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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always imagined that Paradise will be a kind of library.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关于天赐的诗》（“Poems of Gifts”）



馆舍介绍：

图书馆于2011年在启动校区正式建馆。 2020年底，共建成琳恩馆、一丹馆、涵泳馆三处馆舍，总使用面积约两万平米

琳恩图书馆 一丹图书馆 涵泳图书馆



报刊阅览区安静学习区 协作学习区

琳恩图书馆是南科大最早启用的图书馆，于2013年正式对外开放，也是学校的标志性建筑。“琳恩”由香港一位慈善家捐赠冠名而得



一丹图书馆于2020年12月17日正式开始使用，四层建筑。“一丹”由腾讯创始人之一陈一丹先生捐赠冠名而得



涵泳图书馆位于学生宿舍7栋，2层建筑，主要收藏特藏文献。“涵泳”出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从容求索，深入体察”的意思



琳恩图书馆三楼特藏室名为“天雨流芳”，特藏文献主要收集艺术类精品图书、作家签名本图书和科学技术史文献。目前共收集特藏文献

2千余册，特藏室为开放式管理模式，师生可入室阅览，但不能将书带出室外



《圆明园四十景》 《清宫戏画》

《聊斋图说》The birds of America《印艺之光——中国传统印刷工艺图鉴》



开放时间

琳恩馆/涵泳馆：周一至周日8:00-22:00

一丹馆：周一至周日8:00-24:00

预约方式

网上预约：官网“空间预约”栏目

小组预约（3-10人）
每次最多2小时，可提前2天预约



G309 / G302

开放时间

琳恩馆G309：周一至周五8:00-12:00, 14:00-17:30

一丹馆G302：周一至周日8:30-22:00

预约方式

电话(88010800)或到馆预约

团体预约（10-30人）
每次最多1天、可提前7天预约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8:00-22:00

预约方式

网上预约：官网“空间预约”栏目

邮件预约：lib@sustech.edu.cn
可提前一个月预约



宋书房中国古代珍稀典籍文创精品金秋展 “世界的深圳，世界的南科大”展览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日8:00-22:00

预约方式

网上预约：官网“空间预约”栏目

邮件预约：dangwy@sustech.edu.cn
可提前一个月预约，同一展览可预约两周

“不忘初心 迎接国庆”版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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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明代名臣于谦《观书》



2016-2021年文献资源建设经费（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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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图书

纸本期刊、报纸 教参书

工具书

纸质资源暂不通借通还，请了解各类资源的馆藏地布局



琳恩馆：F-S类（经济、教育、语言、地理、历史、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球、医药、农业）、U-Z类（交通、航空航天、环境）

一丹馆：T类（工业技术）、A-E类（工业技术、哲学、社科、政治、法律、军事等类别）

涵泳馆：特藏类图书，T类工具书

图书馆 楼层 纸质资源

一楼
工具书（T类除外）、外文分级读物、英文原版小说、牛津系

列经典套书、现刊、报纸、思库图书、新书

二楼 视听资料

三楼 F-S、U-Z类图书，特藏文献，过刊

一楼 A-E类图书，T类复本图书（密集书库）

二楼 TP类图书、教参书、当年报刊精选、新书

三楼 TA-TM类图书

四楼 TN，TQ-TV类图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一楼 特藏类图书、T类工具书



图书馆于2018年11月推出了Scholar Recommend项目，译为“思库推荐”，寓意：思想碰撞

的智库。Scholar既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学生，活动面向全校师生征集“思库推荐”书目，

并在一楼大厅设立了“思库推荐”书架。

推荐图书，请发送至邮箱：siku@sustech.edu.cn



图书借阅权限 续借和逾期费

⚫ 续借不限次数，应还日期从续借当日起顺延一个借期

⚫ 借期总天数达到上限则不可再续借

⚫ 如读者所借图书被其他读者预约，则不可再续借

⚫ 外借图书逾期未还，按0.2元/册/天的标准计逾期费

⚫ 逾期费累计至人民币10元时，系统自动暂停读者借阅

权限，归还超期图书并缴清欠款后，方可恢复

图书类型 可借数量 借期 借期上限 借还地点

普通图书 30册 60天 90天
馆内

自助借还机

教参书 5册 4小时 N/A
一丹馆

203教参书室

视听资料 5张 15天 N/A 琳恩馆服务台

京东阅读本 1个 15天 N/A 一丹馆一楼



以全球、国内顶尖高校图书馆为标杆，提供国际一流的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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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科建设相统一原则

