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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

□吴汉华∗　王波　朱强

　　摘要　２０１７年,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购置费馆均值继续增长,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呈现出波

动性降低态势,电子资源购置费总量及所占比重超过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且呈现出继续增长态

势.图书馆的馆舍面积在平稳中增长,馆长职称以正高与副高为主,合同制与勤工助学工作人员

总量在缓慢抬升.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文献资源购置费　建筑面积　人力资源　数字资源　信息资源共享

分类号　G２５８６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６

１　文献资源购置费统计分析

２０１７年,共有８４３所(２０１６年是８９６所)高校图

书馆在“教育部高校图书馆事实数据库”① 中提交统

计数据,数据有效的为８３１所(２０１６年是８９６所),
有效率为９８６％.年度总经费平均值② 为６５０４万

元(２０１６年是６１０４万元),与２０１６年相比,净增加

４０万元,中位值③ 落在 ３４０８ 万元 (２０１６ 年落在

３１４１万元),比２０１６年增加了２６７万元,标准差④

为９７７４万元(２０１６年是８５６３万元),极差⑤ 区间

变宽,为１３３３２８万元(２０１６年是８３７０５万元),这
些数据表明:我国高校图书馆的年度经费存在差距,
且在逐年加大.各高校对图书馆的经费投入不均

衡,与各高校年度财政收入有关,也与校领导对图书

馆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表１是我国高校图书馆年

度经费区间分布状况.

２０１７年,提交文献资源购置费的高校图书馆有

７８９所,均值为５６４３万元(２０１６年为５２９５万元),
延续了２００８年以来连续增长的态势,见图１.中位

值为２８７５万元,落在排名第３９５位的海口经济学

院图书馆与排名第３９６位的宁波大红鹰学院图书馆

表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高校图书馆年度经费分布

年度经费(万元)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６年(％) 向上累积(％)

＜１０ ０９ １４ １４

１０－４９９９ ５９ ６４ ７８

５０－９９９９ １１２ １１０ １８８

１００－１４９９９ ８６ ９２ ２８０

１５０－１９９９９ ７６ ９１ ３７１

２００－４９９９９ ２７９ ２６３ ６３４

５００－９９９９９ ２０５ ２００ ８３４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９ １０７ １０３ ９３７

２０００及以上 ６７ ６３ １０００

之间.众值⑥ 为１３０万元(２０１６年是１０万元),标准

差为 １０１３３ 万元 (２０１６ 年 是 ７５４６ 万 元),表 明

２０１７年度的文献资源购置费更为离散.排在前５
位的 图 书 馆 是:中 山 大 学 图 书 馆,１２３１９７ 万 元

(２０１６年是７０９２７万元);北京大学图书馆,６８０６万

元(２０１６ 年 是 ６３９２３ 万 元);清 华 大 学 图 书 馆,

５７１４５万元;西南大学图书馆,４５８３１万元;四川大

学图书馆,４３１１万元.

∗ 通讯作者:吴汉华,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６８７３Ｇ２７２４,邮箱:hyperstars＠１６３．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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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caleducn:１８０８０.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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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量所得到的值.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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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标准差指的是各高校图书馆填报的有效数据偏离平均数距离的总平均数,它能描述出各高校图书馆填报此项数据集合的离散程度.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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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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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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高校图书馆馆均文献资源购置费(万元)

１１　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

有７８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２０１７年度纸质文

献资源购置费,总费用为２０２４亿元,较２０１６年的

２１９５亿元减少了１７１亿元,总经费减少是因为提

交数据的高校图书馆总量较上年少了近４２所.纸

质文献资源购置费的均值为２５６５万元(２０１６年是

２６４１万元),比２０１６年的数值,减少了７６万元.
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均值的分布状况见图２,呈轻

微波动状态,表明趋于相对稳定.纸质文献资源购

置费的中位值为１７２万元(２０１６年是１７０万元),即
排在第３９５名的赤峰学院图书馆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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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０４７万元(２０１６年是４８２９８万

元);复旦大学图书馆,１７６９３万元;北京大学图书

馆,１７６３５万元(２０１６年是２１４３４万元);南京大学

图书馆,１５４５１万元(２０１６年是２１５９２万元);四川

大学图书馆,１４９２３万元.

