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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
创新研究
吴春玲
深圳市儿童医院图书馆，广东 深圳 518026
摘要：互联网主导的图书馆移动阅读逐渐成为读者用户的主流阅读方式，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图书馆
移动阅读推广服务具有移动性、公益性、便携性与实时性等特点。本文对短信服务模式（SMS）、无线
应用协议（WAP）、第三方应用程序（APP）、无线通信技术（I-Mode）等 4 种移动阅读推广服务技术模
式进行分析，探讨响应式 Web 等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最新技术进展，并提出满足用户需求、推进多元建
设，加强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用户，拓宽发展渠道、丰富内容资源，制定合理资费、减轻读者负担 4 条
创新发展对策，以促进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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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on of Library Mobil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Based on Internet Thinking
WU Chun-ling
(Library Of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Shenzhen Guangdong 518026, China)
Abstract: Library mobile reading dominated by the Internet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way of
reading. Based on Internet thinking, library mobil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has the features of mobility,
charity, portability and real-tim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four kinds of mobil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technological models, i.e., the SMS, WAP, APP and I-Mode, discussed the lates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of
mobil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such as responsive Web, and proposed fou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innovation, i.e., meeting user demand and promoting diversified construction, enhancing propaganda and
actively guiding users, widening development channels and enriching contents and resources, and formulating
reasonable budget and relieving reader burden, with a purpose to enhance the innovation development of mobile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Key words: Internet; mobile reading, innovation research; realization mod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创

亿，其中手机网民用户数量为 3.88 亿 [1] 。由此可

新研究是继“云概念”与“微服务”之后，引起图

见，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影响下，人们的阅

书馆界学者专家密切关注的领域。图书馆移动阅读

读行为发生了变化，智能手机、iPad 等终端设备逐

推广服务的悄然兴起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

渐成为人们阅读的工具。因此，对基于互联网思维

部分，截至 2015 年 6 月底，中国网民数量高达 6.38

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创新研究既具有理论意
义又具有现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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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特点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图书馆的转型。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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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思维下，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呈现出新的特

特征，决定了其模式是数字化与移动化的。图书馆

点，具有移动性的显著外在特点，公益性的内在特

移动阅读推广服务实现模式有多种多样，本文对短

点，以及终端设备体现出的、独具的便携性与实时

信服务模式（SMS）、无线应用协议（WAP）、第

性等特点。

三方应用程序（APP）、无线通信技术（I-Mode）

1.1 移动性

等 4 种技术模式进行分析。

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首先是要基于移动终

2.1 短信服务模式

端实现的，因此，移动性是其最显著特征。互联网

SMS（short message service）是短信服务的简

的出现和以数字数据为载体的移动图书馆改变了广

称，是一项由移动通信网络提供的由字符构成的信息

大读者用户传统的阅读方式，读者不再固守于图书

服务。基于互联网思维的移动图书馆阅读推广模式以

馆的物理空间，同时也突破了图书馆开闭馆的时间

短信为载体，向读者提供移动信息服务。一般来说，

束缚，只需要拥有一台电脑、一部智能手机、一个

实现短信的方式有终端方式和网关方式 2 种。所谓终

iPad 等移动终端设备，就可随时随地畅游于图书的

端方式指需要 GSM MODEM 等设备的参与，而网关

浩瀚海洋，获取无穷无尽的知识资源。在 4G 环境

方式是与无线网络服务运营商合作开发的应用程序。

下，图书馆泛在化服务更是呈现出了云阅读、个性

此外，根据服务方式的不同，移动图书馆短信服务又

[2]

