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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报告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摘要　通过对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中各馆填报数据的汇总、分析,从文献资源购置

费、馆舍面积、人力资源、馆藏利用、信息素质教育等五个方面,揭示了中国高校图书馆２０２０年的

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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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２５８．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１

　　截至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０日,共有１２７８所高校图书

馆(２０２０年是１３６１所)在“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

数据库”① 中提交２０２０年基本业务统计数据.为便

于分析,笔者分项依照各单列有效数据② 的数据量

进行分析,所以下文中各分项数据中的高校图书馆

数量与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总量不完全一致.

１　文献资源购置费统计分析

提交有效的年度总经费数据的高校图书馆为

１２２６所,平均值③ 为６０５．４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５９１．８万

元),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３．６万元,中位值④ 落在３０１．１
万元(２０１９年落在２８７．４万元),比２０１９年增加１３．７
万元,标准差⑤ 为８９６．５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９１８万元),
极差⑥ 区间变窄,为１１８３８．１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１４２７１．
３万元),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高校图书馆２０２０年的

总经费较２０１９年略有增加,馆际差距较大.表１是

年度经费区间分布状况.

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总经费分布

总经费(万元) 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１０ １．４％ ０．９％ １．５％ １．６％ ２．４％

１０－４９．９９ ６．４％ ５．９％ ５．３％ ６．８％ ６．４％

５０－９９．９９ １１％ １１．２％ １０．９％ １０．４％ ９．４％

１００－１４９．９９ ９．２％ ８．６％ ９．８％ １０．４％ ８．８％

１５０－１９９．９９ ９．１％ ７．６％ ８．１％ ７．７％ ８．１％

２００－４９９．９９ ２６．３％ ２７．９％ ２８．７％ ２９．６％ ３１％

５００－９９９．９９ ２０％ ２０．５％ １７．１％ １７．６％ １６．３％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９ １０．３％ １０．７％ １２．１％ １０．５％ １１．４％

２０００及以上 ６．３％ ６．７％ ６．５％ ５．４％ ６．２％

　　提交有效的文献资源购置费的高校图书馆有

１２２６所,均值为５２９．５万元(２０１９年为５１５．６万元),
较２０１９年有所上升,见图１.中位值为２６１．５万元,
落在排名第６１４名的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图书馆和排

名第６１５名的文华学院图书馆之间.众值⑦ 为１００
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１５０万元),较２０１９年低５０万元,标

∗ 执笔人:吴汉华、王波.

通讯作者:王波,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８２９６Ｇ８００４,邮箱:wb＠pku．edu．cn.

① 文中统计数据均来自“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网址:http://libdata．scal．edu．cn/Index．action.

② 有效数据指的是剔除极大或极小等显然不合常理、不合常识的错误数据后的数据.

③ 平均值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之和除以填报有效数据的高校图书馆的数量所得到的值.

④ 中位值指的是将有效数据从高到低排序,排在最中间的高校图书馆所填报的值.

⑤ 标准差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实际填报数据值偏离该列数据平均值距离的总平均数,它描述各高校图书馆填报此项数据集合的离散

程度.

⑥ 极差是指在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也能描述数据离散度.

⑦ 众值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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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为７９１．３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８１５．３万元),表明

２０２０年馆际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差距在平稳中缩小.
文献资源购置费排在前５位的高校图书馆是:中山

大学图书馆,１０４８９．２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１３２０６万元);
清华大学图书馆,６５７９．８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６９５８万

元);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６４０３．９万元(２０１９年是

６０１０．４万元);北京大学图书馆,５８９６．４万元(２０１９
年是７４４１．２万元);浙江大学图书馆,５２９４．１万元

(２０１９年是６２７１．８万元).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万元)

１．１　纸质资源购置费

有１２２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０年纸质文献

资源购置费,总费用为 ２５３３ 亿元,较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７５１亿元减少了２１８亿元.纸质文献资源购置

