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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智慧校园的图书馆信息系统开放融合应用研究∗

□邢卓媛　钱吟　施晓华　姜开达

　　摘要　高校图书馆作为支撑高校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角色,应当在智慧校园建设浪潮中,主动

融入,释放潜能,将图书馆信息系统的发展与智慧校园基础建设结合起来,在提高自建服务应用

质量的同时,为学校建设贡献数据与服务能力.针对智慧校园信息化环境变化趋势,本研究探讨

智慧校园环境下的图书馆信息系统开放融合策略,并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信息系统建设为例,
进行应用实践与成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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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伴随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高校教育信息

化也经历了从电子校园到数字校园再到智慧校园的

发展过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要求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将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智慧校

园建设迎来发展黄金期[１].经过多年积累,很多高

校取得了一些智慧校园建设成果,如统一身份认证、
一卡通服务、科研数据中心、在线办事大厅等.这些

建设成果构成校园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为智慧校园

建设提供辅助与支撑.
图书馆作为校园的文化传承中心、学术活动中

心和资源利用中心,一直以来都是大学的核心组成

部分.随着图书馆职能的不断演化,其内涵与外延

不断丰富,图书馆提供的服务也愈加多样.而智慧

图书馆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促使图书馆的信息化服

务水平不断提高.但这些线上服务仍存在诸多问

题.首先,这些零散开发的系统通过网页或客户端

提供访问,服务较为封闭,阻碍了服务的普及和利

用.其次,很多信息系统缺少对移动设备的服务支

持,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移动访问需求.再次,图书

馆的线上服务仍局限在图书馆生态系统内部,在信

息展示程度与服务能力开放程度方面缺少规划与

思考.

智慧图书馆是智慧校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

重要的建设内容之一,因此,智慧图书馆建设不仅是

图书馆服务的智慧化,更是要在智慧化的基础上,将
图书馆的服务与学校的服务融为一体,形成面向师

生的开放融合生态服务系统[２].借助智慧校园建设

的有利形势,将图书馆的信息系统与校园环境进行

融合,以服务应用的方式输出服务,成为校园信息化

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达到增强图书馆影响力的目

的,有益于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延伸,更有益于师生的

使用.
高校图书馆在情报分析、资源组织揭示、知识服

务等方面具备专业性优势,承担着高校智库的角色.
随着图书馆职能的发展与变化,各院系、职能部门对

图书馆服务功能开放提出了更多需求,希望图书馆

能够为学校发展评估、教学科研支撑等方面提供助

力.智慧图书馆本质是图书馆的一种发展理念,要
求我们紧密围绕“资源”“人”“空间”三要素展开,根
据用户需求提供务实的服务[３].在智慧图书馆时

代,信息系统也需要不断融合与重构,这种融合与重

构是直接针对“人的需要”,意味着“物与人”之间的

有效联通,是“面向对象”(读者),打通“人”和“物”之
间的信息交换隔阂[４].因此,在智慧校园环境下,智
慧图书馆应该扮演好智慧校园的信息共享中心、大
数据中心、信息素养教育中心以及内容云主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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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５],成为智慧校园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研究探讨智慧校园环境下图书馆信息系统开

放融合的策略,并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信息系统

为例,进行应用实践与成效分析.

２　智慧校园“一门式服务”平台

智慧校园建设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教学、科研、
办公、生活、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对图书馆而言,
智慧校园建设中最为重要的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

设.这些基础设施包含软件与硬件,涉及多种层面,
形成了支撑服务集群,提供多方位的应用建设辅助.

以云计算环境为代表,智慧校园在硬件设备设

施方面进行规划与部署,在网络、服务器、存储等方

面提供支持;以登录授权体系为代表,智慧校园环境

下,任何数据都应在源头上进行质量控制,“一数一

源”保障了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与准确性;以线上服务

大厅为代表的应用中台,提高了各类服务资源的利

用水平,降低了服务资源获取难度.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的“智慧北航”[６]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网上服务中

