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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图书馆 2014 年度阅读报告 

 

武汉大学图书馆现有馆舍 62403平米，资料室 15601平米，

总面积达到 78004 平米。信息科学分馆新馆正在改建，投入使用

后，全校图书馆馆舍面积将达 9万平米。全年开放总天数 347 天，

占全年总时间 95%，仅有 18天不开放。网上服务全年 365 天× 24

小时开放。截止至 2014年 12 月，全馆文献资源总量达 1569 万余

册，各类文献数据库 455个。 

 

馆藏数字化文献资源总量 VS 馆藏印刷型文献资源总量 

 

 

馆藏各类型文献资源数量 

 

 

 

 



 
 

http://www.lib.whu.edu.cn          版权所有©武汉大学图书馆 

1 读者入馆统计 

2014 年度入馆总人次为 4054941 人次，男生读者人均入馆

44.19 次，女生读者人均入馆 51.14 次。 

 

2012-2014 年度各类型读者入馆总人次统计 

 
 

2014 年度读者入馆次数排行（个人前十） 

序号 姓名 类型 学院 入馆次数 

1 闫* 本科生 计算机学院 1244 

2 徐* 硕士生 经济与管理学院 1150 

3 潘* 本科生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1145 

4 廖* 硕士生 数学与统计学院 1089 

5 邓* 本科生 经济与管理学院 1084 

6 王* 本科生 水利水电学院 1068 

7 徐* 博士生 教育科学学院 1052 

8 刘* 本科生 计算机学院 1049 

9 胡* 硕士生 哲学学院 1041 

10 吴* 硕士生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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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人均入馆次数排行（学院前十） 

 
 

2 设备使用统计 

（1）自助借还书量 

2014年度全馆自助借还书总量占本馆借书总量的 60.63%，比

2013年↑146502册。 

 

2012-2014 年度总馆借还书总量、人工借阅与自助借还书量 

 

 

（2）自助文印（打印、复印、扫描）数量 

2012-2014 年度全馆自助文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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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助上机人次 

2014 年总馆电子阅览室学生自助上机 325886 人次，比 2013

年↓7902人次。 

 

2012-2014 年度总馆电子阅览室每台电脑年度平均使用人次统计 

 
 

3 图书借阅统计 

2014 年度每月借阅册数 

 
2010-2014 年度全年图书借阅册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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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4 年度各类型学生读者人均借书册数变化趋势 

 

 

2014 年度各类型读者借阅人数百分比 

读者类型 读者总人数 有借阅的读者人数 借阅人数百分比 

本科生 42752 27192 63.6% 

硕士生 21328 12642 59.3% 

博士生 8555 3354 39.2% 

教职工 11426 2484 21.7% 

其他 …… …… …… 

合计 86354 45954 53.21% 

 

2014 年度借阅册数排行（个人前十） 

排名 姓名 单位 读者状态 借阅册数 

1 刘*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本科生 1020 

2 祁* 水利水电学院 博士生 627 

3 王* 法学院 本科生 591 

4 王* 哲学学院 本科生 517 

5 徐* 哲学学院 博士生 492 

6 蔚*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本科生 428 

7 杨* 文学院 本科生 403 

8 常*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本科生 353 

9 熊* 历史学院 博士生 349 

10 吴* 历史学院 博士生 329 

 

2014 年度人均借阅册数排行（专业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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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专业 所在学院 人均借阅册数 

1 美学 哲学学院 37 

2 中国哲学 哲学学院 31 

3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文学院 29 

4 世界贸易组织法 WTO 学院 29 

5 国学 哲学学院 26 

6 文艺学 文学院 26 

7 中国史 历史学院 25 

8 法律史 法学院 25 

9 民俗学 社会学系 25 

10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院 24 

 

2014 年度人均借阅册数排行（学院前十） 

 
2014 年度热门图书类别 

 

2014 年度图书借阅排行榜（中文图书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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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图书借阅排行榜（外文图书前十） 