费的均值为２０６９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２２１１万元),比

２０１９年减少了１４２万元.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各

年度均值的分布状况见图２,近５年呈逐步减少趋

势.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的中位值为１４０３万元

(２０１９年是１４４７万元),即排在第６１３名的齐齐哈

尔大学图书馆和排在第６１４名的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图书馆之间.在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方面,排在前

５名的高校图书馆是:中山大学图书馆,５９４５３万元

(２０１９年是８１５２３万元);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３０６５
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２１８１７万元);复旦大学图书馆,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馆均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万元)

２１５２８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２１５７８万元);浙江大学图

书馆,２０３２５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２８２８６万元);武汉大

学图书馆,１９４２６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２７８９２万元).

１．２　电子资源购置费

有１１４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电子资源购置费,
总和为３９２１亿元(２０１９年是３７２１亿元),均值为

３４３６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３２３３万元),占馆均文献资

源购置费的５６８％(２０１９年是５４６％),较２０１９年

增长了２２个百分点.在文献资源购置费中,电子

资源购置费所占比例已经过半,均值与比例自２００６
年以来基本上呈抬升趋势,只在２０１９年发生下滑,

２０２０年便恢复上升,表明电子资源的需求相当强

劲.高校图书馆近１５年的电子资源购置费的均值

见图３.电子资源购置费的中位值落在排名第５７１
名的滨州学院图书馆的数 据 上,为 １０５３８ 万 元

(２０１９年是９４万元).标准差为５７５８万元,最小

值仅为４２元,最大值达到５１８８２万元(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这些表明: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购置费

的离散程度大,馆际差距逐年增大.电子资源购置

费排名前５位的高校图书馆是: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５１８８２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４８３６９万元);清华大学

图书馆,４８８５８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５２０３９万元);中山

大学图书馆,４０４８４万元(２０１９年是５０５３６万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图书馆,３５９２７万元(２０１９年是

２８４７５万元);北京大学图书馆,３５６４９万元(２０１９
年是５１８１万元).

图３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馆均电子资源购置费(万元)

２　馆舍面积统计分析

２．１　馆舍总面积

有１１１５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０年馆舍建筑

面积数据,总面积是２８４１７万平方米(２０１９年是

２９８３万平方米),馆均值为２５５万平方米,相较于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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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的 ２４７ 万平方米,有所增加.标准差为

１８３万平方米,略高于２０１９年的１７９万平方米,
说明馆舍面积差异继续加大.馆舍面积的中位值为

２２万平方米,众值是１６万平方米,中位值落在排

名第５５８名的贵阳学院图书馆的建筑面积数据上.
馆舍建筑面积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山东大学

图书馆,１３１万平方米(２０１９年是１０７万平方米);
中山大学图书馆,１１９万平方米(２０１９年是１１２万

平方米);吉林大学图书馆,１０３万平方米(２０１９年

是１０３万平方米);厦门大学图书馆,１０３万平方

米(２０１９年是１０３万平方米);浙江大学图书馆,

９１万平方米(２０１９年是９１万平方米).馆舍面积

最小的是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仅为６００
平方米,馆舍面积排名第一的山东大学图书馆的面

积是其２１８３倍.高校图书馆馆舍平均面积的变

动,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呈轻微陡峭曲线

增长趋势,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呈缓慢增长趋势,２０１５年

后呈先回落后增长趋势,表明高校图书馆的建筑面

积已经从跃进增长期进入到平稳增长期.２００６年

以来,高校图书馆建筑面积的馆均值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建筑面积馆均值(万平方米)

２．２　在建馆舍建筑面积

共有１９０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２０年在建馆

舍建筑面积的有效数据,总和为４５２７万平方米

(２０１９年是４９０２万平方米),馆均值是２３８万平

方米(２０１９年是２４３万平方米),标准差是１５８万

平方米,众值是２万平方米,中位值为２万平方米.
这些表明,高校图书馆的在建馆舍面积呈回落趋势,
与前述高校图书馆馆舍建成面积的数据进行叠加分

析,更能说明高校图书馆的馆舍建筑面积趋于稳定.
各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建筑面积的差异极大,排名

最末的安徽医科大学图书馆,在建馆舍面积为６００
平方米,而排名第一的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在建馆

舍面积是１０２万平方米,为前者的近１７０倍.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年,高校图书馆在建新馆面积的均值呈增长

态势.２０１０年后,在建馆舍面积呈小范围波动,但
基本稳定在２１９－２５万平方米之间.２００６年以

来,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面积的分布状况见图５.

