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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图书馆 2015 年度阅读报告 

武汉大学图书馆现有馆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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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全馆文献资源总量达 1651 万

余册，2015 年度入藏印刷型文献 13.5 万册，订购文献数据库 474 个。从 2012

年起，本馆的数字化文献资源的馆藏量开始超过印刷型文献资源馆藏量。 

2005-2015 年度馆藏文献资源总量变化趋势 

 

2015 年总馆全年开放总天数 346 天，占全年总时间 95%，仅有 19 天不

开放。网上服务全年 365 天×24 小时开放。 

1 读者入馆统计 

2015 年度入馆总人次为 3360415 人次，男生读者人均入馆 44.2 次，女

生读者人均入馆 52.4 次。 

2015 年度各类型读者入馆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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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 年度各类型读者人均入馆次数变化趋势

 

 

2015 年度读者入馆次数排行（个人前十） 

排名 姓名 类型 学院 入馆次数 

1 姜* 博士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1864 

2 廖* 硕士生 数学与统计学院 1234 

3 徐* 硕士生 数学与统计学院 1142 

4 闵* 本科生 法学院 1075 

5 朱* 本科生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1065 

6 魏* 本科生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1051 

7 龙* 硕士生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019 

8 周* 本科生 经济与管理学院 992 

9 袁* 本科生 数学与统计学院 975 

10 戚* 硕士生 文学院 948 

 

2015 年度人均入馆次数排行（学院前十）

 



 
 

http://www.lib.whu.edu.cn                    3 / 20 
 

2015 年度入馆读者占学院读者百分比（学院前十）

 

2 设备使用统计 

（1）自助借还书 

2015 年度全馆自助借还书总量 748879 册，占本馆借还书总量 1017826

册的 73.58%，比 2014 年增加 263029 册。 

2012-2015 年度自助借还量 VS人工借还量变化趋势

 

 

（2）二维码下载电子图书 

2015 年总馆引进了 2 台电子图书借阅机(二维码下载电子图书)，读者共

下载 21669 册电子书。 

2015 年度每月下载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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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各类型图书下载册数 

 
 

（3）自助文印（打印、复印、扫描） 

2015 年打复印总量为 273977 页，比 2014 年同比下降 37%。扫描总量

为 109068 M bite，比 2014 年同比下降 40%。 

2012-2015 年度全馆自助文印数量变化趋势

 

（注：自助扫描扫以 64K大小为一页来进行计数。根据扫描件的复杂程度，扫描一张图片

可有一至几十个计数页不等，扫描一页可能会占几十个 64K 大小容量。） 

 

（4）自助上机 

2015 年总馆电子阅览室学生自助上机 374482 人次，比 2014年增加

4859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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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 年度总馆电子阅览室每台电脑年度平均使用人次统计 

 

 

（5）自助缴费 

本馆自主开发一套自助缴费系统，在 2015 年底投入使用。截至 2015

年 12月 31 日，半个月时间共有 429 位读者使用该系统，完成 1341 笔费用

缴纳。 

3 图书借阅统计 

2015年度全馆总借阅册数为 557202 册，学生读者人均借阅 7.6 册图书。

2015 年度各时段借阅册数与借阅人数变化趋势

 
2015 年度每月借阅册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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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 年度总借阅册数变化趋势 

 

 

2011-2015 年度各类型读者人均借阅册数变化趋势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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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4 24286 58.6% 

硕士生 24116 13479 55.9% 

博士生 8006 3316 41.4% 

合计 73536 41080 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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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 年度各类型读者借阅人数百分比变化趋势 

 

 

2015 年度借阅册数排行（个人前十） 

排名 姓名 院系 身份 借阅册数 

1 王悦 法学院 本科生 653 

2 杜臣昌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 
博士生 405 

3 熊锐 历史学院 博士生 385 

4 蔚栋敏 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本科生 378 

5 韩朋辉 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科生 370 

6 符杨玉 法学院 本科生 324 

7 周盟 动力与机械学院 硕士生 315 

8 唐启良 哲学学院 博士生 303 

9 朱桉成 法学院 本科生 298 

10 李想 哲学学院 硕士生 289 

 

2015 年度人均借阅册数排行（学院前十） 

 



 
 

http://www.lib.whu.edu.cn                    8 / 20 
 

2015 年度热门图书借阅排行榜（中文图书前十）

 

 

2015 年度热门图书借阅排行榜（外文图书前十） 

排名 题名 中文译名 借次 

1 JavaScript : the definitive guide JavaScript 权威指南 23 

1 Gone with the wind 飘 (又名：乱世佳人) 23 

3 

Database systems :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数据库系统 :设计、执

