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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图书馆利用微信公众号提供信息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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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探讨了医院图书馆利用微信公众号提供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包括宣传力度薄弱、微信
公众号管理员主动服务意识欠缺、微信公众平台功能开发不够全面、与院内读者黏性较低等；要加强医
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服务宣传、提供个性化服务、不断增强馆员素质、提高服务水平、改善微信信息推
送频率及内容品质、注重微信公众平台的维护与运营，并且积极申请认证，拓展高级服务模块功能、加
强微信信息交流互动兼顾各类学者需求，使医院图书馆随时调整并努力适应全媒体时代潮流，积极创
新，提升特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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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Service of Hospital Libraries Using
WeChat Public Account
JIAO Mei
(Library of Beijing Chest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1149,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hospital libraries using WeChat public account to
provide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luding weak publicity, lack of active service consciousness of administrators of
WeChat public account, lack of comprehensive function development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s, and low
stickiness with readers in hospita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WeChat public
account services in hospital libraries, provide personalized services,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librarians and improve service levels, improve the frequency and content quality of WeChat information push,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s. In addition, WeChat public
account should actively apply for certification, expand the advanced service module functions, strengthen
WeChat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needs of various scholars, so that the hospital libraries
at any time can adjust and work hard to adapt to the trend of the all-media era, actively innovate, and improve
speci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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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 2016 年底，微信（WeChat）已经覆盖

来越重要的信息沟通与交互作用。

中国 94%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 8.06

目前，我国医院图书馆利用微信公众号开展服

亿，用户覆盖 200 多个国家，超过 20 种语言，微信

务还刚刚起步，本文以“微信”为关键词，补充本

公众号总数超过 800 万个，微信已经成为最热门的

次检索的具体时间，对近 5 年（2015 年至今）万方

[1]

信息传播平台和手机用户的生活方式 ，发挥了越

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全文
数据库中的期刊论文进行精确检索，所得中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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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别是 26 156 篇、11 768 篇，继续以“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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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为关键词在第一步检索结果中精确检索，所得

一步开发。由于微信后台每天都需要有人检查和汇

期刊论文分别是 2 120 篇、313 篇；或以“医学图书

总问题，并和相关部门沟通核实情况，及时对消息

馆”为关键词在第一步检索结果中精确检索，所得

进行存档和回复。微信后台的消息只能保存 5 天，

期刊论文分别是 7 篇、1 篇；或以“医院图书馆”

如需给微信用户单独回复，必须在 24 h 内完成，否

为关键词在第一步检索结果中精确检索，所得期刊

则消息被禁止发出，导致后台协调回复耗费人力[2]，

论文分别是 23 篇、7 篇。可以看出，医院图书馆利

所以要不断优化回复功能，创建解决路径，完善回

用微信公众号开展信息服务方面的研究还未引起重

复内容。其次，开发模式在医院图书馆中的应用不

视，本文意在探讨医院图书馆利用微信公众号提供

够广泛，医院图书馆微信管理员在开发模式下基于

信息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对策。

获得的接口权限，实现本馆的自创性功能，但需要

1 微信公众号在医院图书馆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具备一些服务器端开发的脚本语言，例如 PHP、

1.1 宣传力度薄弱，认知度需要提高

Python、Java 等，而医院微信管理员多数不从事此

第一，对读者宣传力度不够，无法充分发挥医
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的职能。医院图书馆的主动

