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 — 研 究 生 利 用 图 书 馆 概 览

主 讲 人 ： 肖 廷 超

邮 箱 ： Library@cqmu.edu.cn



传统图书馆 随时随地学习中心

传统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



01 图书馆概览：随时随地的学习中心、资源中心

02 主要资源及访问渠道：多维度多渠道文献保障

03 主要服务：空间服务、科研教学支持

主
要
内
容



1. 图书馆概览：随时随地学习中心、资源中心

• 实体图书馆

袁家岗校区图书馆 缙云校区图书馆

• 智慧图书馆

图书馆主页http://lib.cqmu.edu.cn/

• 移动图书馆

超星移动图书馆APP

• 微信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袁家岗校区图书馆

1956年组建，1.3万平米， 8个阅览室

缙云校区图书馆

2017年3月启用，2.08万平米，

13个阅览空间

全校馆藏600余万余册图书，其中纸本
图书200余万册，4000余座位



博看书刊：扫码手机阅读借还图书：自助借还机

入馆：人脸识别入馆 咨询、人工借还图书：总服务台

缙云校区图书馆概况



宽敞明亮的阅览空间

缙云校区图书馆概况



缙云校区图书馆概况

研习间——研讨学习思维碰撞——微信公众号预约使用



缙云校区图书馆纸本图书分布

1

4

2 22

3 33

综合服务大厅 / 总服务台/
办公区

人文社会科学阅览区

自然科学阅览区 / 过刊
阅览区 / 数字阅读区

人文社会科学阅览区（医学与
社会发展）/现刊阅览区

缙云校区图书馆（逸夫楼）南 楼

连 廊 北 楼

人文社会科学阅览区二/
考试及自习区

外文图书阅览区/考试及自习区

5

6
医学和生物科学为主,兼

顾人文社会科学



袁家岗校区图书馆



袁家岗校区图书馆



袁家岗校区图书馆

研习间现场扫码预约，也可将二维码拍照
保存



智慧图书馆 lib.cqmu.edu.cn

在校园网IP范围内两种方式上网：
我校无线网络MCQMU
电信校园宽带客户端
校外：VPN 、CARSI……



智慧图书馆官网lib.cqmu.edu.cn

资源应用：数据库、电子期刊、电
子图书和多媒体资源访问的平台

服务桥梁：入馆指南、书目查询、
活动展示、通知公告、服务导航…



智慧图书馆：一站式检索、学科导航、期刊导航、
服务导航、咨询与建议



智慧图书馆：资源导航、成果速报、书刊推荐



移动图书馆 微信图书馆



2. 主要资源及访问渠道：多维度多渠道文献保障

•图书期刊：200余万册纸本、400余万册电子图书

•数据库及多媒体资源：中外文电子数据库 70余个

•移动端资源访问：移动图书馆、微信图书馆



纸本书刊实时查询—— OPAC查询



纸本书刊查询——OPAC馆藏书目查询

用学号\工号登录

点击“我的图书馆”可查询借阅情况，
也可办理续借

查询纸本图书、期刊馆藏



图书馆订购的中外文电子图书

➢Oxford Medicine Online 电子图书

➢OVID平台LWW电子图书

➢Springer电子图书数据库

➢书生之家数字图书馆

➢超星电子图书

➢超星移动图书馆

➢CNKI工具书库

➢可知电子书

➢京东读书专业版

➢纸本图书随书光盘：

领望随书光盘系统（辅助纸本图书学习）



• Oxford Textbook of Medicine（6 edition）

• Oxford Handbook of Clinical Medicine(10 edition)

• Brain's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12 edition)

• Oxford Handbook of Clinical Specialties(10 edition)

• Neonatal Formulary(8 edition)

• Antimicrobial Chemotherapy(7 edition)

• Oxford Handbook of Clinical Dentistry(7 edition)

图书馆订购的中外文电子图书——牛津医学在线——权威医学著作



图书馆订购的中外文电子图书——可知电子图书——数字出版精品项目



图书馆订购的中外文电子图书——京东电子图书



图书馆订购的主要中文数据库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 、协和硕博论文、cpm等

⚫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万方医学网数据库



SinoMed:中文医学文献调研首选

智能检索：实现检索词及其
同义词(含主题词)的扩展检索



万方医学网独家收录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期刊



图书馆订购的主要外文数据库(一)

⚫ISI平台SCIE  InCite ESI  JCR  BP+Medline 

⚫SciFinder® 
CAplusSM 、CAS REGISTRYSM 、CASREACT® 、MARPAT®、CHEMLIST、CHEMCATS®、MEDLINE

⚫OVID平台EBMR+Journals

⚫BMJ平台BMJ Best Practice

⚫EBSCO平台系列数据库



图书馆订购的主要外文数据库(二)