行和管理实践 
20 

4 A tale of two cities 双城记 19 

4 The little prince 小王子 19 

6 Nineteen eighty-four 一九八四 18 

7 Stücke  17 

8 Count of Monte Cristo 基督山伯爵 16 

8 
A global history :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全球通史 16 

10 Walden 瓦尔登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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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预约图书排行榜（前十）

 

 

2015 年度热门图书类别 

 

 

4 网络资源使用统计 

（1）图书馆主页访问 

2015 年图书馆中文主页访问量为 771 万次。其中首页访问量为 472 万

次，比 2014 年减少 67 万次。从来访者地理分布看，中国国内用户占 88.1%，

武汉用户约占访问量 30%。 



 
 

http://www.lib.whu.edu.cn                    10 / 20 
 

2005-2015 年度网站首页访问量变化趋势

 

 

2015 年度网站最受欢迎栏目(前十)    

 

(注：由于新闻、教学日历和数据库导航系统的特殊性，所以未列在榜单内。) 

 

2015 年度网站最常来访国家和地区(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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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网站全天各时段访问量变化趋势 

 

 

2015 年度网站不同类型浏览器访问量占比量

 

 

2014-2015 年度网站访问客户端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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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馆藏检索系统访问量 

我馆目前的馆藏检索系统于 2008 年底上线，2015 年引进珞珈学术搜索

平台，进一步提高了读者对馆藏文献资源的搜索效率。2015年馆藏检索的总

访问量为 803 万次，比 2014 年减少 47 万次。 

 

2008-2015 年度馆藏检索系统访问量变化趋势 

 

 

（3）数据库访问下载量 

2015 年图书馆网站电子资源访问总量为 409 万次，其中，中文数据库

访问量 292 万次，外文数据库访问量 116 万次。 

 

2015 年度数据库访问下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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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不同类型数字资源占比量 

 

 

2015 年度最受欢迎中文数据库(前五) 

 

 

2015 年度最受欢迎外文数据库(前五) 

 

 

（4）移动图书馆使用量 

超星移动图书馆于 2013 年底上线，目前共有 24232 位注册读者，其中

2015 年注册人数为 10,348 人，登录人次为 210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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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注册人数

 
 

2014-2015 年登录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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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读者服务统计 

(1) 文献传递 

接受文献传递申请 12242 笔（校内 5454 笔，校外 6788 笔），提供原文 11794

笔，文献总满足率 96%。 

馆际互借图书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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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 份（校内 2239 份，校外 1532 份）。 

检索论文收录及引用 20531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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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周（全年 235 次） 

培训总学时：约 15 学时/周（全年 760 小时） 

参与总人次：23066 余人次 

 

2015 年度各类型培训参与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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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5 年读者培训人次变化趋势

 

 

(4) 计量服务 

 

《高水平论文评价研究报告》 

《科研成果评价理论研究报告》 

《武汉大学生科院发文数据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 ESI 免疫学学科态势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测绘科学学科相关期刊分析报告》 

《2015 年版武汉大学学科发展态势分析报告》 

《2015 年版武汉大学自然科学类国际论文统计与分析年报》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类非英语语种论文分类分级评价报告》 

《武汉大学 2005-2014 年 ESI 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单位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 2005-2014 年 SCI/SSCI/AHCI 论文院系分布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 2001~2014 年专利成果概况与比较分析报告》 

《2015 年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学科发展态势分析研究》 

《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服务项目总结报告》 

《武汉大学 ESI 微生物学学科态势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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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宣传与阅读推广统计 

(1) 两大主题文化活动 

 

“馨香悦读 激扬梦想”武汉大学读书节 

2015 年 4月至 5月，14 项活动，共计 21225 人次参与 

 

 

“书香珞珈 成才武大”武汉大学图书馆文化活动月 

2015年 10月至 11月，11 项活动，共计 21079 人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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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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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900 余人次 

珞珈阅读广场 35 1500 余人次 

真人图书馆 8 400 余人次 

艺文展览 12 5 万余人次 

音乐随心听 93 700 余人次 

每两天≧1 次音乐欣赏 

每周≧1 次读书会 

每月≧1 次艺文展览 

每季度≧1 次真人书阅读…… 

图书馆，每天都带给你新鲜与惊喜！ 

 

(3) 学生合作 

与 16 个优秀学生组织 1000 余学生成员合作，举办了 13 项共 49 场文化

活动。 

 

7 2015 年度图书馆阅读推广大事记 

1 月 

 第七届全国高校百佳网站网络评选中，武汉大学图书馆网站获“全国

高校百佳网站”称号，是此次获奖的百所高校网站中唯一的图书馆网

站。 

3 月 

 27 日，“珞珈学术搜索”上线。珞珈学术搜索通过一站式检索平台，

将图书馆丰富的馆藏纸本资源、电子资源快速呈现在用户面前，是目

前高效发现、获取学术文献资源的热门工具。 

 30日，武汉大学图书馆工学分馆恢复开放，并开通 24小时不间断自助

还书服务。馆内空间设置更趋人性化，整体环境也更宜人。 

4 月 

 22 日，“馨香悦读 激扬梦想”2015 武汉大学读书节开幕，共计 3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北京大学教授王余光应邀作文华讲坛第四讲：《阅