图５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建筑

面积馆均值(万平方米)

３　人力资源统计分析

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统计项目包括馆长、在
编馆员、合同制职工、临时聘用人员、勤工助学人员

等.２０２０年的数据继续验证了前几年分析数据所

得出的结论: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收藏总量与馆

舍面积不断增长,但在编工作人员的馆均人数却持

续减少,表明各高校图书馆的事业编制总人数处在

持续缩减状态,在编工作人员的任务逐年加重,图书

馆需要聘用更多的合同工或临时工,需要购置更多

的智能化设施将图书馆员从日常事务性工作中解放

出来.

３．１　馆长基本状况

(１)馆长的性别、专兼职与学科背景

高校图书馆馆长以男性为主,２０２０年男性馆长

占６５２％,２０１９ 年是 ６６２％,２０１８ 年 是 ６７６％,

２０１７ 年 是 ６９１％,２０１６ 年 是 ７１２％,２０１５ 年 是

７０９％,２０１４年是６９１％,总的看来,男性馆长所占

比例呈现下降态势.从２０２０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高
校图 书 馆 专 职 馆 长 所 占 比 例 依 次 是:９０８％、

９０５％、９０１％、９２３％、９１２％、９０７％、９１５％、

８９９％、８９１％.总的看来,专职馆长居多.

２０２０年的数据显示,８０４％的馆长为非图书馆

学专业背景,２０１９年是７９１％、２０１８年是７８４％、

２０１７ 年 是 ７６８％、２０１６ 年 是 ７６７％、２０１５ 年 是

７４５％、２０１４年是７４８％、２０１３年是７５％、２０１２年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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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７５７％.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馆长所占比例

处于缓慢上升趋势,表明高校图书馆馆长职位的行

政化色彩大于专业化,也与近些年高等院校施行中

层干部轮岗制,不少院系、机关的干部到图书馆任馆

长有关.
(２)馆长的职称状况

具有正高职称的馆长仅接近半数,从２０２０年回

溯至２０１２年,正高职称馆长各年所占比例依次为:

４８４％、４８３％、５２４％、５５３％、５４２％、５６５％、

５７２％、５７９％、５７４％.副高职称在馆长职称中所

占比例居第二,从２０２０年回溯至２０１０年,依次为:

３７３％、３７４％、３４９％、３２５％、３５２％、３３８％、

３３４％、３４３％、３２５％、３６％、３５％.近８年的馆长

职称数据表明,正高职称馆长的比例总体上呈现稳

中有降的趋势,副高职称馆长的比例基本保持动态

平稳.还有一些中级职称馆长和中级以下职称馆

长.从２０２０年回溯至２０１０年,各高校图书馆中级

职称馆长所占比例依次为:１０９％、１０９％、９％、

９２％、８６％、７１％、７４％、７２％、８％、５５％、５％.
中级职称馆长所占比例较少,但近年来有所上升.
中级以下职称馆长的比例,从２０２０年回溯至２０１１
年,依次是 ３４％、３４％、３７％、３％、２％、２７％、

２％、１７％、２１％、３％.为更直观地揭示高校图书馆

馆长的职称状况,下面依照教育部先前对高校的分类,
将“高校类型”与“馆长职称”作为行和列,制作成表２.

