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图书馆 2017 年度阅读报告 
 

1. 图书馆基本情况 

武汉大学图书馆现有馆舍面积 77389 平米，资料室 17314.7 平

米，总面积达到 94703.7 平米。截至 2017 年 12 月，全馆文献资

源总量达 1710.15 万册，2017 年度入藏实体文献 18.9 万册，订购

文献数据库 506 个。 

 

2005-2017 年度馆藏文献资源总量变化趋势

 

2017 年总馆全年开放总天数 347 天，占全年总时 95%，仅有

18 天不开放。网上服务全年 365 天×24 小时开放。 

 

2. 读者入馆统计 

2017 年度入馆总人次为4520594人次，男性读者人均入馆 45.8

次，女性读者人均入馆 53.8 次。 

 

 



 

 

2017 年各类读者入馆人次 

 

 

2017 年各类读者入馆比例 

 

（入馆比例=入馆人数/有效读者人数） 

 

2017 年度读者入馆次数排行（个人前十） 

排名 姓名 读者类型 学院 入馆次数 

1 *** 本科生 经济与管理学院 1366 

2 *** 硕士生 法学院 1328 

3 *** 博士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1328 



 

4 *** 本科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1284 

5 *** 本科生 国际教育学院 1280 

6 *** 硕士生 哲学学院 1260 

7 *** 硕士生 第二临床学院 1251 

8 *** 本科生 第二临床学院 1148 

9 *** 博士生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1148 

10 *** 硕士生 文学院 1118 

 

2017 年度院系人均入馆次数排行 

 

2017 年度院系入馆比例排行

 



 

 

3. 自助设备使用 

（1）自助借还书 

2017 年度全馆自助借还书总量 870934 册，占本馆借还书总量

1095549 册的 79%，比 2016 年减少 1310 册。 

2017 年度自助与人工借还比例 

 

 

2012-2017 年度自助借还比例 

 



 

 

（2）电子书借阅机 

2017 年，读者共下载 84364 册电子书。 

 

2017 年 1-12 月电子书下载量 

 

2017 年各类电子书下载册数 

 



 

 

（3）自助文印（打印、复印、扫描） 

2017 年打复印总量为 684016 页，比 2016 年增加 434705 页。扫

描总量为 111046 MB，比 2016年增加 6712 页。 

 

2012-2017 年度全馆自助打复印数量（页） 

 

 

2012-2017 年度全馆自助扫描数量（MB） 

 

 



 

（4）自助上机 

2017 年全馆电子阅览室上机人次 406961，比 2016 年减少 5917

人次，总馆电子阅览室学生自助上机 286013 人次，比 2016年减少

30931 人次。 

2012-2017 年度全馆电子阅览室上机人次 

 

（5）自助缴费 

本馆自主开发的自助缴费系统，2017年共有16232位读者使用，

完成了 84428 笔费用缴纳。 

 

4. 图书外借 

2017年度全馆外借总册数为 530829 册， 比 2016年减少 15314 

册，学生读者人均外借 6.7 册图书。 

2017 年度各时段外借册数与外借人数变化趋势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7 年度每月外借册数变化趋势 

 

 

2012-2017 年度外借总册数变化趋势 

 

 

 

 



 

2012-2017 年度各类型读者人均外借册数 

 

2012-2017 年度各类型读者外借人数百分比

 

2017 年度外借册数排行（文科个人前十） 

排名 姓名 读者类型 学院 外借册数 

1 *** 本科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1011 

2 *** 本科生 经管院 374 

3 *** 本科生 马克思主义学院 348 

4 *** 本科生 文学院 256 

5 *** 本科生 经济与管理学院 245 

6 *** 本科生 国学院 237 



 

7 *** 本科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233 

8 *** 本科生 文学院 228 

9 *** 本科生 新闻与传播学院 228 

10 *** 本科生 文学院 225 

 

2017 年度外借册数排行（理工科个人前十） 

排名 姓名 读者类型 学院 外借册数 

1 *** 本科生 计算机学院 335 

2 *** 本科生 计算机学院 325 

3 *** 本科生 电子信息学院 254 

4 *** 本科生 第一临床学院 253 

5 *** 本科生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22 

6 *** 本科生 测绘学院 204 

7 *** 本科生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190 

8 *** 本科生 弘毅学堂 185 

9 *** 本科生 健康学院 171 

10 *** 本科生 动力与机械学院 166 

 

