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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学字〔2019〕5 号 

 

 

各图书馆、各会员： 

为激励广大图书馆从业人员学术研究和创新，推动图书馆阅

读推广工作的深入发展，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于2018

年 9 月发布了《关于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8 年阅读推广课题申报

的通知》（中图学字[2018]79 号），得到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踊

跃参与。 

目前，阅读推广课题项目已完成受理申报、初审、专家评审

等程序。此次课题立项评审以公平、严谨、高效为原则，坚持质

量为先，重视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相结合，共遴选出 87 项课题

批准立项，其中重点课题 10 项，一般课题 77 项。 

现公布 2018 年阅读推广课题立项课题名单，并将向立项课

题负责人及所在单位下达立项通知书。希望各课题组合理安排项

目进度，紧密合作，协同创新，切实保证课题质量，按时完成课

题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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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中国图书馆学会 2018 年阅读推广课题立项名单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 

（代 章） 

2019 年 1月 17日 

 



3 

 

附件 

 

 

批准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18A01 沧州市图书馆 宋兆凯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评价与绩效研究 重点课题 

YD2018A02 西南交通大学 高  凡 图书馆阅读推广影响力研究 重点课题 

YD2018A03 天津大学图书馆 陈  巍 阅读推广项目的规范化研究 重点课题 

YD2018A04 辽宁大学 宫  平 人工智能在绘本阅读领域的应用 重点课题 

YD2018A05 西安图书馆 周懿琼 扫码看书模式比较研究 重点课题 

YD2018A06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乌兰格日勒 移动阅读资源与 App 研究 重点课题 

YD2018A07 东莞图书馆 温慧仪 
公共图书馆与移动阅读平台合作形态与

效能研究 
重点课题 

YD2018A08 杭州图书馆 应  晖 茶文献建设及其阅读推广研究 重点课题 

YD2018A09 苏州大学 李  雅 分级阅读研究综述及文献目录总汇 重点课题 

YD2018A10 郑州图书馆 王  娟 阅读推广人培育模式分析 重点课题 

YD2018B01 景德镇市图书馆 白小燕 
景德镇地区茶文献资源建设及其阅读推

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02 山东省图书馆 白兴勇 山东古代阅读史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03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曹学艳 大学生移动阅读 APP的使用与满足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04 北京联合大学图书馆 陈几香 
“两节两季”高校阅读推广实践与绩效

评估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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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18B05 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 陈  涛 
云南省人口较少民族阅读权利与保障机

制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06 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 范凤霞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精准阅读推广

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07 上海市徐汇区图书馆 房芸芳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

活动绩效评估——以上海市徐汇区图书

馆为例 

一般课题 

YD2018B08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付玲玲 高校图书馆时尚阅读推广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09 海南师范大学 高雯雯 
社会化阅读视角下阅读推广活动用户满

意度因素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10 吉林财经大学图书馆 高  云 
基于用户体验的阅读推广服务评价体系

构建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11 天津外国语大学图书馆 关思思 
基于移动阅读平台的公共图书馆社会化

阅读服务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12 沈阳体育学院图书馆 郭丽杰 
基于阅读推广的体育院校图书馆服务创

新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13 太原市图书馆 郭欣萍 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项目的品牌化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14 湖北省图书馆 郝  敏 

乡村留守儿童阅读推广的社会化合作模

式研究——基于湖北省宜昌、孝感、随

州三地乡村小学千名留守儿童实证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15 安庆师范大学图书馆 何承斌 
全民阅读与著作权保护协同发展机制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18B16 内蒙古财经大学图书馆 何津洁 
互联网+环境下内蒙古地区草原书屋阅

读推广服务创新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17 
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 

儿童图书馆 
贺  菲 

图书馆移动阅读资源利用与 APP游戏化

设计 
一般课题 

YD2018B18 唐山市丰南区图书馆 胡大翠 儿童注意力不集中阅读疗法干预 一般课题 

YD2018B19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黄  辉 阅读联盟推广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20 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 黄洁晶 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评价与绩效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21 广州图书馆 黄妙贤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阅读推广模式构建

与实践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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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18B22 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霍  珊 人工智能在古籍阅读领域的应用 一般课题 

YD2018B23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纪  静 高中校园阅读推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24 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蒋自奎 
文化精准扶贫背景下地方高校图书馆协

同农家书屋推广农村阅读活动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25 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 敬  卿 军校阅读推广品牌建设和绩效评价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26 许昌学院图书馆 寇文青 
从《水浒传》到《史记》——阅读推广

的分级与递进探索 
一般课题 

YD2018B27 昌吉回族自治州图书馆 黎亚峰 
心理需求动机视阙下阅读推广人自我培

育的实现路径 
一般课题 

YD2018B28 金陵图书馆 李海燕 
中外分级阅读推广的现状、困境与方略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29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图书馆与信息中心 
李丽娜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高校图书馆阅读推

广工作助推农村文化建设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30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李  明 
高职图书馆基于“阅风习来”领读计划