表２　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馆长职称与学校

类型列联表(单位:人)

馆长职称 其他职称 中级职称 副高职称 正高职称 职称合计

学
校
类
型

高职高专 ２２(５．１％) ７８(１８．０％) ２２６(５２．２％)１０７(２４．７％) ４３３

普通高校 １９(２．８％) ４９(７．３％) ２１４(３１．９％)３８８(５７．９％) ６７０

“双一流”外的前
“２１１工程”高校 ０ ３(５．５％) ５(９．１％) ４７(８５．４％) ５５

“双一流”高校 ０ ０ １(２．６％) ３８(９７．４％) ３９

职称合计 ４１(３．４％) １３０(１０．９％)４４６(３７．３％)５８０(４８．４％) １１９７

注:有８１所高校图书馆未填写馆长职称情况.

从表２可知,高级职称馆长所占比例基本上和

所属的高校类型相适应.“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和

“双一流”外的前“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馆的正高职称

馆长所占比例超过８０％,普通高校图书馆的正高职

称馆长所占比例接近６０％,副高职称馆长所占比例

略超过３０％.具有中级职称和其他职称的馆长多

在高职高专院校和普通高校任职.
(３)馆长的学历学位状况

在馆长学历学位方面,拥有博士学位的馆长占

１９９％,从２０１９年回溯到２０１３年,博士学位馆长所

占比 例 分 别 是 １８９％、２２２％、２２８％、２１８％、

２１６％、２１４％、２１７％;硕士学位馆长占３４５％,
从２０１９年回溯到２０１３年,所占比例依次是３１５％、

３１７％、３１６％、３１１％、３１６％、３０％、２９８％,博士

和硕士学位馆长所占比例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学历

在本科及以下的馆长,所占比例小有波动,从２０２０
年回溯至２０１３年,依次是４４９％、４８７％、４４９％、

４４３％、４５６％、４４７％、４６３％、４６５％;大专及以

下学历馆长,所占比例呈减小趋势,从２０２０年回溯

至２０１４年,所占比例依次是０７％、０８％、１３％、

１３％、１６％、２１％、２３％.造成本科及以下学历

馆长所占比例总体上走低的原因,主要是高校图书

馆招聘工作人员的起点抬高,一般要求拥有硕士以

上学位;但在西部欠发达地区,高校图书馆招聘硕士

和博士较为困难,高学历馆长所占比例偏低.高校

的类型与馆长的学历学位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具
体状况见表３.“２１１工程”高校(含“双一流”高校)
图书馆馆长的学位以博士为主,而普通高校的本科、
硕士、博士学历馆长均占较大比重,高职高专院校图

书馆的馆长则以本科学历为主,硕士学位馆长的比

例也达到３２％.
表３　２０１９年高校图书馆馆长的学历学位列联表(单位:人)

馆长学历学位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及以下 合计

学
校
类
型

高职高专 １２(２．８％) １５４(３５．３％)２６５(６０．８％) ５(１．１％) ４３６

普通高校 １５６(２３．２％)２４２(３６．１％)２７１(４０．３％) ３(０．４％) ６７２

非“双一流”类前

“２１１工程”高校
３９(６８．４％) １５(２６．３％) ３(５．３％) ０ ５７

“双一流”高校 ３３(８４．６％) ４(１０．３％) ２(５．１％) ０ ３９

合计 ２４０(１９．９％)４１５(３４．５％)５４１(４４．９％) ８(０．７％) １２０４

注:有７４所高校图书馆未填写馆长学历学位情况.