➢ 基于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高保障率的学术资源

➢ 以国内外顶尖高校图书馆为标杆，提供国际一流的学术资源

用户需求原则

➢ 基于成本效益评估和用户反馈的采购决策机制

➢ 读者荐购服务流程化、规划范，响应速度快

数字资源为主原则

➢ 学术期刊采用e-only政策

➢ 图书采用纸电一体化建设政策



不得使用工具软件批量下载 不得连续、系统、批量下载文献 不得私自设置代理服务器

⚫ 近年来发生多起数据库滥用事件，导致出版社关闭本校相关IP地址的访问权限，影

响全校师生正常使用图书馆资源。

⚫ 如发现违规行为，图书馆将通报所在院系，并视情节轻重停止违规者借书权限一个

月至半年。违规者需向图书馆提交书面检讨并删除违规下载的数据、文献。因违规

行为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由违规者赔偿。

⚫ 请尊重知识产权、合理使用电子资源、维护大家的共同权益。



文献管理软件

EndNote

论文原创性检测工具

Turnitin

商业数学软件

MATLAB（数学系采购）

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商业绘图软件

Tableau

统计分析软件

SPSS

函数绘图软件

Origin

计划采购

AutoCAD



线下培训，每年举办 线上培训，微视频



Turnitin开通使用方法

1. Turnitin分为教师账户和学生账户。图书馆将为有需要的

老师开通教师账户

2. 将学校邮箱、姓名发送至 zhangyx@sustech.edu.cn

3. 学生因课程作业需要进行论文查重，按照Turnitin的规范

使用流程，则由任课老师在Turnitin中创建班级，并为学

生开通学生账户

Turnitin的数据来源

➢ 1.5亿篇期刊论文

➢ 200多亿网页数据资源

➢ 9万多种知名期刊杂志

➢ 超过500家知名出版社：Elsevier、Springer、Wiley、

Nature、Science、IEEE、ACS、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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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Library has the most effective search engines yet invented —— librarians.

——威廉•布罗迪（William R. Brod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刊》2004.12.6