2017 年度人均外借册数排行（学院前十） 

 



 

2017 年度热门图书外借排行榜（中文图书前十） 

 

 

2017 年度热门图书预约排行榜（前十） 

 



 

 

2017 年度热门图书外借排行榜（外文图书前十） 

排名 题名 作者 借次 

1 

The law of the sea and the 

polar regions : interactions 

between global and regional 

regimes 

Molenaar, Erik 

Jaap, 

31 

2 A tale of two cities 
Dickens, 

Charles, 
23 

3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19 

4 Figures 
Genette, 

Gérard, 
18 

5 

Teaching culture : 

perspectives in practice = 

文化教学 : 实践的观念 

Moran, Patrick 

R. 

17 

6 
Pride and prejudice = 傲慢

与偏见 
Austen, Jane, 16 

7 

The world since 1945 :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cWilliams, 

Wayne C. 

14 

8 
Classical electrodynamics = 

经典电动力学 

Jackson, John 

David, 
14 

9 The little prince = 小王子 
Saint-Exupéry, 

Antoine de, 
13 

10 
Fundamentals of statistical 

and thermal physics 
Reif, F. 12 

 

 

 

 

 

 

 

 



 

2017 年度热门图书类别及外借册数

 

 

5. 网络资源使用 

（1） 图书馆主页访问 

2017 年图书馆首页访问量为 543 万次， 比 2016 年增加 52 万

次。馆藏检索系统访问量为 735 万次，数据库访问量为 421 万次。

从来访者地理分布看，中国国内用户占 97.6%，其中湖北用户约占

访问量 48.5%。 

2006-2017 年度网站首页访问量变化趋势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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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网站最常来访国家和地区( 前五) 

 

 

 

 

2017 年度网站全天各时段访问量变化趋势 

 



 

2017 年度网站不同类型浏览器访问量占比量 

 

 

2017 年度移动终端访问图书馆网站所占比例 

 



 

（2） 馆藏检索系统访问量 

2017 年馆藏检索的总访问量为 735 万次。 

2007-2017 年度馆藏检索系统访问量变化趋势 

 

 

（3） 数据库访问下载量 

2017 年图书馆网站电子资源访问总量为 435 万次，其中，中文

数据库访问量 322 万次，外文数据库访问量 113 万次。 

2017 年度数据库访问下载量 

 

 



 

2017 年度不同类型数字资源馆藏量占比 

 

2017 年度最受欢迎中文数据库(前五)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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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5 位注册读

者，其中 2017 年注册人数为 25951 人，总登录人次为 1847 万次。 

2017 移动图书馆每月访问量 

 

 

2017 移动图书馆每月登录人次 

 

 

 



 

6. 读者服务 

（1） 文献传递 

2017 年接受文献传递申请 4897 笔（校内 4213 笔，校外 684

笔），馆际互借图书 4590 册，文献总满足率 83%。 

（2） 查收查引 

2017 年共收到校内外检索请求 7724 份（校内 4660 份，校外

3064 份）。检索论文收录及引用 46208 篇，为国内外 677 家单位开

具检索报告。 

（3） 读者培训 

实体培训：338 场 

实体培训：7609 人 

网络培训：70908 人 

培训总学时：93367.5，平均 1796 学时/周 

 

2017 年度各类型培训参与人次 

 

 

 

 



 

2005-2017 年读者培训人次变化趋势 

 

（4） 计量服务 

《武汉大学学科发展态势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国际论文统计与分析报告》 

《长江大学 ESI学科态势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 ESI贡献单位分析》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SCIE&SSCI 论文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 ESI计算机学科系列分析报告》 

《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科研支撑力分析报告》 

《武汉大学 2016 年度本科生阅读报告》 

…… 

 

7. 宣传与阅读推广 

（1） 六大品牌文化活动 

活动品牌 举办次数 参与人次 

文华讲坛 3 1200 

珞珈阅读广场 23 920 



 

艺文展览 7 21000 

音乐随心听 91 546 

真人图书馆 10 872 

创客空间相关活动 4 190 

（2） 两大主题文化活动 

 