图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高校图书馆馆均纸质文献资源购置费(万元)

１２　电子资源购置费

有７４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电子资源购置费,
总和为２４３１亿元(２０１６年是２１９８亿元),均值为

３２６７万元(２０１６年是２８８１万元),占馆均文献资

源购置费的５７９％(２０１６年是５４４％),较２０１６年

升高了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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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均值与所占比例

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呈逐年升高趋势,增长的斜率正在

变大,表明电子资源购置费将成为图书馆文献资源

购置费支出的主要部分,图书馆行业需要尽早制定

措施,来应对这头“灰犀牛”,即电子资源购置费滥涨

对图书馆带来的冲击.高校图书馆近１２年的电子

资源购置费的平均值见图３.中位值落在排名第

３７２名的合肥师范学院图书馆与排名第３７３名的上

海建桥学院图书馆之间,为１１１５万元(２０１６年是

９５８万元).众值是３０万元,标准差为５５０４万

元,最小值仅为１４０元(金陵科技学院图书馆),最大

值达到４９０４万元(北京大学图书馆),两者相差达

３５０２８７倍(２０１６年的差距是５４５６３倍).这些表

明: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购置费的离散程度大,馆际

差别明显,而且差距在逐年增大.电子资源购置费

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４９０４
万元(２０１６年是４１６９１万元);中山大学图书馆,

４４１５万元;清华大学图书馆,４３１３１万元(２０１６年

是３３４６３万元);西南大学图书馆,３６８０万元;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２９３６８万元.

图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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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馆舍总面积

２０１７年,共有７７７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馆舍建

筑规划面积,总面积是１９６１７万平方米(２０１６年是

１９７６万平方米),馆均值为２５２万平方米,相较于

２０１６年的 ２４９ 万平方米,略有增加.标准差为

１８２万平方米,比２０１６年的１７８万平方米略高,
表明部分高校图书馆新盖了面积更大的馆舍.馆舍

面积的中位值为２１万平方米,众值是２万平方米,
中位值落在并列排第４１８名的商洛职业技术学院图

书馆、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兰州理工大学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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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四川国际标榜

职业学院图书馆、长春建筑学院图书馆、南京交通职

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上海海洋大学图书馆、上海科技

大学图书馆等９所高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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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万平方米;中山大学图书馆,１１７万平

方米;厦门大学图书馆,１０３万平方米;贵州大学图

书馆,８８万平方米;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８３万平

方米.２０１７年,馆舍空间面积最小的高校图书馆是

昆山杜克大学图书馆,仅为３７１平方米,馆舍面积排

名第一的山东大学图书馆的面积是其３９５４倍.在

高校图书馆馆舍面积的变动趋势上,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至２０１４年,呈稍轻微陡峭曲线增长趋势,
但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间呈缓慢增长趋势,２０１５年后

呈回落趋势,这些与提供数据的高校图书馆数量有

关系,但更多表明高校图书馆的建筑空间已经从跃

进增长时期进入到平稳增长时期.２００６年以来,高
校图书馆建筑面积的馆均值见图４.

图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度高校图书馆建筑面积馆均值(万平方米)

２２　在建馆舍建筑面积

２０１７年,有１０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供了在建馆舍

建筑面积,总和为２４４７万平方米(２０１６年是３０８９
万平方米),馆均值是 ２２５ 万平方米(２０１６ 年是

２４１万平方米),标准差是１４９万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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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馆舍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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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馆舍建筑面

积排名前５的高校图书馆是: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

７１２万平方米;青岛科技大学图书馆,６６万平方

米;深圳技术大学图书馆,５５８万平方米;广东药科

大学图书馆,５４６万平方米;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

馆,５２万平方米.

