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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医教研信息共享的医学高校图书馆
情报服务应用研究
张予涵，杨文军
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摘要：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高校图书馆图书情报服务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高效、快捷、全面
地为读者提供满意的情报服务成为越来越多图书馆人所努力探究的方向。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从 2015 年
1 月开始，开办面向新疆医科大学及 6 所附属医院的内部 3D 电子期刊《新医图情精萃》，通过用户情
感分析法了解特定用户群体（校内师生及附属医院职工）在医教研方面的信息需求情况，深入挖掘开展
个性化情报服务的价值，为提升图书馆竞争情报服务能力拓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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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Service Targeting Med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formation
Sharing in Libraries of Medic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ZHANG Yu-han, YANG Wen-jun
(Library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1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pproach of new media time, information service in the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s undergone disruptive change. Efficiently, rapidly and comprehensively offering satisfied
information service to readers is becoming the direction of increasing people in the library field. Library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launched a 3D electronic journal of Xin Yi Tu Qing Jing Cui for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and 6 affiliated hospitals since January 2015. Information demands of medicin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specific user groups (university scholars and affiliated hospital staff) were understood by user
emotion analysis, and the value of conducting individu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was deeply investigated. The
purpose was to provide assista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competitiveness of information service in libraries.
Key words: 3D; electronic journals; information service; emotion analysis
2015 年中国科研创新不断，高质量论文发表数

式，调整情报服务策略的支撑理念[1]。

量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快速、高效、全面地寻找研

高校图书馆用户的信息服务需求特点由以往的

究热点，成为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图书馆作为

纸质图书、期刊转变为容量大、体积小、成本低、

支持科技咨询机构、知识服务机构、生产力促进中

传播范围广、更新速度快、时效性强、跨越时空以

心机构等，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及容易抽取、整合、打印等特点的数字化信息 [2] ，

等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服务模式，开展网络化、集

促使图书馆服务模式由单一化变为立体化，服务空

成化的科技咨询和知识服务，重新定位情报服务模

间由实体化变为虚拟化，服务方式由被动化变为主
动化。高校图书馆面对的用户群体主要包括在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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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师以及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而新疆医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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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是开展情报服务的重要群体。由于不同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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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职能和层次不同，各自的信息需求也不同，要

内容分为 3 个板块：“聚焦新医学”
（目前国内外生

求我校图书馆划分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情报服务

物医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和成果），“百科新视野”

工作。同时，医学高校图书馆应当抓住当前移动互

（当前百科新鲜资讯），“教学风向标”（最新教学方

联网即时沟通的特点，充分利用各种移动互联网终

法及教学理念）。

端，将情报服务由点到面、全方位地渗透到对读者

2.1 制作方式

群体的服务中，形成图书馆自身的“可移动的情报

将 当 期 内 容 用 word 完 成 排 版 编 辑 后 ， 用

服务网”。还要发挥不同层次读者群体的力量，推

photoshop 等图片处理工具对图片进行处理，生成电

动读者积极参与到图书馆情报服务推荐和建设过程

子期刊初稿，保存为 PDF 格式。将 PDF 版电子期刊

中来，这样既能使情报信息来源更加丰富，也能保

导入电子期刊制作软件 3D PageFlip 中，并在软件内

证所建设的情报服务内容符合读者的需求。

选择适当的参数，生成最终版本的 flash 特效的 3D

1 图书馆情报服务模式现状

电子期刊。读者可以自行选择 PDF 版本或 Flash 特

国外图书馆传统的情报服务模式主要有移动互
联网（WAP）服务模式、手机短信（SMS）服务模

效的 3D 版本下载阅读。
2.2 推送方式

式、面向特定终端的 Application 模式（如自助阅报

为更好地推广《新医图情精萃》，加强交互性，

机、IPAD 等）。其创新服务模式主要为基于网络的

方便更多的读者阅读，推送方式除传统的主页下

推送服务和图书馆各种消息的发布。从 2006 年开

载、发送邮件、部分纸质版展示外，还将结合本馆

始，基于网络的情报服务（Twitter、Facebook 等）

现有的新型情报服务模式——微博＋微信进行网络

逐渐出现在美国高等院校图书馆，并且在社会认知

推送。其中微信推送电子期刊为手机版本，应用第

及学生的接受程度上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如美国康

三方在线编辑平台生成 HTML5 格式页面，利用我

奈尔大学图书馆除了常规服务外，新增的情报服务

馆微信平台进行直接推送。微信、微博和《新医图

还涉及科研数据分析管理、科研基金奖励管理、资

情精萃》电子刊 3 种模式相互依托、相互渗透。微

源发现（resource discovery, RD）等其他与校内学术

信和微博发布的信息或有重复，但是面向的读者人

[3]