“携人间四月，赴诗词之约”武汉大学读书节 

2017 年 3 月至 5 月，22 项活动，共计 59909 人次参与 

“书香珞珈 成才武大”武汉大学图书馆文化活动月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15 项活动，共计 39506 人次参与 

 

（3） 学生社团合作 

与 16 个优秀学生组织 644 余学生成员合作，举办了 25 项共

184 场文化活动。 

 



 

 

2017 年度图书馆阅读推广大事记 

1 月 

 1 月初，我校发布 2016 年版《武汉大学学科发展态势分析报

告》《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析报告》和 2017 年版

《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国际论文统计与分析年报》。三份报告由

图书馆、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展规

划与学科建设办公室联合编制，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了我校学

科发展态势、学科竞争力水平和高水平论文分布。 

 发布《2016 文献与自助服务设施利用统计分析报告统计》与

《2016 图书馆阅读报告》，完成对图书馆馆藏、自助设备、外

借等各项业务数据的挖掘和分析。 

 

2 月 

 23 日，我馆成立智慧图书馆建设领导小组，标志着以 RFID 应

用为核心的我馆智慧图书馆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4 月 

 16 日，举办“艺术映像大篷车”首期活动。这是图书馆新推

出的艺文品牌活动，主要播放艺术类视频，包括音乐会、音乐



 

剧、戏剧、电影、传统曲艺等。 

 19 日，第 14 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国际营销奖揭

晓，武汉大学图书馆“微天堂”真人图书馆喜获第三名。 

 21 日，“珞珈读书月，诗词润童心”中国古诗词文化鉴赏活动

在图书馆总馆艺术欣赏厅举办。此次活动由武汉大学图书馆、

中共武昌区宣传部、武昌区文明办、武昌区妇联、武昌区社区

教育学院、武昌区珞珈山街办事处和东湖村社区联合举行。 

 23 日，2017 武汉大学读书节开幕式在图书馆总馆学术报告厅

隆重举行。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副校长舒红兵教授，武昌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蓉，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学工部、研

究生工作部、团委、本科生院、研究生院等职能部门和获奖院

系领导、获奖学生代表、武昌区及珞珈山街代表、校内外媒体

代表等共计 200 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原图书馆党委书

记楚龙强主持。 

 23 日，武汉大学古典文学知识大赛总决赛在图书馆总馆学术

报告厅举行，武汉大学图书馆和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共同举

办了此次活动，阅微书社等 5 个校内优秀学生社团参与了大赛

的组织策划。 

 23 日，武汉大学图书馆文华讲坛第九讲在图书馆总馆学术报

告厅举行，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尚



 

永亮应邀作了题为《花开时节话读书》的主题讲座。全校各院

系师生、珞珈山街代表等近 200 人一同聆听了讲座。讲座由图

书馆馆长王新才教授主持。 

 

5 月 

 13 日，武汉大学第十五届“珞珈之春”科技文化节暨科技开

放日在万林艺术博物馆前隆重开幕。此次活动由共青团武汉大

学委员会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共同主办，大学生创新实践中心承

办。校党委副书记赵雪梅以及学工部、本科生院、科发院、校

团委、图书馆等部门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18 日，武汉大学图书馆文华讲坛第十讲在图书馆总馆学术报

告厅举行，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教授詹海云应邀

作了题为《易经的卜筮丶占断和义理》的主题讲座。全校各院

系师生及校外读者等 200 多人一同聆听了讲座。讲座由图书馆

馆长王新才教授主持。 

 

6 月 

 6 月始，推出了一系列毕业季活动，主要包括毕业生个人数据

展示 H5 网页“一封来自小布的情书”、最美毕业照征集以及毕

业图书捐赠等。 



 

 由武汉大学图书馆王新才馆长任主编、黄鹏副馆长任副主编的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人系列教材”第二辑之一的《大学

图书馆阅读推广》一书由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正式出版。 

 23 日，图书馆承办了武汉大学多语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捐赠仪式。北京崇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余富文、武汉大

学校党委副书记沈壮海以及来自武汉大学宣传部、学工部、研

工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外语学院、国

际教育学院、图书馆等相关部门的领导、教师及学生代表，武

汉大学文科院系学科分馆和资料室负责人共计 50 余人参加了

捐赠仪式。捐赠仪式由原图书馆党委书记楚龙强主持。 

 

