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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移动信息服务
邓小茹
[摘要] 结合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读者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高校图书馆移动信息服务平台,并按照读者需
求,由基础服务和拓展功能共同打造更完善的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服务体系,拉近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为高校图书馆
移动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供参考依据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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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 on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n Library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DENG Xiao-ru
( Library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436,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 Abstract] A WeChat public platform-based 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was built in Library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its readers, based on which a new and improved WeChat public plat鄄
form service system was built by expanding its basic service and function, which shortened the distance between li鄄
brary and its readers, and can thus provide reference and experiences for building mobile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鄄
form in academ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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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移动互联网时代仅需一台移动设备就能随时随

图书馆的移动信息服务平台,符合当代学生主要的

及与移动互联网的日趋成熟,仅计算机网页浏览已

本文的微信公众平台开发包括实现更多样更细

地查看信息和获取资源。 随着手持移动端的广泛普

网络交流方式和时代发展的趋势 [3] 。

不能满足现今用户的需求,移动端软件的开发逐渐

化的功能、更强大的微信小程序、第三方外接程序

成为各类服务的重点。 微信是一款集文字、语音、图

等。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 以下简称“ 我馆冶 ) 通过

片、视频等交流方式于一体的移动互联网通讯工具,
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

[1]

。

目前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是来馆读
者逐渐减少 [2] 。 图书馆应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具有

开发、增加和完善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满足
了读者查阅电子资源、信息推送等要求。 随着信息
获取方式和交互方式的转变 [4] ,图书馆读者服务工
作的开展更有成效,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也更

用户量巨大、在线时间长、接收信息及时、用户群体

加密切。

年轻化等优点,开发移动信息服务,使其成为随时随

1摇 我馆微信公众平台构建情况

地可用的移动图书馆。 选择微信公众平台作为高校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与一般的依靠推送短文吸引

关注的公众号不同。 它应该具备一定的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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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图书馆的信息资源相结合,为医药高校师生提供
能满足其需求的信息交互平台。 本文将微信公众号
与汇文文献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微信子系统相结合,
构建了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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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摇 需求分析

在移动设备广泛普及和无线网络大范围覆盖的

环境下,广大读者已习惯于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
进行咨询、获取信息和定制个性化服务等。
针对我馆读者的使用需求,同时结合汇文文献
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微信子系统与微信公众号平台开
放功能接口,设计并构思了我馆微信公众号的功能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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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微信公众平台和图书馆的汇文 OPAC 服务

器共用一台服务器。 为便于安装使用了 Windows 系
统,利用公网 IP 或公网端口映射提供对外服务,根
据微信平台要求,预留对外 80 端口给微信服务使
用,即服务器能访问外网,腾讯微信平台能通过 80

端口向服务器传递数据。 用户只要在微信中关注了
“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冶 公众号,就能使用此平台的
服务。

1. 2摇 申请认证

2摇 我馆微信公众平台的服务功能

服务号的官方认证。 为了方便部署,提前在微信公

务,分别是购买、定制已建成的微信服务系统,根据

众号管理平台内申请开通模板消息接口。

需求的变化而自行开发、外部挂接拓展新服务模块。

1. 3摇 部署环境

其系统架构见图 1。

我校图书馆作为机构用户,申请腾讯微信公众

我馆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提供基础服务和拓展服

图 1摇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系统架构

2. 1摇 基础服务功能

从图 1 可知,平台的基础服务主要是通过购买、

定制汇文文献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微信子系统及其服
务实现的。 平台主要通过开放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接
口,使用特定格式提供服务。 其自定义菜单最多包

表 1。

2. 2摇 拓展服务功能

以用户体验作为第一追求能更好地为用户提供

个性化支持 [6] 。 在拓展服务功能过程中,我馆调用
微信公众平台所给出接口的同时,考虑到微信服务

括 3 个一级菜单,每个一级菜单具有不多于 5 个的

号能在每个月向用户推送 4 条信息,本着让用户主

级菜单和二级菜单进行增删,读者可以通过移动互

外的声音、视频、图像等多种形式,推出了服务更人

联设备随时随地对图书馆的书刊信息进行查询。 图

性化、界面更丰富的微信平台,让读者能够更好地理

书馆可通过微信服务平台,用文字、图片、语音实现

解和使用公众号的功能( 表 2) 。

二级菜单

[5]

。 图书馆的系统管理员可在后台对一

与读者全方位沟通和互动,做好信息交流和文化宣
传等基础服务。
我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基础服务及其功能权限见

动点击链接、主动查看最新资源的原则,采用除文字

通过调用微信公众号接口,利用第三方开发的

平台软件,如“ 博看微刊冶 “ 大学助手冶 “ 掌上大学冶

“位置签名 LBS( 可实现图书定位导航功能) 冶 等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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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许多拓展功能,让读者

