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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纸质图书馆配市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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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1 日至 13 日，作为 2019 上海书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九届上海书业馆配年会暨图书馆与

出版社高层论坛在上海市青浦区举行。年会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指导，上海图书馆、上海出版社经

营管理协会承办，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人天书店有限公

司、北京百万庄图书大厦有限公司、郑州日成图书有限公司、上海图书有限公司和区域馆配联盟共

同联办。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应组委会之邀，就今年上半年馆配市场格局发布商报·卷藏馆配市场报

告。这已经是商报连续第 9 年受邀在上海书展进行商报·卷藏数据的发布，每年都受到与会业者关

注和好评。为飨读者，报告先行在本报发布，供业界参考。

商报·卷藏数据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与武汉卷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手发布和推出，从 2011

年初至今已发布 30 余期。本次报告中的馆配数据均来自商报·卷藏采样的 1300 所图书馆入藏的

中文纸质图书馆藏数据。其中系统对普通本科及以上高校馆的采集覆盖率为 33.4%；对地级市公共

馆的采集覆盖率为 46.1%。（因采样范围不同，最终呈现的数据基数不同，因此不能用今年的数据与

去年发布的数据直接比较。）

馆配概况
码洋总额小幅增长 书价提升

根据商报·卷藏中文图书馆藏分析系统统计，今

年上半年馆配市场码洋总额累计6.37亿，与去年上半

年相比增长0.20%；品种及册数则有所下降，其中图书

品种84.2万种，同比下降4.40%，册数合计1227.9万册，

同比下降7.34%，单品种平均馆配册数也随之下降，由

2018年上半年的15.0册降至14.6册，降幅为3.07%。受

纸张涨价、高质量出版的要求及人力、物力等因素的影

响，图书价格持续上升，今年上半年馆配市场图书单册

平均价格为51.84元，同比增长8.14%。（见表1）
表1  2年来整体馆配市场概况及同比变化 

 统计年份
品种

（万种） 
册数

（万册）
码洋

（亿元） 
单品种

馆配册数（册/种） 
单册价格
（元/册）

2018年上半年 88.1 1325.1 6.35 15.0 47.94
2019年上半年 84.2 1227.9 6.37 14.6 51.84

同比变化 -4.40% -7.34% +0.20% -3.07% +8.14%

细分到高校馆与公共馆，与整体市场一致的是，高

校馆与公共馆市场参与馆配的图书品种及册数均有所

减少；码洋方面，今年上半年高校馆市场馆配码洋总额

为3.30亿，同比增长1.07%，公共馆市场馆配码洋合计

3.07亿，同比减少0.71%。今年上半年两个市场参与馆

配的图书价格较去年同期均有所增长，其中高校馆市

场图书单册平均价格为62.71元，同比增长8.87%，公共

馆市场为43.69元，同比增长7.30%。

馆配结构
十强类别不变 自科类图书走势稳中有升

今年上半年馆配市场各类别图书中，排名前十位

的类别与去年同期相同，但名次有变动，其中文学（I类）

以25.78%的码洋份额蝉联第一，同比下降0.32个百分

点；蝉联第二的工业技术（T类）码洋份额为13.45%，同

比增长0.42个百分点，是22大类中增幅最大的类别；

排名第三位的经济（F类）图书份额与去年同期持平，排

名上升一位；历史、地理（K类）码洋排名第四，码洋份

额为9.24%，同比下降0.90个百分点，降幅最大。

今年上半年馆配市场中，社科类（A~K）图书码洋

份额为74.19%，同比下降0.38个百分点；自科类（N~X）

图书码洋份额为24.26%，同比增长0.80个百分点。表2

为今年上半年馆配市场码洋份额增幅TOP5类别。
表2 今年上半年馆配市场码洋份额增幅TOP5类别

类别 今年上半年码洋份额 码洋份额同比变化

工业技术（T 类） 13.45% +0.42

文化、科学、教育、体育（G 类） 6.08% +0.22

马列毛邓（A 类） 0.54% +0.21

哲学、宗教（B 类） 5.53% +0.19

政治、法律（D 类） 5.32% +0.18

馆藏复本量
高职高专院校馆、县级市馆复本量增幅领先

从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情况来看，我国各层次图书

馆复本均在2.1~2.9册范围内。4个层次的高校馆（211

工程、一般本科、独立院校、高职高专）中，除高职高专

类细分市场复本量同比增长5.46%外，其他三个层次均

有下降；3个层次的公共馆（省级馆、地市级馆、县级市

馆）中，地级市馆复本量同比下降0.95%，省级馆与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县级市馆的复本相对较高，达到2.87