化微需求以及“自助式”的群体化阅读趋势 。由

分为主动服务模式和被动服务模式 2 种。主动服务模

此可见，互联网思维和无线通信技术在改变人们生

式是指图书馆通过短信平台主动向读者发送消息。例

活方式的同时，也对信息获取的便捷性提出了更高

如，给读者发送预约到书提醒、图书借阅到期或逾期

更严格的要求。便携设备是连接读者与知识资源的

提醒、新书通报、馆内新闻等等。被动服务模式是读

窗口，移动性也成为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图书馆移动

者根据个人需要先编辑短信发送给图书馆，短信平台

阅读推广服务的显著特征。

经过处理后为读者发送特定信息，又可称为定制类服

1.2 公益性

务。例如，读者需要预约图书、续借图书、预定讲座

无论什么类型的图书馆，都是国家文明建设体

座位或进行参考咨询等服务，便可以发送短信或指定

系的一部分，都承担着社会文化信息服务的重任，

代码到图书馆。主动服务方式一般需要读者事先将手

也都具有保障广大公民平等获取知识信息权利的使

机号码与读者证进行绑定并获取图书馆许可。被动服

命。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是适应于信息技术进步而

务方式则更为开放，允许任何读者进行主动咨询，只

产生的新型移动图书馆，但它的本质和作用并没有

需向手机网络运营商支付发送短信产生的费用即可。

发生改变，依旧有内在的公益性与服务性。图书馆

由此可见，读者用户只要拥有一部可收发短信的手

在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的同时，也要不断与时俱进

机，就可以轻松地享受到这项移动图书馆服务。SMS

才能获得长足发展。移动图书馆在移动网络技术支

服务还具有费用低、操作简单、方便快捷的优点。

持下不断进步与突破，成为读者享受图书馆移动服

2.2 无线应用协议

务的平台，公益性是其内在不变的特点。
1.3 便携性与实时性

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是一种面向
移动通信终端提供互联网内容服务和增值服务的全

应用于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手机、平板

球统一的开放式协议标准，又是一项简化了的无线

电脑、电子阅读器等手持移动设备普遍具有体积

互联网协议。目前，WAP2.0 是通过 WAP 技术将互

小、重量轻、便于携带等特点，移动设备使得图书

联网上面的海量信息和各种服务引入移动终端的最

馆成为触手可得的网上资源，可以轻松装进口袋，

高服务版本。WAP 以 GSM 网络为基础，因此读者

可以随时随地浏览，摆脱了物理空间的限制，任何

用户只要拥有一台内置有 WAP 浏览器的移动设备，

人可以在任何时间通过移动设备访问图书馆所提供

既可以是电脑又可以是智能手机，就可以登录图书

的信息资源，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也摆脱了时间

馆的 WAP 网站，进行查询馆藏书目信息、图书借阅

的限制。因此，便携性与实时性是基于互联网思维

信息等操作，随时随地享受参考咨询、数据下载等

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终端设备独具的特征。

服务。这种基于 WAP 实现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

2 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实现模式

务过程为：读者用户首先通过 WAP 浏览器输入图书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图书馆移动推广服务的上述

馆网站地址，数据信号经过无线网络以 WAP 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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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发送请求到 WAP 网关，经过处理的内容进一步

应用。例如，日本富士山大学即采用了 I-Mode 技术

以 HTTP 协议的方式与 WAP 内容服务器进行交互，

开发了 OPAC 检索查询系统。简而言之，读者用户

最后由 WAP 网关把结果内容返回到用户的 WAP 浏

只需通过 I-Mode 方式登录图书馆网站，就可实现检

[3]

索馆藏书目信息、图书续借、馆内新闻、在线预约

览器中 。
由此可知，基于 WAP 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具

等服务。I-Mode 技术虽与 WAP 相似，但也存在很

有系统结构的灵活性和协议的开放性等特点，与

大不同，与 WAP 相比，I-Mode 技术可以使无线内

SMS 短信推送的文字信息相比，WAP 无线应用协议

容供应商很容易将 Internet 网站转变为 I-Mode 网

可以充分利用开发语言的优势，设计出更具交互性

站，为用户获取丰富的网上内容资源奠定了基础。

的服务界面并集成更强大的功能，提供更丰富的服

此外，I-Mode 技术使得数据在传输时产生费用和资

务，例如目录检索、数字资源下载等等。此外，

费较低，不仅方便用户操作，还提高了工作效率。

WAP 网站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模式还具有功

3 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最新技术

能简约、界面简化、操作简单的优点。根据调查发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移动

现，在大学生群体中，直接登录 WAP/WWW 在线

阅读推广模式不断突破原有框架，产生了新的模式

[4]