３．２　在编工作人员状况

(１)在编工作人员的宏观数据

共有１２５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０年

度在编工作人员数据.在编工作人员的总人数为

４００６８人,馆均３１．８人(２０１９年是３１．５人),略有回

升,中位值为２２人,众值为１０人,标准差为２９．９
人.各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数量差异较大,
馆均人数与上年基本持平.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高校图

书馆在编人员馆均值变化情况见图６.江西应用科

技学院图书馆、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图书馆的在

编人员数据为０,表明无事业编制的馆员.依照各

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数量进行排序,排名前

５位的是:吉林大学图书馆,３１２人(２０１９年为３２１
８

２０２０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报告/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AReportontheStatisticalData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in２０２０/TheSecretariatofSteeringCommitteeforAcademicLibrariesofChina



2021

年
第4

期

人);武汉大学图书馆,２２８人(２０１９年为２３９人);
山东大学图书馆,２２１人①(２０１９年为１８２人);中山

大学图书馆,２１８人(２０１９年为２２７人);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２０４人(２０１９年为２１１人).除山东大

学图书馆外,其他４所高校图书馆的排名与２０１９年

基本保持一致.

图６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馆均值(人)

(２)在编工作人员的性别结构

共有１２５７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工作人员

的性别数据②,男性工作人员有１３３２０人,占在编工

作人员总数的３３１％,均值是１０６人(２０１９年为

１０５人);中位值和众值分别是７人与３人,标准差

是１０３人.通过分析各年度男性在编工作人员的

均值数据,可知高校图书馆男性在编工作人员数量

呈逐年减少趋势,但２０２０年却略微增长.２０２０年,
女性在编工作人员总量是２６９５６人,占在编工作人

员总数的６６９％,均值是２１４人(２０１９年为２１２
人);中位值是１５人,众值是３人,标准差是２０８
人,在编女性工作人员的馆均值也呈现出止跌探底

态势.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２０年的高校图书馆男性和女性

在编工作人员馆均值分布状况见图７.从图７可

知,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男女馆员比例进入相对稳定

的状态.
(３)在编工作人员受教育状况

共有１２３８所高校图书馆提供了博士学位工作

人员总量,其中有８１０所(２０１９年为８８６所)高校图

书馆没有博士学位工作人员,表明博士学位工作人

员在高校图书馆依然处 于 稀 缺 状 态.有 ４２８ 所

(２０１９年为４２５所)高校图书馆拥有博士学位工作

人员,总人数为１３８３人(２０１９年是１２９４人,２０１８年

图７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

人员性别结构馆均值(人)

是１１３５ 人,２０１７ 年是 ８７０ 人,２０１６ 年是 ８３４ 人,

２０１５年是６９５人).在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中,
每馆拥有博士学位工作人员 １１２ 人(２０１９ 年是

０９９人,２０１８ 年 是 １０９ 人,２０１７ 年 是 １０７ 人,

２０１６年是０９７人,２０１５年是０９５人),中位值和众

值均为０人,标准差是２６４人.没有博士学位工作

人员的图书馆占６５４％(２０１９年是６７６％,２０１８年

是６４６％),仅拥有１名博士的占１４３％,拥有２名

博士的占６５％,拥有３－４名博士的占７％,拥有５
名以上博士的为６７％(２０１９年为５６％).博士学

位工作人员总量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复旦大

学图书馆,３０人(２０１９年是３０人),占在编人员的

１７２％(２０１９年是１６９％);北京大学图书馆,２３人

(２０１９年是２０人),占１５４％(２０１９年是１３４％);
中山大学图书馆,２１人(２０１９年是２０人),占９６％
(２０１９年是８８％);清华大学图书馆,１７人(２０１９年

是１６人),占１６％(２０１９年是１４６％);北京理工大

学图书馆,１７人(２０１９年是１７人),占４０５％(２０１９
年是３６２％);西南大学图书馆,１７人(２０１９年是１５
人),占１６３％(２０１９年是１３６％).