册，与2018年上半年相比增长了7.53%。（见图1）

图1  各层次图书馆平均复本配置情况及同比

各类型图书馆的复本配置差距较小，基本在2.2册

~2.5册范围内，其中综合类院校馆平均复本量为2.46

册，居各类型之首。与去年同期相比，各个类型图书馆

中，除财经政法类（同比增长2.41%）和公共馆（同比增

长1.03%）外，其他类型图书馆平均复本量均出现不同

程度的下降，其中医药类高校馆降幅最大，同比减少

8.37%。

整体市场码洋排名前6位的类别中，平均复本量

在2.2册~2.5册范围内，6个类别中，历史、地理（K类）

和艺术（J类）平均复本量同比有所增长，其他类别均有

小幅下降，其中码洋排名第一位的文学（I类）平均复本

量为2.42册，同比下降1.74%。
各层次图书馆的单册平均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

均有增长，但涨幅相差较大，“211 工程”类图书馆位

于第一梯队，图书单册平均价格为 71.95 元，同比涨

幅近 6%；县级市馆图书价格则相对较低，为 37.38 元，

同比涨幅 9.18%；涨幅最高的是独立院校图书馆市场，

超过 20%。（见图2）

图2  各层次图书馆单册平均价格及同比

各类型图书馆中，公共馆图书单册平均价格相对

偏低，仅为43.69元，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有7.30%的

涨幅；其他类型图书馆市场图书价格则在58~66元范

围内，其中涨幅超过10%的有财经政法类、医药类、理

工类。各类型图书馆中，图书单册平均价格同比出现

下降的只有师范类，同比下降3.91%。（见图3）

图3  各类型图书馆单册平均价格及同比

整体市场码洋排名TOP6的类别中，除历史、地理

（K类）单册平均价格同比下降1.43%外，其他类别均有

提升，其中增幅最大的文学（I类），今年上半年图书单

册平均价格为40.39元，同比增长10.53%，其余类别增

幅在5%~9%范围内。（见图4）

图4 重点类别馆藏单册平均价格及同比（I文学 T工业技术 

F 经济 K历史、地理 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 J艺术）

馆配市场出版社排名
科技社一路领先

依据商报·卷藏中文图书馆藏分析系统，我们发

布今年上半年整体市场出版社排名TOP20。（见表3）

表3  今年上半年馆配市场出版社TOP20

排名 出版机构 码洋份额同比变化 码洋排名同比变化

1 科学出版社 +0.01 —

2 人民邮电出版社 +0.16 —

3 机械工业出版社 +0.24 —

4 清华大学出版社 +0.01 —

5 电子工业出版社 -0.08 —

6 中信出版集团 +0.32 ↑2

7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0.35 ↑4

8 化学工业出版社 -0.12 ↓2

9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0.08 ↓2

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3 —

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3 ↑1

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05 ↑1

13 北京大学出版社 +0.001 ↑1

14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0.49 ↓5

15 人民出版社 +0.18 ↑2

16 商务印书馆 +0.09 —

17 中国纺织出版社 +0.22 ↑2

1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05 ↓3

19 中国文史出版社 +0.05 ↑2

20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0.03 ↓2

在整体馆配市场码洋排名中，隶属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近几年表现亮眼，在今年

上半年馆配市场TOP50出版社中，码洋涨幅最为喜人，

较2018年同期增长了0.35个百分点，码洋排名上升了

4个位次。中信出版集团一直以财经类图书在馆配领

域霸屏，其经济类图书是各大财经类排行榜常客，此次

其馆配码洋份额较去年同期增长0.32个百分点，涨幅

在TOP50中排名第二，码洋排名上升了2个位次。码

洋份额涨幅排名第三的是机械工业出版社，该社是以

工业技术类图书为馆配优势的大型综合性专业出版

社，今年上半年其馆配码洋较2018年同期增长0.24个

百分点，码洋排名稳居第三，保持不变。（见图5）

图5  今年上半年TOP50出版社中码洋增长最快的TOP10

（图标中如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后的出版社三字省略，其他社同）

今年上半年参与馆配的各类型出版社中，科技社

以 22.63% 的码洋份额排名第一，与 2018 年同期相比

增长 0.39 个百分点；社科社排名第二，其 22.59% 的码

洋份额较 2018 年同期下降 0.38 个百分点。码洋排名

降幅最大的是古籍社，以 3.06% 的码洋份额排名第八

位，同比下降 0.55 个百分点；增幅最大的是文艺社，

码洋份额为 10.15%，排名第四位，同比增长 0.42 个百

分点。我们同时发布各细分市场出版社 TOP10。（见

表4~表9）
表4  今年上半年各类型出版社TOP10

排名 出版社类型 码洋份额 码洋份额同比变化

1 科技社 22.63% +0.39

2 社科社 22.59% -0.38

3 大学社 17.06% +0.37

4 文艺社 10.15% +0.42

5 经法社 6.61% +0.07

6 人民社 5.49% +0.30

7 少儿社 3.43% -0.43

8 古籍社 3.06% -0.55

9 美术社 2.49% -0.17

10 教育社 2.33% +0.21

表5  今年上半年整体市场科技社TOP10

排名 出版社名称 码洋份额同比变化

1 科学出版社 +0.01

2 人民邮电出版社 +0.16

3 机械工业出版社 +0.24

