动态

• 1）、商学院主页（每月推送新书信息、不定时推送各种数据库使用培训讲座信息
等）；

• 2）、关注商学院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商学院”，不定期推送图书馆相关信息；

• 3）、八楼图书馆进门处显示屏，滚动播放图书馆各种信息；

• 8. 如何了解校图信息和自助操作

• 关注学校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服务号”，自助操作更便捷。

• 微信号：nju-lib

•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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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入馆须知

• 1、入口门禁：请同学们配合检查

• 2、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勿留在桌面上，勿存存包柜。

• 3、严禁携带各种食物进馆（干扰读者，食物残渣招老鼠

蟑螂——损坏书籍，污染桌椅环境）

• 4、书籍阅览完毕后，请放在就近的拖车上，会有专人将

书籍上架

• 5、请爱护图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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