各高校图书馆在建馆舍建筑面积的差距非常

大,排名最末的内蒙古工业大学图书馆,仅为３３０平

方米,而排名第一的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在建馆舍

建筑面积是前者的２１５８倍.２００６年以来,高校图

书馆在建新馆面积的均值呈增长态势.但自２０１０
年后,在建馆舍面积呈波动状态,表明高校图书馆年

度在建馆舍的面积总体上趋向稳定,基本稳定在

２２－２５万平方米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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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６－２０１７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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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体

可分为馆长、在编工作人员、无编制工作人员三类.

２０１７年所填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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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面积持续增长,但在编工作人员的馆均人数却持

续下降,这表明各高校图书馆的事业编制总人数处

在持续缩减状态,已有在编工作人员的任务逐年加

重,图书馆需要聘用更多的编制外合同工或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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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便是自助借还书机、自
动导航系统、一站式搜索系统等,智慧图书馆建设脚

步开始迈起来了.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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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男性馆长

占６９１％,２０１６ 年是 ７１２％、２０１５ 年 是 ７０９％、

２０１４年是６９１％,总的看来,男性馆长所占比例基

本保持稳定.馆长是高校图书馆的主帅,其专兼职

身份更能反映出各高校对馆长管理作用的认可程

９３

２０１７年中国高校图书馆基本统计数据分析/吴汉华,王波,朱强

AnAnalysisofBasicStatisticalDataofChineseAcademicLibrariesin２０１７/WuHanhua,WangBo,ZhuQiang



2
0

1
8

年
第6

期

度,也反映出高校对图书馆的重视程度.从２０１７年

回溯至２０１２年,高校图书馆专职馆长所占比例依次

是:９２３％、９１２％、９０７％、９１５％、８９９％、

８９１％.总的看来,专职馆长居多.
馆长的学科背景也反映出馆长的专业素养,有

７６８％的馆长为非图书馆学专业背景,２０１６年是

７６７％、２０１５年是７４５％、２０１４年是７４８％、２０１３
年是７５％、２０１２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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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表明

高校对图书馆馆长是专业技术岗位的认可度低,另
一方面也表明高校图书馆馆长职位的行政化色彩大

于专业化.图书馆馆长的专业能力要受到高校认可

还有很长一段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应注重对非科

班出身的馆长的培训,可尝试开设针对馆长的类似

于EMBA的高学历教育课程培训班.
(２)馆长的职称状况.
高校图书馆馆长的职称状况并不乐观,具有正

高职称的馆长仅过半数,但在馆长职称所占比例中,
依然保持最高比例.从２０１７年回溯至２０１２年,全
国高校图书馆正高职称馆长各年度所占比例依次

为:５５３％、５４２％、５６５％、５７２％、５７９％、

５７４％.副高职称馆长在馆长职称所占比例中位居

第二.各高校图书馆副高职称馆长所占比例,从

２０１７年回溯至 ２０１０ 年,依次为:３２５％、３５２％、

３３８％、３３４％、３４３％、３２５％、３６％、３５％.近 ６
年的馆长职称数据表明,正高、副高职称馆长总体上

呈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馆长在高校比较特殊,既
可以按照行政职务晋升,也可以按照专业技术职务

晋升,因此,高校图书馆还有一些中级职称馆长和中

级以下职称馆长.从２０１７年回溯至２０１０年,各高

校图书馆中级职称馆长各年度所占比例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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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由于现行人事制度对高校图书馆馆长的任免

主要考虑行政级别,而轻专业技术级别,这一趋势值

得相关主管部门关注,中级以下职称馆长的比例,从

２０１７年回溯至 ２０１１ 年,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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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所示的二维列联表格.