心平台[７],都是线上服务大厅的一种实现形式.
上海交通大学智慧校园“一门式服务”是“互联

网＋”模式下智慧校园的一种服务模式[８],通过整合

各服务部门的资源,提供柔性化的办事体验和标准

化的服务管理,高度集成了办公、科研、生活等各板

块,将很多线下工作搬到线上,提高了各类服务资源

的利用水平,降低了服务资源获取难度.
智慧校园“一门式服务”平台包含 Web办事大

厅与移动端“交我办”APP两部分,允许各类业务流

程通过流程平台接入“一门式服务”,同时支持非流

程事项通过 API接口的方式进行集成,也支持各应

用针对用户身份进行可见性控制.
智慧校园“一门式服务”平台通过分类与检索将

各类服务应用整合,集成各类服务应用入口,为师生

提供一站式校园服务;利用“一门式服务”平台开发

的应用软件,具备天然的服务能力接入优势,包括其

他外部应用系统的接入,如SSO、组织机构,通知(短
信、邮件、微信)服务、文档转换与预览服务、数据分

析服务等,避免了智慧校园环境下重复功能的低质

量、低效率开发.同时,“一门式服务”平台支持多种

类型的移动端应用,既能满足移动UI对电脑端的自

适应,也支持电脑端与移动端双 UI设计.
从图书馆角度而言,“一门式服务”平台建设,提

升了图书馆服务应用的开放程度,从校园层面进行

服务揭示,提升了服务发现与利用程度;平台自身具

备的多种能力降低了服务应用建设难度,提升了服

务的可靠性与一致性;平台对于移动端的支持,也弥

补了图书馆众多服务对于移动端支持的缺失,实现

了服务的移动与便捷.

３　面向智慧校园的图书馆开放应用设计

３．１　服务应用选择

围绕资源利用、学术活动、文化传承三大中心定

位,高校图书馆以业务流程为主线,根据服务的开放

程度、重要程度、利用水平等不同维度进行深入分

析,整理出符合当前图书馆应用需求、读者迫切需要

又易于实现的服务,加入开放融合应用清单.在开

放程度方面,应当挑选面向全校师生的服务入手;在
重要程度上,紧密围绕人、资源与空间这三类要素选

择相关服务;在利用水平方面,应选择读者利用程度

最高的服务.因此,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从借阅信

息、空间服务、讲座培训三方面开展融入校园“一门

式服务”平台建设.
借阅信息模块分为三个部分:当前借阅、历史借

阅和逾期信息.读者可查看当前借阅的图书清单,
包括应还时间与图书状态.对于逾期图书,支持在

线支付逾期费用.对于符合续借规则的图书,读者

可通过图书后的“续借”按钮完成在线续借.
空间服务将图书馆可开放利用的空间按照其功

能与服务规则进行组织,分为小组学习室、会议室、
展厅等多种类型场馆,针对场馆类型制定不同的利

用规则与使用流程.作为图书馆空间场馆服务的一

个组成部分,仅将与读者相关的常用功能集成到“一
门式服务”中,管理功能仍通过空间场馆服务网站进

行访问.
信息素养教育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是图

书馆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方面,如何有效

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切实提高读者信息获取与利用

水平,是图书馆关注的重点.利用该模块,读者可以

在线报名与签到,教师也可在课后收到读者报名与

签到的统计数据,根据需要进行分析和统计.

３．２　服务流程设计

３．２．１　培训讲座流程

读者在所有未开始的课程中,选择需要报名参

加的课程进行报名,确认报名信息后完成预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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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已报名的课程,可以选择部分课程取消报名.
培训开始前,教师将课程二维码下载后,请读者

扫码签到.课程结束后,教师可获取本次课程的实

际出席人员情况.

３．２．２　空间预约流程

图书馆空间服务是将图书馆的空间场所开放,
面向校内师生提供服务,会议室预约因需要多次审

核,流程相对较为复杂,如图１所示.

图１　会议室预约业务流程示例

流程设计以“符合业务需求,简化流程设计”为
导向.以小组学习室为例,通过“预约小组学习室”
“加入小组学习室”“学习室占用情况”“我的空间预

约”四个流程,读者可以利用图书馆小组学习室

服务.

４　图书馆服务开放融合

４．１　融合架构设计

图书馆服务融入“一门式服务”平台后,其运行

环境如图２所示.

图２　图书馆服务在“一门式服务”平台中的运行环境

最下层是智慧校园基础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单

点登录、统一授权、通知服务等内容,是应用必备支

撑环境,其上的“一门式服务”平台提供应用对接功

能.借阅信息服务通过接口方式与“一门式服务”平
台对接,培训讲座与空间预约服务通过流程平台方

式与之对接.最上层是图书馆内的信息系统环境,
是前后端分离后图书馆提供服务能力的后端保障.