排名 题名 中文译名 借次 

1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心理学著

作全集 
90 

2 Scrutiny:a quarterly review  细察 20 

3 Gone with the wind 飘 16 

4 The great Gatsby 了不起的盖茨比 15 

5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 14 

6 Aristotle in twenty-three volumes  亚里士多德（23卷） 14 

7 
Unbehauste:zur deutschen Literatur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m Exil und in der Nachkriegszeit  

魏玛共和国时期的

德国文学 
13 

8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德伯家的苔丝 13 

9 Fundamentals of organic chemistry  有机化学基础 13 

10 Plato  柏拉图 13 

2014 年度预约图书排行榜（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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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资源使用统计 

 

（1）图书馆主页访问量 

 

2014 年度图书馆各类网页访问量统计 

 
 

2010-2014 年度图书馆中文主页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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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库访问量 

 

2010-2014 年度中外文数据库访问量 

 

 

2014 年度中文数据库访问量前五 

 

 

2014 年度外文数据库访问量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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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移动图书馆使用量 

目前共有 11435 人注册超星移动图书馆(因后台管理系统更

新，统计数据截止至 2014 年 9 月)。 

 

近一年超星移动图书馆注册人数 

 

 

近一年超星移动图书馆读者登录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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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读者服务统计 

（1） 文献传递 

接受文献传递申请 20636 笔（校内 6040 笔，校外 14596 笔），

提供原文 18366 笔，文献总满足率 89%。馆际互借图书 3288 册，

CASHL 申请首次处理及完成运送平均时间仅需 3天。 

 

（2） 查收查引 

共收到校内外检索请求 4064 份（校内 2401 份，校外 1663

份），同比↑23%。检索论文收录及引用 50676 篇，同比↑14%，

为国内外近 300 家单位开具检索报告。 

 

（3） 读者培训 

培训总场次：约 6次/周（全年 274 次） 

培训总学时：约 16学时/周（全年 688 小时） 

参与总人次：25000 余人次 

 

2014年度各类型读者培训参与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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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宣传与阅读推广统计 

（1）两大主题文化活动 

（“世界阅读日”之读书节与“新生季”之文化活动月） 

 

 

“馨香悦读 激扬梦想”2014武汉大学读书节 

18 项活动，共计 18850 人次参与 

 

 

“书香珞珈 成才武大” 2014 武汉大学图书馆文化活动月 

14 项活动，共计 19600 人次参与 

 

（2）五大品牌文化活动 

（读书、读人、读艺术、读影音） 

 

活动品牌 举办次数 参与人数 

文华讲坛 3 1000 余人次 

珞珈阅读广场 37 1500 余人次 

真人图书馆 4 200 余人次 

艺文展览 9 5 万余人次 

音乐随心听 72 700 余人次 

 

（3） 学生合作 

与 20 余个学生组织 1000 余学生成员合作，举办了 13 项文化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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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14，是努力的一年，也是收获的一年。这些数据，是

图书馆这颗大学心脏跳动的脉搏，见证了莘莘学子的奋发青春。 

我们欣喜而感动。我们欣喜于晨曦微露时图书馆前排队的身

影，我们欣喜于阅览室里专注认真的眼神，我们欣喜于图书馆被

大家需要与热爱。 

在欣喜之余，我们也有一丝担忧。我们担忧图书馆沦为单纯

的自习室，我们担忧借阅排行榜上的书单，我们担忧图书馆在大

学校园的真正地位和作用。 

山水一程，三生有幸。2014 年武大学子最爱的一句话。无论

同学们拥有怎样的大学记忆，希望至少有一次是沉浸在图书馆，

感受自己的灵魂与智慧的光芒相遇的那种充实和愉悦。 

展望 2015，我们站在更高的起点。我们致力于全方位地为读

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成为大家攀登“书山”的阶梯，遨游“学海”

的舟楫。总有些知识等待我们去学习，总有些梦想值得我们去追

寻，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