表３　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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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４５％)
４７

(１６４％)
１３７

(４７７％)
９０

(３１４％)
２８７

普通高校
１１

(２５％)
２５

(５８％)
１１７

(２７０％)
２８１

(６４７％)
４３４

非“９８５工程”类

“２１１工程”高校
０

１
(２２％)

２
(４４％)

４２
(９３４％)

４５

“９８５工程”高校 ０ ０
２

(６９％)
２７

(９３１％)
２９

职称合计
２４

(３％)
７３

(９２％)
２５８

(３２５％)
４４０

(５５３％)
７９５

从表３可知,高校图书馆的高级职称馆长所占

比例基本上和所属的高校类型相适应.“２１１工程”
(含“９８５工程”)高校图书馆的正高职称馆长所占比

例超过９０％,普通高校图书馆的正高职称馆长所占

比例超过６０％,副高职称馆长所占比例不足３０％.
具有中级职称和其他职称的馆长人数较少,多存在

于高职高专院校和普通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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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８％,从２０１６年回溯到２０１３年,博士馆长所占比

例分别是２１８％、２１６％、２１４％、２１７％;硕士学

位馆长占３１６％,从２０１６年回溯到２０１３年,所占比

例依次是３１１％、３１６％、３００％、２９８％.博士和

硕士学位馆长所占比例逐年升高,较早接受硕士和

博士教育的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在图书馆工作后,
已有不少担任馆长.馆长的高学历化是时代发展趋

势,也是国际发展方向.学历在本科及以下的馆长,
所占比例基本上呈逐年降低趋势,从２０１７年回溯至

２０１３年,依次是 ４４３％、４５６％、４４７％、４６３％、

４６５％;大专及以下学历馆长,从 ２０１７ 年回溯至

２０１４年,所 占 比 例 依 次 是 １３％、１６％、２１％、

２３％.造成本科及以下学历馆长所占比例逐年走

低的原因,主要是高校图书馆招聘工作人员的起点

抬高,一般要求必须拥有硕士以上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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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历馆长还是少数群体.随着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

位点的持续增加,图书情报专业高学历毕业生总人

数将大幅增加,这也为高校图书馆提供了充足的高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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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人才资源,因此,本科及以下学历馆长所占比例

将持续走低,他们一般为高校的老职工.当本科及

以下学历馆长们退休后,其继任者的学历必然比已

退休馆长高,因此本科及以下学历馆长将逐渐成为

高校图书馆比较稀少的群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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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１１工程”高校(含“９８５工程”)图书馆馆长的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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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也占近３０％的比重.从总

体上看,高校图书馆馆长的学历依然以本科为主,但
硕士学位的馆长人数正在增多,未来高学历馆长将

占主导地位.
表４　不同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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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３１％)
８６

(２９７％)
１８８

(６４８％)
７

(２４％)
２９０

普通高校
１２１

(２７９％)
１５３

(３５３％)
１５７

(３６１％)
３

(０７％)
４３４

非“９８５工程”类

“２１１工程”高校

３１
(６８９％)

１０
(２２２％)

４
(８９％)

０ ４５

“９８５工程”高校
２１

(７５％)
３

(１０７％)
４

(１４３％)
０ ２８

合计
１８２

(２２８％)
２５２

(３１６％)
３５３

(４４３％)
１０

(１３％)
７９７

３２　在编工作人员状况

(１)在编工作人员的宏观数据.

２０１７年,有８７２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有效的在

编工作人员数据.在编工作人员的总人数为３０８５５
人,馆均３７２人(２０１６年是３８１人),中位值为２７
人,众值为９人,标准差为３３５人,这些表明:各高

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的数量差异较大.在编工作

人员最多的是武汉大学图书馆,共有２５６人(２０１６
年是２６５人,２０１５年是２７５人),近几年一直呈现减

少态势,说明武汉大学图书馆的退休职工多,新进职

工少.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图书馆、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图书馆的在编工作人员

人数依然为０,表明这两所高校未聘用在编工作人

员开展图书馆服务.在编工作人员的极差(最大值

与最小值之差额)较大.依照各高校图书馆在编工

作人员的多寡进行排序,排名前５的是:武汉大学图

书馆,２５６人(２０１６年为２６５人);中山大学图书馆,

２４３人(２０１６年为２５７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２１０人(２０１６年为２１１人);山东大学图书馆,１９５人

(２０１６年为２０６人);四川大学图书馆,１８６人(２０１６
年为１８７人).这５所高校图书馆的排名和２０１６年

基本保持一致,总的看来,高校图书馆在编工作人员

人数近些年呈现出持续减少趋势.