阅读的群体要多于其他阅读方式的群体 。

应用。本文以响应式 Web 为例，分析基于互联网思

2.3 第三方应用程序

维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最新技术进展。

APP（application）是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

3.1 响应式 Web 设计的产生

第三方应用程序。APP 最早由美国苹果公司提出，

移动设备取代了桌面设备，成为互联网常见的

旨在通过用户端应用系统结合的方式向用户推送消

终端，然而皮尤研究中心显示，约有 60%的用户更

息并提供服务。APP 应用体系结构由移动终端、

倾向于在移动网页上阅读而非 APP 应用程序[8]。因

APP 应用程序和内容服务器 3 个部分组成。目前被

此，开发设计师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问题。例如，如

广泛使用的 APP 主要有 IOS 系统、Symbian 系统、

何使得分辨率不同的各种终端设备呈现同样的网

Windows 系统和 Android 系统共 4 个版本。读者用

页，保持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同一性；如何

户可以下载移动图书馆 APP，享受图书馆的移动信

保障用户在网页浏览时的流畅性；如何实现用户个

息服务。国外的图书馆 APP 己经成为开展移动阅读

性化阅读参数设置等等。“一次设计，普遍使用”

推广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

成为基于互联网思维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网络开发

的图书馆都研发了移动图书馆 APP 客户端，如布朗

的诉求。2010 年，移动阅读推广体验设计师麦考特

大学图书馆、巴黎圣母院图书馆都开发了基于 IOS

（Ethan Marcotte）提出响应式 Web 设计，以解决自

系统的 APP，为读者用户提供资源检索、信息公

动识别屏幕宽度并做出相应调整网页的问题[9]。

告、信息査询、参考咨询、读者反馈等服务 [5] 。我

3.2 响应式 Web 设计的实现

国移动图书馆在 APP 方面也进行了尝试和研究。例

响 应 式 Web 设 计 实 际 上 是 通 过 使 用 media

如，李雁行等根据目前主流移动阅读 APP 进行调

queries 模块来探测便携移动设备屏幕的长度与宽

[6]

查，并对移动图书馆 APP 提出一定改进意见 ；国

度，然后再为移动设备加载相应的内容。在网页的

家图书馆的“掌上国图”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推出

设计过程中，允许网页自动调整分辨率，不能使用

[7]

的基于 Android 系统的客户端等 。

绝对宽度的布局也不能使用具有绝对宽度的元素。

基于 APP 实现移动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具有速

此外，Web 设计还可以实现字体的自动化以及图片

度快、便捷等优点。读者用户可以登录个人的图书

的自动适应，方便读者用户在不同终端设备之间转

馆账户，享受个性化定制服务，阅读图书馆针对用

换阅读，消除技术上的阅读障碍，保障不同设备都

户个人提供的推送信息等。图书馆 APP 阅读推广模

能享受到图书馆网页各个区块位置的各项服务。由

式充分满足了读者用户的要求。

此可以看出，响应式 Web 设计的最大优点是，只要

2.4 无线通信技术

图书馆建立一个网页，它就可以在所有不同大小、

I-Mode 最早是由日本 NTT DoCoMo 公司开发

不同规格的设备屏幕上无障碍地运行，便于读者用

的一种无线通信技术标准，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移

户的操作和使用，也有利于图书馆网页各项服务的

动上网模式。这种无线通信技术目前已经得到广泛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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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内容没有深入的了解，也缺乏相应的兴趣。图书

2012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年度会议提出将响应

馆的推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图书馆对移动服

式 Web 设计运用到移动图书馆网站建设中的讨论，

务的定位，其推广力度也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该服

马修（Matthew Reidsma）认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务功能信息的获取能力。所以，图书馆对移动阅读