⚫Elsevier电子期刊

⚫Springer电子期刊

⚫Ovid LWW电子期刊

⚫Wiley-Blackwell电子期刊

⚫BMJ Journals电子期刊

⚫JoVE实验视频期刊

⚫Primal Pictures 数据库

⚫ClinicalKey 全医学（医、教、研）信息平台



特别推荐1——Primal Pictures三维互动式解剖学数据库



特别推荐2——Acland Anatomy 阿克兰人体解剖视频集



特别推荐3——Web of Science SCI收录查询与分析

查询SCI收录先选“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



特别推荐4—— BP+MEDLINE生命科学索引数据库

• 综合性的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数据库

• 内容涵盖临床前和实验室研究、仪器和方法、动物学研究等

• 可检索期刊、会议、专利和图书内容



特别推荐5——SciFinder®化学及相关学科文献、物质和反应信息

必须在校园网IP范围内用重医邮箱注册才可以登录访问



特别推荐6—— BMJ Best Practice

以疾病或症状为切入点,涵盖基础、预防、诊断、治疗和随访等过程



BMJ Best Practice



特别推荐6—— JoVE实验视频期刊

超过10000个实验技术和科学概念的视频



特别推荐7—— ClinicalKey



多媒体学习资源

银符在线考试模拟题库

知识视界视频教育资源库



查找数据库快捷途径：智慧图书馆数据库导航



移动图书馆 微信图书馆



移动学习——移动图书馆使用

用户名：学号
密码：与上学校信息门户的密码一致



移动学习——移动图书馆使用

借阅记录

续借



移动学习——重医微信图书馆

用户名：学号
密码：与学校信息门户密码一致

重庆医科大学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



移动学习——重医微信图书馆



访问图书馆资源其他途径

• VPN方式利用图书馆数字资源（教师专用）

• CARSI校外访问方式（全校师生均可用）

• 中国知网全球学术快报：移动知网APP

• 维普中文期刊手机助手

• 我校部分数据库提供校外（非校园上网IP段内）访问功能



校外访问图书馆的其他途径

校外访问图书馆



资源使用方法——关注读者培训

校历周次 日期 讲座题目 主讲人

第7周 10.12 我们的图书馆–研究生利用图书馆指南 肖廷超

第8周 10.19 中文学术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廖静怡

第9周 10.26 外文数据库知多少 夏晓红

第10周 11.2 外文全文文献获取方法与技巧 肖廷超

第11周 11.9 WOS在科研过程中的使用方法介绍 科睿唯安

第12周 11.16 PubMed检索全攻略 李铭

第13周 11.23 科研过程中的文献检索 胡虹

第14周 11.30 学术评价概述 欧荣



3.主要服务：空间服务、教学科研支持

➢空间服务：入馆阅览、研习间、数字阅读、专题展览

➢资源服务：书刊借阅、文献检索（智慧图书馆、微信、移动图书馆）、文献

传递

➢读者活动：志愿者服务、阅读分享、读书月系列活动…

➢知识服务：读者培训、科技查新、论文收录引证查询、文献检索、学科服

务……

➢参考咨询



研究生入馆温馨提示

1.人脸识别系统刷脸入馆
2.可借图书10册/次 借期2个月，可在线自助续借一次

3.两校区通借通还
4.按时归还，逾期违约金

图书超过借阅期，每逾期一天，每册书收取违约金0.10元



如何快捷借书

1.查询馆藏：四个途径可查询馆藏情况，包括：书名、索书号、馆藏
地、有无外借等

➢ OPAC查询机（自助检索机）检索

➢图书馆网站上的“OPAC查询”

➢移动图书馆的“馆藏查询”

➢微信图书馆”查一查——馆藏查询

2. 开始找书：依据查询到的索书号寻找。先看楼层分布、再参考书架
两侧的导引牌的指示查找，再在具体书架上查找。

3. 办理借书：书找到之后，在一楼大厅的自助借还书机上自行借书，
也可以在服务台办理借书手续



读者服务—学科服务



学科服务—查收查引



学科服务—学科简报



读者服务—期刊收录查询

➢ SCI、SSCI

➢ EI

➢ CSCD、CSSCI

➢ 中文核心期刊

➢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 国内其他公开出版物

咨询邮箱：library@cqmu.edu.cn



期刊收录自助查询——投稿指南



期刊收录查询



SCI/SSCI/ESCI收录查询



查看期刊是否被
SCI/SSCI收录



Title Suppression—“观察期刊”

• https://jcr.help.clarivate.com/Content/title-suppressions.htm



Title Suppression—“观察期刊”



CSCD查询

C:核心库
E:扩展库



CSSCI查询



中文核心期刊查询



国内公开发表期刊查询

国内公开发表期刊必须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注册的期刊。

网址： http://www.nppa.gov.cn/nppa/publishing/magazine.shtml



输入期刊名称

国内公开发表期刊查询



关于期刊收录的提醒

➢期刊收录是动态的，通常是按年度收录

➢网上有很多发布期刊收录情况的网站，但不一定准确，请尽量参

照期刊官方网站或专门的期刊评价数据库（SCI EI CSCD）



互联网+图书馆全方位服务

⚫图书馆网站24小时开放，全天候中外文数据库资源在线访问

⚫多维度多渠道保障随时随地资源获取

实体图书馆（缙云校区+袁家岗校区）

智慧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

微信图书馆

⚫丰富的文化活动：读书月阅读分享会专题书展…

⚫微信、QQ群和咨询服务平台解难答疑



丰富的生命科学数字资源保障

中外文电子数据库 70多个：

• 维普、万方、CNKI三大中文检索平台和CBM等专业医药文献文献库

• WOS、Elsevier、Springer、Ovid LWW、Wiley-Blackwell、BMJ 

Journals等专业数据库和ISI的BP+Medline检索平台

• 书生之家和读秀电子图书210300册

• Oxford Medicine Online、Ovid LWW和Springer在线高品质医学图书，可

访问的外文电子图书达202186册



THANK YOU！

图 书 馆 欢 迎 你 ！

图书馆微信 移动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