8 月 

 《文华书潮》获评“2017 年中国图书馆界阅读推广类内刊内

报新秀奖”。 

 

9 月 

 6 日，“百度-武汉大学AI图书馆建设合作研讨会暨签约仪式”

在我馆举行，百度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教育事业部总经理张

高、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陆伟、计算机学院教授彭敏等出席了

研讨会。双方就将传统校园资源与百度教育资源相结合，深挖



 

图书馆文献及服务发展潜力，分阶段建设AI图书馆达成合作。

会议由图书馆副馆长黄勇凯主持。 

 启动文化活动月各项活动，面向 2017 级全体新生开展了“We 

are family同游图书馆”、“读出你的理想国&寻找最美心灵

之声”等系列迎新活动。活动期间，接待新生及家长 6000 余

人次，500 余人参与了朗读活动。 

 万林艺术博物馆自主策划“向南！向南！——武大人在南极”

大型展览开展，南极展首次以武汉大学特色校园文化为主题策

划，通过珍贵的实物展品和震撼人心的照片，对观众进行科学

与趣味并存的知识普及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10 月 

 10 日，在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布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关于公布 2

016 年全民阅读相关称号的决定》中，我馆通过“全民阅读示

范基地”复核。 

 10 日，“微天堂”真人图书馆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颁发的阅读

推广优秀项目。 

 29 日，第二届武汉大学“学术搜索之星”挑战赛现场总决赛

在图书馆总馆学术报告厅举行，历时一个多月的挑战赛至此圆

满落幕。此次比赛由图书馆与校团委合作举办，大赛分为赛前



 

练习、网络热身赛、网络选拔赛、精英选拔赛和现场总决赛五

个阶段，共有 3800 余人次参与赛前练习、网络热身以及初赛。

参与比赛的学生来自 41 个院系（研究所），院系覆盖率达到 1

00%。 

 

11 月 

 7 日，古典文学知识大赛获评全国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案例大

赛二等奖。 

 25 日，首届湖北省高校万方杯“学术搜索挑战赛”决赛在总

馆学术报告厅举行，此次比赛由湖北省高校图工委、湖北省高

校数字图书馆联合举办，武汉大学图书馆承办。比赛历时一个

半月，全省 51 所高校积极参与。在练习期和网上初赛期间，

全省超过两万人次参与网上答题；网上投票期间，浏览量超过

52 万，总投票数 25 万。此次比赛在省内高校掀起了信息搜索

的关注热潮。 

 

12 月 

 1 日，武汉大学第二届 3D 打印设计大赛决赛在图书馆信息科

学分馆举行，此次大赛由图书馆与武汉大学大学生创新实践中

心合作举办。图书馆党委书记陈祖亮、校团委副书记李好、校



 

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杨晓光、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副处长杨旭升

等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系）负责人与师生代表出席了此次比

赛。 

 3 日，武汉大学图书馆文华讲坛第十一讲在图书馆总馆学术报

告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家新、《诗刊》副主编李少君、

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汪剑钊一起畅谈当代诗歌。全校各院系师生及校外读者等近 2

00 人一同聆听了讲座。讲座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荣光启

主持。 

 4 日，“借助虚拟馆员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小

布系列服务”被湖北省图书馆学会评为全民阅读优秀服务。 

 7 日，图书馆信息科学分馆试运行 24 小时开放，图书馆制定

了详细的《信息科学分馆试运行 24 小时开放管理办法》、《读

者安全承诺书》。 

 19 日，在“品书知日本”2017 年征文大奖赛活动中，荣获最

佳组织奖。 

 22 日，图书馆举行了 2017 年度资源利用与读者服务座谈会。

图书馆馆长王新才、书记陈祖亮、副馆长张洪元等馆领导及相

关部门人员、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图书馆资源利用与

读者服务相关问题。 



 

 在由武汉市委宣传部等部门共同发起的“2017 武汉十大系列

旅游品牌”评选活动中，万林艺术博物馆入选武汉十大博物馆。 

 29 日，举办“2018 武汉大学图书馆合作社团新春 teaparty”，

活动形式新颖，包括师生联欢及图书馆话题的“奇葩说”辩论，

活动吸引 200 多名师生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