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质 序号 博物馆名称 地 址 联系电话 备注

国有

博物馆

18家

1 青岛市博物馆 崂山区梅岭东路51号 88896286
2 青岛市民俗博物馆 市南区太平路19号 82880728
3 康有为故居纪念馆 市南区福山支路5号 82969239
4 骆驼祥子博物馆 市南区黄县路12号 82867580
5 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 西海岸新区文化路103号 86163775
6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俗博物馆 西海岸新区珠江路1001号 86988083
7 青岛即墨区博物馆 即墨区开发区市民文化中心 88512844
8 青岛胶州市博物馆（高凤翰纪念馆） 胶州市澳门路西段 82211192
9 青岛大沽河博物馆 胶州市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 87293880
10 青岛平度市博物馆 平度市红旗路91号 87363114
11 青岛莱西市博物馆 莱西市上海西路17号 86405268

12 青岛市革命烈士纪念馆 市南区芝泉路6号 83865237

13 青岛消防博物馆 市南区金湖路16号 66577216

14 青岛口腔医学博物馆 市南区德县路17号 82822029
15 青岛双星鞋文化博物馆 市南区瞿塘峡路49号 82684191 闭馆
16 中共青岛党史纪念馆 市北区海岸路18号 83718027

17 青岛崂山茶博物馆 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晓望社区 13969892156 闭馆

18 青岛技术博物馆 西海岸新区钱塘江路369号 86105357

非国有

博物馆

56家

19 青岛印象博物馆 市南区南海路23号 82899999-3062
20 青岛嘉木艺术博物馆 市南区安徽路16号 88983412
21 青岛赞一油画博物馆 市南区南京路100号 80970517
22 青岛东方惠和艺术博物馆 市南区香港中路8号中铁青岛中心四楼 18205326261
23 青岛时光印记活字印刷博物馆 市南区南京路100号 18661878638
24 青岛爱与乐民间艺术博物馆 市南区江西路 13853241197
25 青岛鲁作家俱博物馆 市北区福州北路133-17号 13505329188
26 青岛大新金币博物馆 李沧区重庆中路670号 15318775597
27 青岛金石艺术博物馆 崂山区秦岭路8号 15192585567
28 青岛万里江茶博物馆 崂山区松岭路397号 13188966158
29 青岛西洋文化艺术博物馆 崂山区深圳路222号 18669884478
30 青岛茜文欧洲艺术博物馆 崂山区王哥庄街道曲家庄北9号楼 13678878266
31 青岛琴岛钢琴艺术博物馆 崂山区崂山路397号 13969697720
32 青岛爱在古毯博物馆 崂山区沙子口街道西九水社区 18605329189
33 青岛华仁输液文化博物馆 崂山区高科园株洲路187号 18953287385
34 青岛九水生态园林博物馆 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大石社区 13730910081
35 青岛崂山绿石博物馆 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大河东服务中心 18661865758
36 青岛天工龙泉青瓷博物馆 崂山区崂山路1号 18661770019
37 青岛朗艺博物馆 崂山区东海东路88号 13031781777
38 青岛崂山湾渔村民俗博物馆 崂山区王哥庄街道黄山社区 13697658333
39 青岛玉窑陶瓷艺术博物馆 崂山区北宅街道下葛社区 13370855516 闭馆
40 青岛韩家渔盐民俗博物馆 高新区红岛街道后韩家村东 13863922872
41 青岛宿流渔岛记忆博物馆 高新区红岛街道宿流社区 13853271713
42 青岛观妙博物馆 城阳区仙山东路22号 15610522755 闭馆
43 青岛训虎山陶瓷艺术博物馆 城阳区驯虎山文化园 18663973366 闭馆
44 青岛东方玉文化博物馆 西海岸新区漓江西路666号 18661739188
45 青岛黄海学院博物馆 西海岸灵海路3111号青岛黄海学院内 13792908496
46 青岛黄岛辛安民俗博物馆 西海岸新区渭河中路517号 13573212522
47 青岛黄岛区烟台东民俗博物馆 西海岸隐珠街道烟台东社区台兴三路西端 86111878
48 青岛灵珠山农耕文化博物馆 西海岸黄河西路灵珠山街道办事处驻地 13589336600
49 青岛即墨妙府老酒博物馆 即墨区烟青路166号 58663309
50 青岛胶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即墨区经济开发区烟青一级路211号 88560666
51 青岛发饰博物馆 即墨区龙泉镇段村李家街115号 88552298
52 山东威达学生装博物馆 即墨区烟青路37号 88509511
53 青岛雄崖海防博物馆 即墨区田横镇雄崖所村南 85531001
54 青岛秋宝斋指墨画博物馆 即墨区经济开发区節墨文化产业园内 88506566
55 青岛墨邑博物馆 即墨区文化路75号 87552988
56 青岛小巨人微海洋科技文化博物馆 即墨区蓝谷创业中心院士楼F2-3 67721366
57 青岛胶州九兴博物馆 胶州市胶州湾工业园二区 82279837
58 青岛宝龙美术博物馆 胶州市少海北路10号 87293666
59 青岛崇恩自然奇石博物馆 胶州市少海板桥镇东 17705322898
60 青岛九龙根雕博物馆 胶州市海尔大道226号 13963958388
61 青岛闳皓堂文化博物馆 胶州市泉州路7号 87208721
62 青岛胶州市余之庆博物馆 胶州市漳州路2号 13589303938
63 青岛胶州市艾山民俗博物馆 胶州市洋河镇冷家村 18561850813
64 青岛胶州市君宜博物馆 胶州市胶州西路杨家林 13730923220
65 青岛平度市一大旧址文化博物馆 平度市旧店镇东石桥村 13864897385
66 青岛平度市红色第一党支部旧址博物馆 平度市旧店镇罗头村 13573891077
67 青岛大观园葡萄文化博物馆 平度市大泽山镇东岳石村 85371081
68 青岛平度市勇华民俗博物馆 平度市蟠桃七里河子村 88366495
69 青岛平度市何家楼陶艺博物馆 平度市凤台街道何家楼社区 1357328889
70 青岛宗济堂中医药博物馆 平度市泉州路221号 82379999
71 青岛胶东民俗文化博物馆 莱西市石岛中路7号 88483857
72 青岛莱西市卢乡阁博物馆 莱西市南京北路309号 15314238123
73 青岛蟾公酒文化博物馆 莱西市院上镇姜家许村内 18153236017
74 青岛莱西市乡村记忆博物馆 莱西市水集一村石岛东路与兴华街交会处 8206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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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刘礼智

