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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网络环境下移动数字图书馆
学习推送服务模式研究
陈良
黄淮学院图书馆，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4G 技术的发展满足了用户的多样化需求，也让移动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发生了新变化，
移动信息终端更为丰富，读者信息需求更加多样，信息资源环境逐步融合。学习推送服务即为移动数字
图书馆适应 4G 时代内外部变化的结果，要结合 4G 技术，创新学习推送服务模式，让用户获取高品质
的学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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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earning Push Service Mode in Mobile E-Libraries under the Context of 4G Network
CHEN Liang
(Library of Huanghuai University, Zhumadian He’n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4G technology meets diverse demands of users and brings new changes to service modes in
mobile E-libraries. Information terminals are more abundant: readers have more diversified requirements for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s gradually integrated. To let the learning push service of
mobile E-libraries adapt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nges of 4G era, learning push service mode should be
innovated by combining 4G technology, with a purpose to offer users high-quality learning resources.
Key words: 4G network; E-libraries; learning push service
移动通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方

用户需求开展学习推送服务，引入最新技术，借助

式，也催生了移动数字图书馆这种全新的移动服务

新型通讯技术提升移动服务品质。

模式。当前我国很多图书馆纷纷推出移动服务业

1

务，用户只需要借助移动终端设备连接网络，就可

1.1

4G 网络的技术特征与应用前景
4G 网络的概念及特征

以自由获取各类学习知识资源。而各种网络应用的

4G 是以 3G 网络（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为基

日益普及，逐渐提高了人们对通信速率、系统兼容

础形成的全新技术产品，也是继 3G 后的又一次通

等方面的要求，并且希望寻求比已有通信网络功能

信革命。4G 的信息传输速率为 3G 的 50 倍，是拨

更加完善的全新通信系统。4G 网络即第四代移动通

号上网的 2000 多倍，并可通过第三方设备进行身份

信技术，该技术是以已有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研发

认证。

[1]

的、具备兼容性与高效性的移动通信网络 。在 4G

与 3G 技术相比，4G 具有以下 4 个特征：⑴无

环境下，数字图书馆应该在已有服务的基础上，结合

缝对接。4G 在实现网络层面信息互联的同时，也需
要实现用户需求的无缝对接。⑵可靠性高。用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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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时，若存在安全风险，能够及时告知用户，从

是存在待机时间短等缺陷，而电子阅读器信息接受

而减少损失。⑶个性化。4G 网络具备自适应性，能

能力较弱，平板电脑则主要用于游戏、视频方面，

够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进行智能化调整，也允许

也弱化了移动阅读功能。这些移动信息终端的发展

用户根据需要开发个性化应用模块。⑷覆盖面广。

状况，呈现出与信息软件融合的趋势，并且屏幕越

4G 网络覆盖面广，引入多种先进技术为移动通信业

来越大，成本也逐渐降低。

务提供支持，涉及用户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可将休

2.2 读者信息需求更加多样
4G 网络增加了图书馆读者在自媒体中的选择空

闲娱乐、医疗、文化等行业紧密结合起来。
1.2

4G 网络在图书馆移动服务中的应用意义

间，读者不仅扮演着信息接受者的角色，也可以创

近年来我国建设了很多移动数字图书馆，读者

造并使用信息资源。4G 时代促进了移动学习的发

可以随时随地开展信息查询、文献检索等活动。3G

展，读者不再关注移动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系统本

环境下，图书馆开展移动服务所需成本较高，主要

身，而更为关注信息资源获取的便捷性，自主选择

服务方式仅为浏览网页、短信提醒等。4G 技术在移

信息的余地也更大。移动数字图书馆的服务主体就

动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不仅解决了信息传输与系

是读者，只有掌握读者的多样信息需求，才能成为

统兼容问题，也可以提供更为便捷、及时、精确的

移动信息服务的赢家。4G 网络环境下，读者的信息

服务（见图 1）。读者可以随时随地接入移动数字

行为存在共性，表现在他们可随时获取、分享与创

图书馆，图书馆也可以随时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多媒

造信息，也可以参与到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工作

体服务，让他们感受多样化的阅读体验。4G 网络可

中，提高信息资源的实用性。

以为移动数字图书馆提供支撑，具有极强的拓展

2.3 信息资源环境逐步融合
4G 网络的产生与应用促进了多个领域的联系与

性，允许用户根据喜好改变服务配置，进而满足不
同层次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平板电脑