4 电子工业出版社 -0.08

5 化学工业出版社 -0.12

6 中国纺织出版社 +0.22

7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0.03

8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0.10

9 中国铁道出版社 -0.14

10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0.03

表6  今年上半年整体市场社科社TOP10

排名 出版社名称 码洋份额同比变化

1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0.08

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3

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05

4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0.49

5 商务印书馆 +0.09

6 中国文史出版社 +0.05

7 现代出版社 -0.09

6 九州出版社 +0.18

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11

10 中国华侨出版社 -0.12

表7  今年上半年整体市场大学社TOP10

排名 出版社名称 码洋份额同比变化

1 清华大学出版社 +0.01

2 北京大学出版社 +0.001

3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05

4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0.03

5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0.02

6 浙江大学出版社 +0.24

7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0.05

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07

9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0.004

10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04

表8  今年上半年整体市场文艺社TOP10

排名 出版社名称 码洋份额同比变化

1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0.35

2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3

3 作家出版社 +0.03

4 湖南文艺出版社 -0.01

5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0.05

6 长江文艺出版社 -0.04

7 译林出版社 -0.01

6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0.02

9 浙江文艺出版社 -0.03

10 上海文艺出版社 +0.06

表9  今年上半年整体市场经法社TOP10

排名 出版社名称 码洋份额同比变化

1 中信出版集团 +0.32

2 法律出版社 +0.04

3 经济科学出版社 +0.01

4 中国法制出版社 -0.08

5 经济管理出版社 -0.04

6 知识产权出版社 -0.004

7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0.01

6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0.01

9 中国经济出版社 -0.05

10 中国商业出版社 -0.03

馆配市场畅销书
推理小说受欢迎 人工智能热度居高不下

今年上半年整体市场馆配覆盖率TOP200书目共

涉及39家出版社（因版面所限，暂刊发今年上半年整体

馆配市场书目排行TOP10，见表10），其中上榜图书在

2种及以上的共23家，且以人文社、湖南文艺社和江苏

凤凰文艺社等文艺社居多。（见图8）

图8 今年上半年整体市场覆盖率TOP200书目主要出版机

构所占品种数分布（图标中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后的出版社三字省

略，其他社同）

TOP200书目中，2019年版新书占到40种，品种占比

为20%；2018年版图书共160种，品种占比为80%。从类别

来看，文学类图书共138种，品种占比为69.00%，相对较大

的基数致使其细分类中的中国小说（62种），日本文学（23

种）、欧洲文学（18种）、美洲文学（14种）及散文（14种）等类

别品种排名较为靠前，受馆配市场欢迎。

今年上半年整体馆配书目 TOP10 榜单中，文学

书共 6 种，其中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和我国作家法医秦

明的推理小说备受欢迎；尤其是东野圭吾的推理作

品，在 TOP10 中占了 3 席。从过往数据可知，东野圭

吾是近几年炙手可热的超级畅销书作家，其作品持续

被中国读者追捧。（见表10）

从整体书目数据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还有较多

由影视化带动销售的文学作品，如作家阿耐的现实主

义作品《都挺好》和《大江大河》、关心则乱的《知否知

否应是绿肥红瘦》、高满堂的《老中医》等上榜之作，都

是书影联动的典型代表。

在工业技术类畅销书目TOP10中，排名第7的《代

码里的世界观：通往架构师之路》和第8《Python设计

模式》均为计算机软件类图书，其余8个品种均与人工

智能相关。自从人工智能兴起以后，话题热度一直居

高不下，因此也应时涌现出很多相关书籍。（见表11）

经济类畅销书目 TOP10 几乎被中信出版集团包

揽，除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的《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