的高职生深阅读习惯培养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31 西北大学图书馆 李晓源 
关于陕茶文化文献整理与阅读推广案例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32 丹东市图书馆 李新娥 满族茶文献建设及其多元阅读推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33 江西理工大学 李  轶 
基于云平台的高校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34 安徽省图书馆 李祝启 
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 PPP 模式优化策略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35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梁荣贤 
基于有声阅读的图书馆阅读推广新路径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36 绍兴图书馆 廖晓飞 
公共图书馆读者行为大数据在阅读推广

精准化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一般课题 

YD2018B37 广东工业大学图书馆 林佳瑜 女性情绪亚健康的阅读推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38 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 蔺继红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模式分析 一般课题 

YD2018B39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 刘海涛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图书馆“阅

读推广+”实践创新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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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18B40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 刘慧云 
论图书馆有声阅读的推广——基于阅读

效果的实验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41 赤峰市图书馆 刘淑华 
民族文献阅读推广的活动组织与管理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18B42 西藏民族大学 刘伟光 
基于新媒体的西藏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

方法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43 长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刘  岩 
数字青年传统经典阅读行为分析及图书

馆的阅读引导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44 湖北省孝感市图书馆 刘  艺 基于社会网络的阅读推广影响力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45 西南交通大学 刘  云 
高校图书馆“认证式”经典阅读推广路

径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46 中山纪念图书馆 吕  梅 
基于馆社合作的儿童数字阅读推广模式

分析 
一般课题 

YD2018B47 沈阳药科大学图书馆 马家伟 
高校阅读推广人体系构建与培育模式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18B48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马  娟 

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在微信朋友圈扩散

效果的实证研究——以西安交通大学图

书馆为例 

一般课题 

YD2018B49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让  华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学科服务互动模

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50 虎门图书馆 孙广成 
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其他社会阅读推广比

较 
一般课题 

YD2018B51 广东实验中学 谭颖群 

基于营销视角下图书馆与出版发行机构

联合开展阅读推广策略研究——以广东

实验中学“格致书屋”为例 

一般课题 

YD2018B52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汤丽媛 

以学生社团为主体的高校阅读推广人培

育模式创新研究——以江苏财经职业技

术学院为例 

一般课题 

YD2018B53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 王贵海 
国内外图书馆游戏化阅读推广理论与实

践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54 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 王  红 
“双创”背景下大学生阅读推广创新服

务途径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55 河南省图书馆 王继娜 茶文献共建共享导读网络平台建设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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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18B56 山西省图书馆 王建军 
文化扶贫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弱势群体阅

读推广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57 哈尔滨商业大学 王立娜 
基于微信平台的高校图书馆有声阅读推

广模式探索 
一般课题 

YD2018B58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王丽琴 基于话剧疗法的盲童阅读导向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59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图书馆 
王茜茹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图书馆分级阅读标

准体系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60 阜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王申红 
女性农民工阅读需求与图书馆阅读援助

研究——以皖北地区为例 
一般课题 

YD2018B61 
武汉体育学院图书馆 

文献研究中心 
王晓芬 

以茶为媒——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创新

模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62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图书馆 
魏巧玲 

基于同伴教育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模

式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63 济南市图书馆 吴  伟 
公共图书馆茶文化阅读推广探究——以

济南泉水茶文化推广为例 
一般课题 

YD2018B64 广州图书馆 冼伟红 
设计思维下未成年阅读推广策略创新研

究 
一般课题 

YD2018B65 东莞松山湖图书馆 徐  黎 科普阅读推广创新与实践路径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66 新兴县图书馆 杨琪先 
山区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实践与规范化

管理 
一般课题 

YD2018B67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杨鲜艳 
基于读者行为分析的高校阅读推广策略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68 
东莞市中艺文化娱乐 

有限公司 
袁浩栋 关于书友会有效交流活动的实践及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69 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张惠萍 
精准扶贫视域下流动儿童阅读推广研究

——基于鸟巢阅读计划的分析 
一般课题 

YD2018B70 佛山市图书馆 张  萌 
公共图书馆家庭阅读推广模式研究 

——以佛山市“邻里图书馆”为例 
一般课题 

YD2018B71 中山大学 张  宁 “VR 古籍”开发与传统文化阅读推广 一般课题 

YD2018B72 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 张赛男 
基于视线追踪技术的交互式绘本阅读设

计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73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张毓晗 高校图书馆嵌入式阅读推广机制研究 一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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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号 单位 负责人 课题名称 类别 

YD2018B74 济南市图书馆 张振康 
公共图书馆阅读趣缘网络构建的可行性

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7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

学院 
张  竹 民营高校阅读推广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 一般课题 

YD2018B76 深圳市宝安图书馆 赵艺超 
公共图书馆儿童阅读推广人培育模式分

析 
一般课题 

YD2018B77 宿州学院 周肖云 
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活

动品牌运营研究 
一般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