4G 网络

互联网

馆藏书目

移动数字图书馆

智能手机

业务融合，并且形成互联网、移动通信与有线电视
相互兼容渗透的局面。4G 网络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图
书馆的信息获取环境，促进了与移动通信相关业务

学习推送

的变革。作为信息资源的主要集散地，数字图书馆

参考咨询

需要明确当前读者对学习资源的需求，梳理思路以
应对内外部变化。4G 网络带动了各领域信息资源的

学科知识库

移动阅读器

图 1 4G 网络环境下移动数字图书馆的架构

2

4G 网络环境下移动数字图书馆面临的变化
我国很多图书馆结合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开设了

融合，拓展了用户的信息选择空间，也能够满足多
样化需求。但是数字图书馆还需要对这些信息资源
进行整理加工，降低读者的信息获取与筛选难度，
减少信息检索的时间，进而最大限度提升信息资源

多种新业务，如互动式服务、学习推送服务等，但

利用价值。

是由于技术等因素还存在诸多限制。4G 技术的应

3

用，改善了数字图书馆的服务环境，也让图书馆的

机制与关键技术

4G 网络环境下移动数字图书馆学习推送服务的
学习推送服务是图书馆适应 4G 时代变化推出

信息服务呈现出全新的变化。

的全新服务方式，也是顺应读者个性化学习需求的

2.1 移动信息终端更为丰富
移动通信技术的升级进一步提升了图书馆的信
[2]

举措。学习推送服务结合了移动通信、云计算等技

息传输速率，也提高了通信系统的稳定性 。4G 网

术，能够适应读者移动学习环境的变化，能够迅速

络为数字图书馆移动服务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

获取与读者匹配度高的学习资源，也是保障移动数

件，支持图书馆海量数据的高速传输，也催生出多

字图书馆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

种类型的移动信息接收终端。相关研究表明数字图

3.1 移动数字图书馆学习推送服务的内涵

书馆读者阅读的满意度与移动终端的信息接收能力

读者通过移动终端设备获取信息并加强学习的

有关，约 50%的读者认为纸质阅读相对屏幕阅读更

过程，就是所谓的移动学习 [4] 。信息资源数字化是

加轻松 [3] 。当前读者常用的信息接收终端有智能手

移动学习的基础，并且学习时间更加自由，可选资

机、电子阅读器等，其中手机的应用最为普遍，但

源空间更大。4G 时代移动数字图书馆学习推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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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就是通过检索数据库与网络资源，根据专

术支持读者对信息内容进行编辑、存储改进，主要

题或学科分类及时提供给学习者，以满足读者的移

用于移动数字图书馆参考咨询、学科资源库与书目

动学习需求。学习推送服务具有高度集成性、智能

导航中。云存储类似于云计算技术，它能加强系统

化与主动性的特点，移动数字图书馆能够根据读者

中不同类型存储设备的协同集成，动态整合各种资

关注的学习主题或内容，以多种途径进行学习资源

源与技术，让异构资源形成整体，让读者通过 1 次

匹配，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进而形成高度集

检索就能够无缝链接所需资源。RSS 技术可对海量

成、准确度高的信息。移动数字图书馆也设置有智

信息资源进行聚合，并将不同来源的推送信息展示

能分析系统，能够主动关注读者的行为动向，及时

在一个浏览窗口，主要应用在学习内容订阅、网络

更新馆藏资源，迅速将读者所需信息推送至移动终

日志（blog）管理与资讯推送中。

端，满足了 4G 环境下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

4

3.2 移动数字图书馆学习推送服务的机制

主要模式

4G 时代移动数字图书馆需要开展具有针对性的
[5]