专业，疏于开发。
1.4 与读者黏性较低，满意度不高

宣传力度薄弱，造成许多读者不了解医院微信公众

普通读者更适应面对面的沟通，图书馆微信平

平台服务的实质内容，不知道如何利用微信进行移

台应多与读者沟通，进一步加强网络互动性，使读

动信息服务。第二，虽然微信普及率很高，读者也

者对图书馆产生依赖感，满足读者的内心需求。医

关注到不同类型的订阅号和服务号，但正因如此造

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需要专人及时更新信息，解

成了信息冗杂，读者筛选困难，文章阅读量较低，甚

答用户咨询，处理技术性问题，保障平台服务正常

至很多医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成为僵尸号。第三，

运行，提高用户满意度。

医院微信公众号阅读量低，不仅与公众号建设品质

2 微信公众号在医院图书馆应用中的对策

有关，与院内读者对本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的认知

2.1 注重宣传，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

度也相关，认知度低利用效果较差。
1.2 主动服务意识不足，馆员素质参差不齐
第一，医院图书馆微信管理员的服务意识直接

图书馆和微信的结合是顺应时代的潮流，但目
前公众对图书馆微信平台的认知度还比较低。图书
馆应加大宣传力度，多方位进行宣传[3]。

影响着微信公众平台的利用效果及服务质量，传统

第一，提高公众关注度，医院图书馆微信服务

的信息接收是馆员根据读者的提问，进行检索、重

要主动出击。要充分利用微信账号一对一的服务形

组、收集信息发送给读者解答，是被动咨询检索文

式，通过文字、视频、图片、语音等，拉近图书馆

献的过程。如今在网络环境下，馆员可以不受时

与用户之间的距离，提高公众的关注度与普及度，

间、空间限制，根据不同读者类型主动筛选、加工

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免费宣传推广的作用[4]。

文献信息，利用微信推送信息资源，所以要求馆员

第二，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及时掌握用户意

有很强的主动服务意识，才能够更好地完善图书馆

见。突出特色服务，创建属于本院的图书馆微信服

利用微信实现信息服务。

务品牌。微信功能强大，特别是微信开放平台为第

第二，微信公众号的分组信息推送和朋友圈分

三方移动程序提供接口，借助自定义菜单及通过开

享功能的实现，要求微信管理员能够精准地整合信

发接口可拓展更多丰富的功能，除在线资讯发布、

息，根据不同群组需求推送有效信息。但是目前医

查询借阅、新书好书推荐等传统服务外，还可以考

院图书馆人员结构比较复杂，馆员素质水平参差不

虑涉及信息咨询、预约选座、定题跟踪等服务，以

一，信息整合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有限，医学知

满足读者个性化学习的需要[5]。

识不足，无法解决医药卫生等相关领域的专业问

2.2 提高医院图书馆微信管理员素质

题，无法提供针对性、准确性的意见，直接导致微

随着图书馆微信平台在学科化服务中广泛而深

信咨询人数流失。

入的应用，大量的医学专业信息咨询对医院学科馆

1.3 高级功能开发不够，功能不全

员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因此，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医

微信公众平台的高级功能包括“编辑模式”和

院学科馆员队伍是开展学科化服务的根本保障。具

“开发模式”，编辑模式中的智能回复功能尚需进

体措施包括完善学科馆员制度，提高学科馆员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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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加强学科馆员素质培养与技能提升，使其熟
[6]

悉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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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增强与读者的互动讨论，兼顾各类读者需求
第一，微信即时聊天账号应由专人管理，工作

图书馆微信管理员首先应具备计算机应用能

时间要立刻回复读者的信息咨询，朋友圈留言即时

力、网络检索能力，其次要具备医学、图书情报学

答复，微信公众平台的交互模式为应答模式，要给

专业知识，在较强的外语水平和综合学科分析能力

予用户良好的咨询体验。因此要求对用户的咨询要

的辅助下，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开发、信息

及时回复，有效解答，根据不同的医学专业可以分

查询、信息整合及信息检索等。要加强医院图书馆

门别类建立学术讨论群组，使具有共同研究背景或

馆员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教育，掌握微信服务平台

有交叉学科研究方向的用户共同探讨问题。互动交

的新技术，使之成为具备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流的信息环境，方便读者交互性的信息咨询与学术

适应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服务工作。

讨论。
第二，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号发布品质文章，要

2.3 微信公众平台双管齐下，拓展服务方式
目前，医院图书馆利用微信平台服务，主要选

求医院图书馆微信管理员定期与科研团队及临床一

择订阅号定期推送信息，随着移动信息服务的发

线医护人员沟通，了解科研项目前线工作实践需

展，若单一选择一类公众号，将无法满足读者需求，

求，全面介入信息资源建设，推动临床一线知识库

因此建议采用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号＋订阅号”双

的建立。

管齐下，应用订阅号定期推送专业信息资讯，服务

3 结语
移动信息服务是未来图书馆服务最值得关注的

号为读者真正开展图书馆的移动信息服务。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建议：第一，丰富内

重点之一[10]。医院图书馆利用微信提供信息服务还

容，根据信息内容形式不同，改善信息推送频率，

处于探索阶段，需继续开发各项功能，使读者在任

提高信息阅读效果。医院应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平台

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能够得到图书馆提供的服务。

的优势，以“微”立“效”，把庞大而丰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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