大的信息资源。 图书馆只需要将微信公众号开发模

能够通过手机进行听说、微阅读、定点导航。 微信公

式下的服务器配置连接到第三方开发的平台上,并

众号接口的开放,使读者不来图书馆也能享受其庞

获得授权 [8] ,就可以使用第三方开发的平台功能。

表 1摇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基础服务及其功能权限
基础服务

具体内容

查询书刊

通过题名,责任者,主题词,任意词查询书刊

热门借阅

读者一定时间段内热门借阅的图书

讲座通知

查询显示通知讲座的内容

新闻公告

关联图书馆新闻 RSS 源

未绑定借阅证

已绑定借阅证

姨

姨

姨

姨

姨

读者荐购

读者推荐图书馆购买图书,支持通过扫描图书 ISBN 号方式实现扫码荐购

群发信息推送

通过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推送各类信息,包括文字、图片、音频等多样化消息的推送

读者证信息查阅

绑定微信证件号后查看个人信息

续借

对当前借阅信息进行续借操作

预约委托信息

取消查看预约委托信息以及进行预约委托

新书推荐

根据读者的借阅信息向其推荐新书

提醒信息推送

点对点的借书成功、还书成功、书刊到期、预约到书、委托到书提醒信息推送

姨
姨
伊
伊
伊
伊
伊
伊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姨

表 2摇 广州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拓展服务与功能设计
拓展服务
微阅读

具体内容

完成情况

根据用户的需求调整菜单的功能,并编辑相应图文条目显示内容,实现“ 书香广州医科大学微阅读冶

已完成并挂接

服务,集以电子图书和有声读物为主的荐书、听书等特色服务功能于一体,结合现有业务和丰富的
在线数字资源,为读者提供电子书阅读功能( 包括“ 个人云书架冶 “ 自动书签冶 等功能)
博看微刊

以期刊为主要服务资源,购入第三方开发平台“ 博看网冶 的数字报刊服务进行挂接

已完成并挂接

讲座预约

推送近期即将举办的热门讲座信息,并可在线预约讲座名额,以获得讲座入场凭证

设计中

读者签到管理

讲座开场前,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方式,实现读者现场签到,以后拟拓展到读者空间或研修室的预

设计中

约及签到
参考咨询微服务

读者通过移动端向图书馆员咨询问题,馆员可在系统后台直接与读者进行点对点交流,快速回复读

设计中

者咨询,将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拓展至微信平台
投票统计

根据图书馆发起的互动投票活动统计投票数量,既能提高图书馆与读者的沟通交流效率,也能快捷

设计中

方便的对后台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但目前对于当天投票的最高上限设计、重复投票的合并计算等,
尚有待完善
挂接翻译

提供挂接外部权威翻译网站或软件功能可调用第三方成熟翻译软件或平台接口,该接口每天更新

筹备中

一段英语格言或佳句,并附带听力及指引功能
图灵机器人

人工智能回复接口能适度分担参考咨询一线馆员的工作压力,也能提高应答效率;除了用户通过自

筹备中

定义菜单触发关键字所发送的消息以外的其它消息都将交由图灵机器人接口处理

3摇 小结与展望

为学生的多元化学习和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根据读

变,读者越来越习惯于使用移动信息服务获取资料

学生关注公众号的重要手段。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交互方式的转

和处理信息。 图书馆拓展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功能能

者需求变化不断拓展与完善平台的服务功能是吸引
我馆微信公众平台今后,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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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新的服务功能。
一是考虑留学生的需要,设计提供可调用第三
方成熟翻译软件或平台的接口,对接外部权威翻译
网站或软件。 该接口将每天更新一段英语格言或佳
句,并附带听力功能。
二是考虑到人工智能既能提高工作效率,也能
吸引更多的线上读者参加体验,我们将设计一款图
灵机器人,利用人工智能回复接口 [9] ,适度分担一线
参考咨询馆员的工作,提高应答效率。 除了用户通
过自定义菜单触发关键字所发送的消息以外其他消
息都将交由图灵机器人接口处理。
三是进一步深入优化微信公众平台的各种服务
功能,特别是如何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实现功能,以及
根据读者需求变化完善功能设计,如“ 微信预约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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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图书馆微信公众服务平台后,其功能拓展及运
营管理是笔者未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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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更好地在微信公众服务平台中实现。 因此,在
摇 摇 ( 上接第 39 页)

4. 3摇 整合信息资源、开发特色资源

信息资源建设水平直接影响服务质量。 除了与

图书馆联合的机构外,大部分医学情报研究机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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