济学思维》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AI极简经济学》

以外，另外8种图书均出自中信出版集团，霸屏之势再

度延续。（见表12）

历史、地理类畅销书目 TOP10 均属历史类书籍，

从选题上看，中国史（如《显微镜下的大明》《博物馆

里的极简中国史》）、人物传记（如《习近平在正定》《我

的世界观》《成为》《曾国藩传》）和历史普及类读物（如

《半小时漫画世界史》、“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系列）较

受青睐。（见表13）
表10  今年上半年整体馆配市场书目排行TOP10

排
名

书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定价

（元）
覆盖率

1 有话说 浙江人民社 2018 52.00 17.38%

2 习近平在正定 中共中央党校社 2019 66.00 17.00%

3 危险的维纳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45.00 16.08%

4 禁断的魔术 南海出版公司 2019 49.50 15.00%

5 盛夏方程式 南海出版公司 2018 59.00 14.77%

6 蔡康永的情商课 湖南文艺社 2018 42.00 14.62%

7 天谴者 江苏凤凰文艺社 2018 45.00 14.54%

8 小偷家族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45.00 14.38%

9 熊镇 四川文艺社 2018 45.00 13.77%

10 别做那只迷途的候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45.00 13.54%

 

表11  今年上半年工业技术类畅销书目TOP10

排
名

书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定价
（元）

覆盖率

1 AI· 未来 浙江人民社 2018 62.00 10.62%

2
AI+ 人：新机器时代我们如

何生存
人民邮电社 2018 69.00 8.77%

3
计算未来：人工智能及其社

会角色
北京大学社 2018 49.00 8.69%

4
深度学习：智能时代的核心

驱动力量
中信 2019 88.00 8.54%

5
AI 改变设计：人工智能时代

的设计师生存手册
清华社 2019 69.00 8.31%

6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导论 清华社 2019 98.00 8.15%

7
代码里的世界观：通往架构

师之路
人邮社 2018 59.00 7.85%

8 Python 设计模式 清华社 2019 98.00 7.85%

9 机器与人 中信 2018 49.00 7.77%

10
解析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

络原理与视觉实践
电子工业社 2018 79.00 7.77%

表12  今年上半年经济类畅销书目TOP10

排
名

书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定价
（元）

覆盖率

1 变量 中信 2019 59.00 11.77%

2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中信 2018 68.00 10.92%

3
对赌：信息不足时如何做出

高明决策
中信 2019 59.00 10.69%

4 智能商业 中信 2018 68.00 9.62%

5
人人都在说谎：赤裸裸的数

据真相
中信 2018 58.00 8.85%

6
重新理解创业：一个创业者

的途中思考
中信 2018 58.00 8.77%

7
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

学思维
民主与建设社 2018 58.00 8.77%

8 数据资本时代 中信 2018 58.00 8.62%

9
非对称风险：风险共担，应

对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
中信 2019 68.00 8.46%

10 AI 极简经济学 湖南科技社 2018 58.00 8.23%

表13  今年上半年历史、地理类畅销书目TOP10

排
名

书名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定价
（元）

覆盖率

1 习近平在正定 中共中央党校社 2019 66.00 17.00%

2 显微镜下的大明 湖南文艺社 2019 52.00 12.92%

3 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 中信 2018 68.00 12.15%

4 我的世界观 中信 2018 58.00 10.00%

5 成为：米歇尔 · 奥巴马自传 天地社 2019 78.00 9.92%

6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52.00 9.77%

7 半小时漫画世界史 江苏凤凰文艺社 2018 39.90 9.62%

8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2 海南社 2018 39.90 9.54%

9 曾国藩传 民主与建设社 2019 68.00 9.54%

10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3 海南社 2018 39.90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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