2019年5月,随着青岛海尔世界
家电博物馆备案成功,青岛依法备案
博物馆数量达到了100家,青岛迈入
百家博物馆城市行列,实现了每9万人
拥有一座博物馆的目标。值得一提的
是，这百家博物馆中目前已有74家免
费向公众开放，到底是哪74家，看表
格就知道了！

博物馆总数突破100家

记者从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博
物馆处获悉，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
青岛依法备案博物馆数已经达到 70
多家，2017年和 2018年两年，新增
17家，其中包括青岛蟾公酒文化博
物馆、青岛印象博物馆、青岛宿流渔
岛记忆博物馆等。2019年，青岛博物
馆发展再次迎来高潮，截止到今年 5
月，不到半年时间，已有包括青岛西
海岸新区灵珠乡村记忆博物馆、青岛
莱西乡村记忆博物馆、青岛浮山窑陶
瓷艺术博物馆、青岛海右博物馆、青
岛银色世界海洋生物博物馆、青岛小
巨人微海洋科技文化博物馆、青岛西
海岸新区是知传统技艺博物馆、青岛
市崂山区周氏楣声艾灸文化博物馆、
青岛若七珠宝文化艺术博物馆和青
岛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在内，新的
10家博物馆依法备案成功，青岛博
物馆总数突破100家。

国有博物馆30家非国有70家

这100家博物馆中，国有博物馆
30家，非国有博物馆 70家。除了青
岛市博物馆、青岛市民俗博物馆、青
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馆等12家国
有特色博物馆，还有中国海军博物馆、
青岛海产博物馆、青岛消防博物馆、青
岛邮电博物馆、青岛啤酒博物馆等声
名远扬的18家国有行业博物馆。而像
青岛贝壳博物馆、青岛西洋艺术博物
馆、青岛嘉木艺术博物馆、青岛琴岛钢
琴博物馆、青岛崂山茶博物馆、胶东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民办高校的滨
海、黄海学院博物馆等70家特色非国
有博物馆的建成开放，更加体现了青
岛文脉传承和城市文化特色。据统

计，青岛建成博物馆数量位居全国各
类城市第七位、副省级城市排前列，
四年“腾飞”式快速发展，青岛终成为
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

数量多质量优而且门类齐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岛百家博
物馆的发展，不仅数量多质量优，而且
门类齐全，涵盖了文化、民俗、军事、体
育、建筑艺术、自然科技、农业和工业
生产等各个门类。如代表红色文化的
平度第一党支部博物馆、代表海洋文
化的崂山湾海洋民俗博物馆、红岛宿
流渔岛记忆博物馆、体现建筑文化的
青岛邮电博物馆、代表陶瓷技艺的崂
山玉窑陶瓷艺术博物馆、代表自然生
态的崂山绿石博物馆等等。此外，青岛
的博物馆区域特色显著，不少是海洋
文化、当地生产、生活劳作息息相关的
乡村记忆、民俗技艺文化的传承和展
示。如韩家渔盐民俗博物馆、崂山二月
二民俗技艺体验博物馆、黄岛烟台东
民俗博物馆、即墨老酒博物馆等。

已有74家免费向公众开放

当然，城市博物馆建设不是为了
一个好看的数字，其最终目的是要服
务于社会。在青岛100家博物馆中，目
前已有45家博物馆成为青岛中小学
生“社会课堂”，20家被列为科普教育
基地，19家博物馆被列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每年组织超过100场的博物
馆“进校园、进军警营、进农村、进社
区、进企事业”五进展览教育活动，近
300万中小学生走进博物馆，博物馆
日益成为青岛市中小学生课外教育的
重要阵地。
此外，青岛免费开放的博物馆逐

年递增，目前已有74家免费向公众开
放，每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文化
遗产日”都要组织全市博物馆开展特
色惠民活动，让博物馆更加亲近大
众、服务大众。近 3年来，全市博物馆
举办展览活动 1000余项，参观总人
数近 2000万人次。博物馆正日益成
为未成年人的社会课堂、市民公共文
化消费的重要场所和文化旅游的新
兴景点，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青岛博物馆突破百家，
全国各类城市排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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