图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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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工作人员的

性别数据①,男性工作人员有１０１８１人,占在编工作

人员总数的３３２％,均值是１２４人,从２０１６年回溯

至２０１２年,各年度男性在编工作人员的均值依次是

１２７人、１２６人、１３５人、１４０人、１４６人;中位值

和众值分别是９人与４人,标准差是１２人.通过分

析各年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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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在逐渐减少,这
也意味着女性在编工作人员所占比例在缓慢增加,
女性在编工作人员的总量是２０４８８人,占在编工作

人员总数的６６８％,均值是２４９人,从２０１７年回溯

至２０１２年,各年度女性在编工作人员的馆均值是

２４９人、２５６人、２５３人、２７１人、２７人、２８人;中
位值是１８人,众值是６人,标准差是２４人,在编女

性工作人员的馆均值处于持续降低态势,主要与高

校图书馆压缩编制有关,但在编女性工作人员所占

比重整体上呈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高校图书馆在

编工作人员的总人数近５年来一直呈走低态势,男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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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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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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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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比例正向严重失衡方向发展,各高校图书馆在纳

新时可考虑对性别结构进行干预,否则,未来高校图

书馆的男性工作人员将更为稀缺,只能分布在需要

体力与技术的岗位上,比如水电工、信息系统维护

员等.
(３)在编工作人员受教育的状况.
共有８１６所高校图书馆提供了博士学位工作人

员总量,其中有５３０所高校图书馆没有博士学位工

作人员,表明拥有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在高校图书

馆依然处于稀缺状态.有２８６所高校图书馆拥有获

得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总人数为８７０人(２０１６年

是８３４人,２０１５年是６９５人),处于持续增长状态,
表明高校图书馆员的博士化率正在提升.对提交数

据的高校图书馆进行平均值处理,每馆拥有博士学

位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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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
人.我国高校图书馆取得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所占

比例不大,６５％的高校图书馆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的

工作人员,有１４５％的高校图书馆仅拥有１名博

士,７７％的高校图书馆拥有２名博士,有７％的高

校图书馆拥有３－４名博士,仅有５９％的高校图书

馆拥有５名以上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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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人(２０１６
年是２１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１５２％;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１８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

总量的３３３％;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６人(２０１６年是

１４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１０９％;清华大

学图书馆,１６人(２０１６年是１３人),占该馆在编工作

人员总量的 １３１％;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１４ 人

(２０１６年是 １３ 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

１７３％;西南大学图书馆,１４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

员总量的１２％;四川大学图书馆,１４人(２０１６年是

１３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７５％;中山大

学图书馆,１４人(同２０１６年),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

总量的５８％.
共有８２４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在编硕士学位工

作人员的数据,其中有８６所高校图书馆未聘用硕士

学位工作人员,７４８所高校图书馆聘用了拥有硕士

学位的工作人员,在编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人数有

８５１２人(２０１６年是８６８７人),平均每馆聘用硕士学

位工作人员１０３３人(２０１６年是１０１１人,２０１５年

是９８５人),中位值是６人,众值为０人,标准差是

１２７５人.有１０４％的高校图书馆未聘用硕士学位

工作人员,有１９％的高校图书馆聘有１－２名硕士

学位工作人员,有１８５％的高校图书馆聘有３－５
名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有１７５％的高校图书馆聘有

６－１０名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有１４９％的高校图书

馆聘有１１－１６名硕士学位工作人员,聘有硕士学位

工作人员１７人及以上的占１７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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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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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人(２０１６年是９４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

５０％;中山大学图书馆,９９人(２０１６年是１０２人),占
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４０７％;武汉大学图书