4G 网络环境下移动数字图书馆学习推送服务的
4G 网络环境下，各种移动智能设备的广泛应

服务，以满足读者的差异化需求 。移动数字图书

用，为移动数字图书馆学习推送服务的开展创造了

馆学习推送服务的开展本质上是一种个性化服务，

良好条件。当前移动学习终端更加丰富多样，也出

能够跟踪读者的浏览行为，分析读者的兴趣偏好，

现了多元化的移动应用平台，读者逐渐形成移动资

进而完成学习资源整合、匹配与处理等工作，并将

源为主的学习意识。这就需要移动数字图书馆充分

结果推送至移动终端。学习推送服务大体可分为读

利用各种先进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推送服

者登录、构建需求模型、学习资源匹配与读者反馈

务，让用户能够在不同设备、网络系统之间实现左

建议 4 步，是一个循环更新的过程（见图 2）。首

右转换并轻松获取学习资源。

先读者登录移动数字图书馆，在输入个人基本信息

4.1 基于移动终端的学习推送模式

后即可搜索感兴趣的内容，选择学习推送项目、学

4G 时代移动智能终端与移动通信网络的普及，

习推送模式等。系统根据读者个人信息与需求的差

让读者能够随时随地获取移动数字图书馆的各类资

异，构建相应的需求模型。并以模型为基础完成学

源。鉴于此，移动数字图书馆可以为读者提供移动

习资源匹配，从中获取相关信息，并进一步加工与

阅读设备，让读者在获取图书馆网页推送学习内容

挖掘，最终呈现给读者所需的学习定制内容。在获

的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客户端进入图书馆信息系

取学习资源后，读者也可以对移动数字图书馆进行

统，直接对馆藏电子资源、纸质文献资源进行浏览

评价反馈，以帮助改进并优化学习推送机制。

与检索，并且参与到学科知识管理中。以移动终端
为依托开展学习推送服务，实质上就是将移动数字
图书馆的所有学科资源进行封装集成，然后以更为

读者登录

便捷、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6] 。而读者只需要在
移动终端下载应用，就可以轻松获取移动图书馆的

读者反馈建议

学习推送服务

构建需求模型

所有推送信息。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推出移动客
户端学习推送服务，将推送内容分为学科拓展信

学习资源匹配

息、地理位置信息、技术支持信息等类别，读者只
需下载相关 APP，就可以通过客户端检索与浏览学
习资源[7]。

图 2 移动数字图书馆学习推送服务的机制

3.3 移动数字图书馆学习推送服务的关键技术

4.2 基于网络日志的学习推送模式
移动数字图书馆可以引入 blog 这种免费信息交

移动数字图书馆学习推送服务的开展需要引入

互软件作为学习推送平台，加强读者与馆员之间的

多种新技术，如即时通信技术（IM）、维基技术、

互动交流，促进学习资源的流通与积累（见图 3）。

云存储以及简易信息聚合技术（RSS）等。其中 IM

图书馆员可以随时在 blog 平台上发布学习推送信

能够支持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即时信息传递，也是

息，包括视频、图片、文字等，读者则可以通过

当前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中应用较多的技术。维基技

RSS 技术随时接收图书馆的更新内容，并登录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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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发表观点，也可以与其他读者一起参与

会自动链接多媒体资源库，在收集、筛选并处理学

讨论，或提出对学习推送服务的看法。馆员在浏览

习资源后，将所需信息及时推送给读者，不仅适应

并分析读者评论信息的基础上，可以掌握读者的想

了读者个性化学习的心理，也提升了图书馆员的服

法与需求，进而调整学习推送方式以提升服务质

务效率。

量。这里的 blog 可以看做依据时间顺序排列的内容

5 小结

推送网页，并且以 RSS 技术实现知识推送。读者只

4G 网络在移动数字图书馆的应用，能够满足多

需要将移动数字图书馆的 blog 网址添加到移动终端

样化服务需求，也能够根据用户行为变化拓展系统

信息聚合器中，就可以第一时间了解 blog 站点的更

功能。4G 时代，读者更加注重移动学习体验，移动

[8]

新内容，极大提升了学习推送服务的效率 。同

数字图书馆需要加快建设多媒体学习资源，并研究

时，blog 页面可以添加多种类型的信息，也可以建

全新的移动学习服务模式。同时，移动数字图书馆

设专业学科知识库，提升学习推送服务的专业性。

需整合 4G 技术，通过移动终端、即时通讯平台满

blog 属于互动性强的双向交流平台，技术要求不高

足读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推出以 blog、移动终端

且成本低，读者也可以根据需要添加相关内容，满

等为基础的学习推送服务，进而促进移动数字图书

足读者的个性化服务需求。

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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