的飞速发展使得用户更喜欢在移动终端上浏览新

推广服务的全面、持续的宣传尤为重要。例如，美

闻、图片等网页内容，然而对于移动图书馆的读者

国很多图书馆设立了专门的宣传营销部，全面负责

用户来说，则迫切希望能够在移动终端享受到 PC

对移动图书馆服务的推广工作，促进读者用户对它

端同样便利的服务与多种多样资源信息，这样就需

的认识[11]。此外，图书馆网站的总体构建还应强调

要移动图书馆在移动终端的网页向灵活性、可扩展

网站界面的用户友好性，便于为读者提供简易的访

[10]

。由此，将响应式 Web

问信息的途径和易懂的信息内容表达呈现方式，以

设计应用于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

便读者用户更好地理解和接收信息内容。我国部分

服务中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此外，响应式 Web 设

移动图书馆的网站导航页面还设置了相关链接，便

计与移动图书馆结合的优点在于它的实现并不复

于读者对网站服务一目了然并快速定位相关服务，

杂，与上述 SMS、WAP 等模式相比，响应式 Web

特色服务、读者天地等栏目的设置更是满足了读者

设计更能为读者用户提供平等的应用机会，响应式

的个性化需求。此外，图书馆还可以定期开展线上

Web 设计随之成为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最新技

线下的推广活动，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注意，调动读

术进展。

者用户使用移动图书馆服务的兴趣和热情。

4 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创新发展对策

4.3 拓宽发展渠道，丰富内容资源

性和可适应性的方向发展

在我国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的构建过程

目前我国有很多商业数据库、电子书公司都推

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

出自己的移动阅读服务，占据了移动阅读市场的份

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进步，笔者提出以下 4

额。图书馆提供的公益性移动阅读推广服务以其资

条创新发展对策。

源丰富、免费服务等特点获取了广大读者用户的青

4.1 满足用户需求，推进多元建设

睐。因此，图书馆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拓宽自身

移动图书馆阅读推广首先要满足用户的需求，

发展渠道，进一步丰富内容资源。例如，图书馆在

而读者用户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信息资源的构建方

移动阅读资源的开发上可以充分加强与政府相关部

面。所谓推进多元建设，第一为数字资源多元化，

门的合作，掌握国家文化发展引导政策，主动承担

即充分实现传统图书馆转型，不仅完善纸质资源的

部分文化宣传工作，以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保证

建设，还要重视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将

移动阅读的发展。另一方面，移动阅读推广服务已

原有的馆藏文献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数字资源，另

经拉开帷幕，移动阅读将逐渐取代传统的阅读方式

一方面还可以购买数据库，例如中国知网、外文文

成为主流阅读，因此，图书馆在资源分配上应该加

献等数据资源，只有多元的知识信息，才是坚实的

强系统的、可持续的资源投入[12]。

移动阅读物质基础。第二为阅读推广方式的多元

4.4 制定合理资费，减轻读者负担

化，SMS、WAP、APP 的推广，以及响应式 Web 设

图书馆、信息技术开发公司和网络运营商、数

计应用，实际上都是推广方式的多元发展。随着互

据库开发商都是移动图书馆产业链的核心组成要

联网的普及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读者用户的选择也

素。在诸多要素中，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和资源基本

日益增加，对移动图书馆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重

上是免费的，然而由于移动运营商垄断了通信网

视图书馆的硬件，还考量其软件。基于互联网思维

络，拥有移动图书馆的发布渠道，因此成为整个产

的图书馆移动阅读推广服务只有贴近读者需求，适

业链的领导者，其提供的内容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

应阅读趋势，不断构建多元化建设，才能获得长足

上决定了整条产业链的命运。要想减轻读者负担，

而有生命力的发展。

就必须制定合理资费。目前我国三大运营商的网络

4.2 加强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用户

资费还是偏高，并且，用户对无线网络的速度问题

移动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方式在图书馆界还是

也最为关注[13]，这些因素无形中增加了读者的经济

一项新兴事物，一些读者用户对这种服务方式、服

负担，也压缩了移动图书馆的生存空间。因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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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Status and Prospects[EB/OL].[2012-02-06].https://

商、信息技术开发公司的利益，重新建立合理的价

www.mendeley.com/catalog/mobile-technologies-arl-libraries-

值分配模式。

status-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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