馆,８６人(２０１６年是８５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

量的３３６％;北京大学图书馆,７９人(２０１６年是７４
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员总量的５３７％;复旦大学

图书馆,７７人(２０１６年是７３人),占该馆在编工作人

员总量的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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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工作人

员的学历学位层次在稳步提升,硕士学位图书馆员

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有生力量.
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方面,共有８２０所高校图

书馆提交了数据,本科学历工作人员共有１４９５７人,
是硕士学位工作人员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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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名(２０１６年为１８８
名).由此可知,本科学历工作人员依然是高校图书

馆开展服务的主力军,但比例正在缩减,相对于硕士

学位工作人员的数量优势也在逐年减弱.全国有８
所高校图书馆未聘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占１％,这
类情况一般发生于在编工作人员稀少的图书馆,因
为工作人员攻读在职硕士学位,提升了自身的学历

学位层级.在高校图书馆中,聘有１－１０名本科学历

工作人员的占３８８％,聘有１１－２０名本科学历工作

人员的占２３２％,聘有２１－３０名本科学历工作人员

的占１１４％,聘有３１－５０名本科学历工作人员的占

１１６％,聘 用 本 科 学 历 工 作 人 员 超 过 ５０ 名 的 占

４４％.聘用本科学历工作人员最多的为武汉大学图

书馆,总人数为１２４人,较２０１６年减少６人.
共有８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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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９５人.其中,１０５所高校

图书馆未聘大专学历工作人员,占１２８％.在聘有

大专学历工作人员的高校图书馆中,聘用１－２名大

专学历工作人员的占２６％,聘用３－７名大专学历工

作人员的占３３７％,聘用８－１５名大专学历工作人员

的占１９３％,聘用大专学历工作人员超过１５人的占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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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聘用大专学历工作人员最多的是华东师范大

学图书馆,共聘有８７名大专学历工作人员.
共有８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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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２人.其中,３６９所高

校图书馆未聘用大专以下学历在编工作人员,占
４５２％.聘用１－５名大专以下学历工作人员的高校图

书馆占４５％,与２０１６年的４７１％相比,降低了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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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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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快,而欠

发达城市的非重点高校图书馆,其工作人员学历学

位的提升速率最为缓慢.
３３　无编制工作人员状况

合同制职工.共有８１０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合

同制职工数据,总人数为６３１０人.从２０１７年回溯

至２０１３年,合同制职工的馆均值依次为:７７９人、
７５１人、８１人、７７人、７人;中位值为３人,众值是

０人,标准差是１１４７人.聘用合同制职工的馆均

人数处于增长趋势,是高校图书馆应对学校压缩事

业编制的一种有效方法;合同制职工是高校图书馆

用人的长期趋势,一些事务性工作将由合同制职工

来处理.在全国高校图书馆中,聘用合同制职工人

数排名前５位的为: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７０ 人

(２０１６年是 ７６ 人);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６７ 人

(２０１６年是７０人);暨南大学图书馆,６４人(２０１６年

是６１人);西南财经大学图书馆,６４人;清华大学图

书馆,６３人(２０１６年是６０人).
临时工.有８０９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临时工数

据,总人数为３６４１人.全国高校图书馆临时工人数

的馆均值为４５人,从２０１６年回溯至２０１４年,各年

度临时工人数的馆均值依次为４５人、４８人、５４
人.临时工人数的中位值是０人,众值也是０人,标
准差为９７人.高校图书馆各年度所聘临时工的馆

均值低于合同制职工.
勤工助学学生.有８１１所高校图书馆提交了勤

工助学学生数据,总人数为２３４０９人.馆均值为

２８９人,略高于２０１６年的２７６人,中位值是１４人,
众值是０人,标准差是５１５人.由此可知,各高校

图书馆勤工助学的人数相差较大,这主要与图书馆

的人力资源政策、资金充裕度等有关,“９８５工程”高
校图书馆吸纳勤工助学学生的人数最多,其次为非

“９８５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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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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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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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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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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