共有１２４６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硕士学位

工作人员的数据,未聘用硕士学位工作人员的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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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山东大学图书馆填报的２０２０年度数据中,首次将山东大学威

海分校图书馆的在编工作人员数据合并填报,故较２０１９年净增

加３９人.
由于部分高校图书馆未提供在编男性职工或在编女性职工的数

据,但却提供了在编职工总人数,无法判断这类高校图书馆的在

编职工性别,按缺失值处理,故在编男职工与在编女职工的总人

数小于在编职工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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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所,占９％.在编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计１３０６２
人(２０１９年是１２８１６人),平均每馆聘用硕士学位工

作人员１０５人(２０１９年是９８人,２０１８年是１０４
人,２０１７年是１０３３人,２０１６年是１０１１人,２０１５
年是９８５人),中位值是６人,众值为１人,标准差

是１３４人.未聘用硕士学位工作人员的占 ９％
(２０１９年是１０６％),聘有１－２名硕士的占１９３％
(２０１９年是２０１％),聘有３－５名硕士的占１９９％
(２０１９年是２０％),聘有６－１０名硕士的占１７７％
(２０１９ 年 是 １７８％),聘 有 １１—１６ 名 硕 士 的 占

１４２％(２０１９年是１３３％),聘有１７名及以上硕士

的占１９９％(２０１９年是１８２％).上述数据表明:
硕士学位工作人员已成为高校图书馆人才招聘的主

要对象,且呈现出一定富集现象,即聘用１７名及以

上硕士的图书馆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在聘有硕士学

位工作人员的高校图书馆中,排名前５位的是: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１２６人(２０１９年是１１５人),占该馆

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６１８％(２０１９年占５４５％);
吉林大学,１１１ 人 (２０１９ 年是 １１７ 人),占 ３５６％
(２０１９年占３６５％);中山大学图书馆,１００人(２０１９
年是１０３人),占４５９％(２０１９年占４５４％);复旦大

学图书馆,９８人(２０１９年是９４人),占５６３％(２０１９
年占５２８％);北京大学图书馆,９２人(２０１９年是８９
人),占６１７％(２０１９年占５９７％);山东大学图书

馆,９２人(２０１９年是７１人),占４１６％(２０１９年占

３９％).从总体上看,各高校图书馆硕士学位工作人

员的数量在持续增长,正成为高校图书馆的骨干

力量.
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方面,共有１２３４所高校图

书馆提交了数据,本科学历工作人员共有１９８３３人,
是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数的 １５２ 倍(２０１９ 年为

１６３倍,２０１８ 年 为 １６８ 倍,２０１７ 年 为 １７６ 倍,

２０１６年为１８５倍,２０１５年为１８７倍),平均每所高

校图书馆聘有本科学历工作人员１６１人(２０１９年

为１６ 人,２０１８ 年为 １７４ 人,２０１７ 年为 １８２ 人,

２０１６年为１８８人).由此可知,本科学历工作人员

依然是高校图书馆的主力军,但比例正在缩减.在

提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中,未聘用本科学历工作人

员的有１１所,占０９(２０１９年占１１％),这类情况一

般发生于在编工作人员稀少的图书馆;聘有１—１０
名的占４２５％(２０１９年占４２３％),聘有１１—２０名

的占２９１％(２０１９年占２８８％),聘有２１—３０名的

占１４６％(２０１９年占１５２％),聘有３１—５０名的占

１０４％(２０１９ 年 占 ９８％),聘 用 ５０ 名 以 上 的 占

２５％(２０１９年占２８％).聘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

最多的为吉林大学图书馆,总人数为１４０人;其次为

武汉大学图书馆,总人数为１０４人.
共有１２３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大专学历

工作人员数据,总人数为４３１９人(２０１９年是５０３９
人).其中,未聘大专学历工作人员的２８４所(２０１９
年为２７８所),占２３％(２０１９年占２１２％);聘用１－
２名的占３３８％(２０１９年占３１４％),聘用３－７名

的占２９７％(２０１９年占３２３％),聘用８－１５名的占

１１１％(２０１９年占１２１％),聘用大专学历工作人员

超过１５人的仅占２４％(２０１９年是３％).
共有１２３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学历为大专以

下的在编工作人员数据,总人数是１３４３人(２０１９年

是１５１６人).其中,未聘用大专以下学历在编工作

人员的７４５所(２０１９年为７５４所),占６０５％(２０１９
年占５７５％);聘用１—５名的占３５１％,与２０１９年

的３７９％、２０１８年的５４３％、２０１７年的４５％相比,
呈减少态势.