使命
MISSION

通过满足师生的信息和育人需要，

为学校在教学、科研和创新方面

的学术追求提供支持与服务

读者荐购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文献提供服务

教参服务

信息素养培训

教学支持服务

查收查引 学术成果管理

学科服务 科研评价服务

科研支持服务



应读者推荐，订购本馆未收藏的文献

➢ 服务对象：全校师生

➢ 荐购类型：图书、期刊/数据库

➢ 申请方式：在线填表申请

➢ 响应速度：1-2周，部分外文图书需4-6个月

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

应读者申请，从其他馆获取本馆未收藏的文献

➢ 服务对象：全校师生

➢ 收费说明：本校师生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所产生的费用，

图书馆每人每年补贴500元，超出金额将不再提供

➢ 申请方式：在线填表申请

➢ 响应速度：1-3个工作日

读者荐购



2019年优秀研究生毕业生：李干



教参服务

图书馆收藏授课老师指定的教学参考书，为学生

提供教学参考书借阅服务

➢ 服务对象：全校师生

➢ 服务方式：每学期中，与院系跟进下学期授课使

用的教参书，及时采购，确保学期初可供借阅

➢ 借阅地点：一丹馆203教参书室，自助借阅

信息素养培训

图书馆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素养培训服务，以帮助

师生了解图书馆、利用图书馆，提高信息素养

➢ 信息素养系列讲座：每月举办2-3场

➢ 嵌入式教学培训：基于院系授课老师需求，在专业

课中开展嵌入式课程教学

➢ 定制式培训：根据特定需求，提供预约式定制培训



《利用Word编排文档——以学位论文为例》培训现场

信息素养系列讲座是图书馆面向我校师生开设的一项学习支持服务活动，每年开设约20场不同主题的讲座，并按主题

分为四个系列：信息检索系列、数据库寻宝系列、工具与软件系列、科研素养系列。部分主题录制了视频供回看。

https://lib.sustech.edu.cn/page/id-263.html?locale=zh_CN


信息检索系列

中文电子资源检索与利用

外文电子资源检索与利用

硕博士学位论文查询与获取

生活中的资源查找与信息辨别

信息检索技能,，从搜索引擎到学术工具

数据库寻宝系列

利用图书馆资源提高英语水平

利用图书馆资源提高人文艺术素养

打开科研新视野WOS / ESI

打开科研新视野Scopus / SciVal

PatSnap专利数据库检索与利用

工具与软件系列

学位论文高效排版——Word篇

学位论文高效排版——LaTeX篇

数据可视化入门——从思路到实践

EndNote使用培训

Excel实用技巧培训

PPT制作与技巧

科研素养系列

常用学者ID，你的科研身份证

理工科开题前的文献调研

常用开放获取资源介绍

科研诚信与学术道德

中外文期刊评价工具和投稿指南 ☆



根据院系老师需求，在其专业课上进行嵌入式教学，主题涵盖：文献信息检索、图书馆资源利用、文献管理软件使用等。

Department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Center for Humanities College of Engineering School of Medicine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查收查引

为表明作者科研能力和水

平，在其指定的数据库

（如SCI/EI等）中检索其

论文被收录和被引用情况

建设学术成果管理平台：南

方科技大学知识苑（英文名

称：SUSTech Knowledge

Commons，简称SUSTech

KC），用于收集、保存、

展示与传播南科大师生在校

期间创造的学术成果管理平

台，是学校知识基础设施的

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成果管理

建立学科馆员制度，每

位学科馆员负责服务指

定院系，主要针对教师、

研究生层面开展工作

学科服务
科研评价服务

为校和院（系）两级单位提

供科研评价服务。通过科学

计量方法和文献统计与评价

工具，基于客观的计量数据

进行科研绩效评价、学科竞

争力和学科研究热点分析等



SUSTech KC

用于学术成果的保存、展示、评价和交流

教授年度考核的论文成果来自SUSTech KC平台

SUSTech

KC

手机移动端

统计分析平台

院系知识库

学者库

学术成果库
收集师生在校工作或学习期间创

造的各类型成果

学者个人信息和成果产出数据库

院系学者、成果信息库

多维度可视化展示学术产出

便捷浏览及操作



通过科学计量方法和国内外知名文献统计与评价工具，基于客观的计量数据进行科研绩效评价、学科竞争力和学科研究热

点分析，旨在为校领导、科研部、院系等相关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学科导航汇集了某一学科的相关图书馆资源，如学科专业数据库、学科重要期刊、常见引文格式等。同时，与该学科相关

的其他校内资源，学科馆员也在征得同意后汇集到LibGuides中，如“青松读懂地球”系列科普视频等

LibGuides



LibGuides



研究初期：

文献调研，寻找研究方向
利用工具：文摘型数据库如SCI、

EI、Scopus等

研究中期：

阅读全文，追踪最新进展
利用工具：全文型数据库；RSS

论文写作和引用

文献管理工具：EndNote

投稿前论文查重

论文原创性检测工具：Turnitin

论文投稿

SCI/SSCI期刊详情；JCR期刊

影响因子和分区

成果评估

基本科学指标：ESI、InCites

数据清理软件：DDA

科研产出分析平台：SciVal

学术成果管理与交流
南科大机构知识库：SUSTech KC

学者ID：ORCID、ResearcherID



“您在选书及买书时并不是滥竽充数，而是

选择最有用的书籍。非常感谢你的辛勤努力，

这本书里的数据极大地加快了我们科研的研

究进度。”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项晓东教授

“

“图书馆对于医学院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包括医学类专业数据库和资源的购买和维

护。”

——医学院教学副院长张文勇教授

资源建设

“图书馆老师专业的素养、认真负责的态度

和积极的合作精神对写作课的教学和学生信

息素养的提高有非常大的帮助。”

——人文中心杨莉老师

“

“发邮件是为了感谢老师毕业论文排版讲解

视频，感动哭了”

——硕士生许鑫贵

教学与学习支持

“非常感谢图书馆在学校科研成果管理信息

化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促进了成果统计、

奖励申报、学科评估、国际排名等一系列相

关工作中数据的一致性及准确度”

——科研部副部长郑焰教授

“

“You often made proactive suggestions 

based on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计算机系主任姚新教授

科研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