读，与经典同行》。开幕式当天，“书写经典 传承文明”现场书画笔

会在总馆一楼大厅举行，当代实力派书画家陈竞与武汉大学书画协会

的多位优秀成员现场书写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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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2 日起，借阅政策调整。调整后，不论是教职工、博士生、硕士

生，还是本科生，允许外借册书一律增加到 30本；针对本科生，续借

次数从一次提升到两次；教职工和博士生续借期将增加到 90天，硕士

生增加到 60天；预约册数也从两本增加到三本。 

 推出《拯救小布之消失的经典》经典名著在线游戏，将古今中外经典

名著相关知识置入动画游戏，让读者进入游戏开展竞赛答题，由此推

广经典阅读。游戏开放一个月，吸引 4300 多人次参与，覆盖了全校 8

0%以上院系。 

 “馨香悦读 激扬梦想”武汉大学读书节获得武汉市 2014 年度读书之

城建设“十大品牌读书活动”荣誉称号。 

 武汉大学图书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图书馆通过微信平台，向

读者及时推送图书馆的最新资源、服务与活动信息。 

5 月 

 9 日，万林艺术博物馆正式开馆，并同时举办“聚变：1930 年代以来

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展览。万林艺术博物馆服务于武大师生，将立足

华中，通过高质量当代艺术展览和学术研究性展览辐射全国。 

 27 日，“馨香悦读 激扬梦想”2015 武汉大学读书节圆满落幕。闭幕

式邀请莎士比亚英文戏剧社表演莎翁经典话剧《李尔王》的精彩片段。

本次读书节以经典阅读为主题，推出近 20项文化活动，引导大学生感

知经典，关注阅读。初步统计有 2万余人参与了今年的读书节活动。 

6 月 

 “3D漫游图书馆”上线，读者可网上游览图书馆新馆 A栋、B栋、C栋

和 D栋的古籍区。各场景均配有文字、声音解说以及楼层平面图。 

7 月 

 武汉大学图书馆被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 2014“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9 月 

 举办“书香珞珈  成才武大”文化活动月活动。面向 2015级全体新生

开展了“We are family 同游图书馆”活动，邀请新生及家长一起参

观图书馆，共接待新生和家长 2000余人次。 

 “铸剑为犁——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图片展”在总馆一

楼大厅展出。该展览由南京市图书馆策划制作，我馆与武汉市图书馆

联合主办。 

10 月 

 10 日，《拯救小布之消失的经典》经典名著在线游戏获得首届全国高

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赛一等奖。 

 16 日，我馆慕课《研究生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获得全国首届“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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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全国教师慕课教学大赛”二等奖。该课程是由武汉大学图书馆与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共同申报的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目

前正面向 2015级硕博研究生开设。 

11 月 

 14 日，“游武昌古城”活动顺利举行。该活动是“百万大学生看武汉

——游武昌古城、看武昌发展、做新武昌人”系列活动之一，由图书

馆与武昌区委宣传部、武汉大学团委、珞珈山街道办事处联合举办，

旨在带领大学生实地感受武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 

 19 日，图书馆联合保卫部成功举办了全校最大规模的人员密集公共服

务场所的消防疏散演习，这也是建馆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消防疏散演

习。来自全校各院系的 2000 余名学生志愿者以及图书馆、保卫部的 2

00余名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演习。 

 29 日，首届武汉大学“学术搜索之星”挑战赛落下帷幕。此次大赛由

武汉大学图书馆与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共同主办，历时近两个月，

分为“号角吹响”全民暖身赛、“虚拟之战”网络选拔赛、“精英计

划”学霸集训营和“巅峰对决”现场总决赛四个阶段，共吸引 5700 多

人次参与活动，院系覆盖率 95%。 

12 月 

 7日，武汉大学图书馆多媒体中心上线。多媒体中心是管理本馆收集（购

买、捐赠、网络采集）的多媒体数字资源的互联网平台，资源内容包

括：会议录像、培训讲座、名校课程、人文百科专题、影像艺术作品、

语言教学资料等，同时设立主题展厅，收录图书馆、博物馆、学校相

关部门和团体在宣传展览方面的海报和视频资料。 

 16 日，荣获 2014-2015 年度 CALIS 联合目录中文数据库建设先进单位

奖、西文数据库建设先进单位奖、馆藏数据建设先进单位奖。 

 29 日，以“参与、沟通、合作、共赢”为主题的迎新春读者座谈会举

行。馆领导及相关部门人员、优秀学生社团和个人代表等 40余人，齐

聚一堂，共话合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