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结构正向高学历、多学

科与专业化发展,这些特性在入选“双一流”的高校

图书馆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借助 T 值检验①便能发

现,“双一流”高校图书馆的在编工作人员,其学历学

位层级明显高于“双一流”外的“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

馆或普通高校图书馆.从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学历

学位的提升速率上看,位于发达城市的重点高校图

书馆,其工作人员的学历学位提升速度最快,而欠发

达城市的非重点高校图书馆,其工作人员学历学位

的提升速度最为缓慢.

３．３　非事业编工作人员状况

合同制职工.共有１２４２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合同制职工数据,总人数为８５７５人(２０１９年是９０７１
人).从２０２０年回溯至２０１３年,合同制职工的馆均

值依次为:６．９人、６．８人、６．５人、７．８人、７．５人、８．１
人、７．７人、７人;中位值为３人,众值是０人,标准差

是１０．５人,标准差大于馆均值,表明合同制职工人

数的离散程度很大.高校图书馆中,聘用合同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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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值检验指的是对不同类型高校图书馆某项数据的平均值差别

的显著程度进行比较,如果两类高校图书馆填报数据的总方差

相等,则说明两者的平均值区别不明显;如果两类高校图书馆填

报数据的总方差不等,则说明两者的平均值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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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数排名前５位的图书馆为:山东大学图书馆,８０
人(２０１９年是５９人);暨南大学图书馆,７５人(２０１９
年是６９人);清华大学图书馆,７１人(２０１９年是７４
人);河北经贸大学图书馆,６６人(２０１９年是６６人);
山西大同大学图书馆,６４人(２０１９年是６２人).从

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的数据看,合同制职工人数

呈增长趋势.
临时工.有１２３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临时工

数据,总人数为５２１３人(２０１９年是４８７２人).从

２０１９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临时工馆均人数依次为:４．２
人、３．８人、４．６人、４．５人、４．５人、４．８人、５．４人.临

时工人数的中位值是０人,众值是０人,标准差为９．
５人.高校图书馆各年所聘临时工的均值低于合同

制职工,总体上呈减少态势.
勤工助学学生.有１２４２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

勤工助学学生的数据,总人数为３１０３２人(２０１９年

是３７５９０人).馆均值为２５人,从２０１９年回溯至

２０１７年,临时工馆均人数依次为:２８．３人、２７．９人、

２８．９人,中位值是１０人,众值是０人,标准差是４９
人.各高校图书馆勤工助学人数相差较大,“双一

流”高校图书馆吸纳勤工助学学生的人数最多,其次

为非“双一流”类的“２１１工程”高校图书馆,而普通

高校和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勤工助学人数较少.

４　资源利用统计分析

共有１１４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０年

度书刊外借量数据,书刊外借总量为４６４５５万册,
馆均值为４０７１４２册,中位值是２００３２册,众值为

３００００册,标准差为５８９３１６册.
共有１０００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０年

度电子 资 源 下 载 量 数 据,电 子 资 源 下 载 总 量 为

３８９４亿篇,馆均值为３８９４万篇,中位值是７８万

篇,众值是２万篇,标准差为１３２５７万篇.

５　信息素质教育统计分析

共有９８３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０年

度信息素养教育听课总人数数据,听课总人数为

５６１７万人,馆均值为５７１５人,中位值为４１４４人,
众值是３０００人,标准差为８７０１人.信息素养教育

听课总人数最大值为 １８５８０３ 人,系 武 汉 大 学 图

书馆.
共有９４６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２０２０年

度信息素养课教师人数的数据,信息素养教师总人

数为１０６６１人,馆均值为１１．３人,平均１名教师需

指导５２７名学生,中位值为５人,众值为２人,标准

差为６０．５人.有１０２所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

师只有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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