群却不相同。微信主要针对校内师生，微博除了校

相关的研究领域 。
国内图书馆的情报服务模式在与国外接轨的同

内师生可以关注外，更多的图书馆同行及有兴趣的

时，也具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2003 年，国内少量

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关注，还可以获取很多专业人士

图书馆开始探索尝试向读者提供手机服务，这一阶

的意见和建议。每期《新医图情精萃》电子刊的发

段图书馆移动服务的主要方式为 SMS。到 2005 年，

布，都需要微信与微博的大力推送，以期更多的读

SMS 进入集中发展阶段，更多的图书馆体会到 SMS

者能够第一时间阅读到，同时也可以通过微信、微

[4]

带来的便捷 。2008 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

博与读者的互动功能，得到关于电子刊改善的意见

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加入移动服务的行列，这期

反馈。

[5]

间开始出现了一些基于 WAP 的网站服务 。2010 年

2.3 作用

以后，随着国内社交网络的兴起，高校图书馆开始

通过自办 3D 电子期刊《新医图情精萃》，可以

意识到这种新型媒体传播方式（如微博、微信等）

将最近 1 个月的医教研最新动态以精简文字配图的

巨大的宣传效果，转而将服务模式向社交网络服务

方式汇编成，及时推送给在校师生以及附院职工，

靠拢。

使他们可以尽快了解某学科的最新科研动态，省去自

2 新疆医科大学图书馆创新情报服务模式

己检索文献。通过微博与微信进行推送，方便快捷。

本馆自 2015 年 1 月起，开办面向新疆医科大学
及 6 所附属医院的内部 3D 电子期刊——《新医图情
精萃》，按月出版，全年 12 期。

3 读者需求意向调查
基于用户情感分析进行特定领域关注热点的预
测方法研究，即用户情感分析法。基于网络用户情

就读者的消费需求而言，期刊分为 3 个层次，
[6]

感分析预测社会活动趋势的方法在政治、财经等多

依次为学术刊物、信息类刊物及科普休闲类刊物 。

个领域都有应用。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又

《新医图情精萃》属于上述第二种，在网络、期

称情感分类、评论挖掘（review mining）或意见挖

刊、报纸上搜集最新医教研方面的文字图片信息。

掘（opinion mining），是指通过自动分析商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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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物等研究对象的相关评论文本内容，发现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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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论者对该研究对象的褒贬态度和意见 。应用情感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图书馆单一服

分析法，较多研究使用正面、负面这两类情感来区

务模式早已不能满足读者对信息的渴求。不断增

分文本中的情感倾向，读者意见中正面情感词有喜

长、更新的各种医教研信息资源若不能系统化地归

欢 的 （ like ） 、 感 兴 趣 的 （ interested ）、 高 兴 的

类应用，读者就不能实时全面了解本学科领域最新

（happy），负面情感词有不感兴趣（uninterested）、

研究热点。医学高校图书馆要做的就是利用图书馆

[8]

担忧的（worry）、不喜欢（unlike） 等。

自身信息搜集的优势，把分散的各种医教研信息资

笔者基于用户情感分析法，开展 3D 电子期刊

源系统化的归类梳理，并以情报服务模式提供给读

阅读人群需求意向调查，以问卷调查和网络平台用

者。本馆创新性推出自办 3D 电子期刊，在搜集、

户反馈（微信、微博、电子邮件、图书馆主页在线

整理、推送医教研最新资讯的同时，联合应用微

服务等）形式，收集汇总 2015 年 3D 电子期刊的读

信、微博及手机移动图书馆 3 种新型媒体形式共同

者意见和建议，分析不同医学领域研究正负面情感

推广，极大地拓宽了图书馆的情报服务内容与范

词的出现频率，发现不同读者的真正感兴趣点及能

围，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认可。反观图书馆情报服

为他们提供情报信息服务的确切时事热点。

务的发展道路不难发现，只有不断探索创新，并结

应用情感分析法，对 2015 年微信、微博的互动

合自身情况加以综合应用，使之有效兼容互通，才

交流情况及对相关读者的阅读需求进行调查分析，

能够引领图书馆始终走在信息数字化时代的前沿，

发现出现最多的用正面情感词语（感兴趣和愿意关

开创图书馆情报服务的新篇章。

注）进行评价的 3 个关键词为新疆地方病、中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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