此外,图书逾期费用等项目产生后,服务通过对

接财务缴费平台获取在线缴费功能;同时通过一卡

通门禁系统来保障场馆的自助刷卡运用.这些服务

全部部署在校园云平台环境中,保障服务的安全性

与稳定性.
利用智慧校园建设成果,提升图书馆服务的规

范性和健壮性,关键技术问题在于图书馆服务与各

类校园环境的对接和集成,下文通过部分案例进行

说明.

４．２　开放融合方法

信息系统的开放融合可以从多个层面展开,底
层的数据库层面可以通过数据同步的方式完成信息

交互,某些数据服务可以通过服务接口的方式,以

API接入完成服务能力输出,网页层面的集成也是

常见的信息系统融合方式.此外,“一门式服务”平
台的推广和利用,改变了信息系统的建设方法,其天

然的SSO(单点登录)、授权、通知、流程等平台级的

集成能力,让快速建设校园信息系统成为可能.因

此,笔者认为,以实际的服务开放需求为导向是确定

信息系统开放方式的首要因素.
校园云、负载均衡等硬件设备可以快速提高业

务系统的抗压性,提升服务可用性,有条件可尽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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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账号体系、认证授权体系的对接也存在应用的

必要性,是图书馆信息系统融入校园环境的重要方

面.图书馆融入智慧校园的方法有多种,可根据校

园环境的实际需求进行选择:如存在大量数据的实

时交互需求,则数据库层面的数据推送较为适用;少
量的、固定的数据查询需求,可考虑通过接口方式进

行交互予以满足;提升服务效能、增强服务可见性的

需求,则更适用于服务再造.
由于各系统建设时间不一,很多系统建成多年,

但没有持续迭代更新,已经不能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有的功能可能被重复建设,存在一定的应用与管理

混乱.服务再造是将已经建设的信息系统重新梳

理,按照新的业务逻辑,利用新的系统建设平台,融
合新的技术,以符合当前业务需求的建设思路重新

建设.
在轻量级服务集成的基础上,采用迭代式的持

续演化方法,保证各服务入口的业务规则与服务数

据的一致性、互通性,是面向校园环境服务融合实施

的有效方法.

５　与智慧校园环境融合实践

５．１　与单点登录集成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一门式服务”采用了jAcＧ
count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完成登录[９].jAccount登

录采 用 了 OpenID Connect(OIDC)认 证,OpenID
Connect１．０是基于 OAuth２．０ 的身份认证标准协

议.OIDC主要支持三种认证方式:使用授权码授

权过程获取ID令牌(IDToken)和访问令牌(Access
Token)的认证方式,使用简化授权过程的认证方

式,使用授权码与简化混合授权过程的认证方式.

５．２　与统一授权集成

简单来说,统一授权就是把权限、角色这样一套

权限模型定义在公共的统一授权系统中,然后业务

系统通过接口来查询登陆人的权限信息,而不是业

务系统自己维护.但统一授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设

计了一套高于各业务系统的统一的角色和授权体

系,使得各业务系统能够共享这些角色.统一授权

扩展了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RBAC 规 范 (RoleＧ
BasedAccessControl),各种全局角色采用“岗位、
组织机构”的方式进行定义[１０].第三方应用系统通

过调用AuthAPIs获取用户的岗位、权限信息,也可

以在统一授权系统中进行角色—用户关系管理.以

会议室预约服务为例,按照“岗位、组织机构”对应关

系,在统一授权系统中录入所有的审核员岗位信息,
并将对应的管理员添加到对应的岗位中.添加完成

后,当流程流转到需要管理员审核时,流程将调用被

OAuth２．０协议保护的 AuthAPIs获取查看对应岗

位下的管理员列表,并为每一个授权管理员新增预

约的待办任务.

５．３　与图书馆管理系统对接

图书馆管理系统是图书馆的核心业务系统,承
载了采购、编目、典藏、流通等各个图书馆传统业务,
是读者借还书数据的权威数据源与服务提供端.上

海交通大学使用的 Aleph５００系统,其底层数据结

构非常复杂,通过XＧService接口的方式向第三方应

用提供服务.
首先,在 Aleph 系 统 中 开 设 账 号,开 放 XＧ

Service访问权限;随后,通过调用login接口,将 AＧ
leph提供的用户名与密码转换为sessionＧid进行其

他接口的调用,避免用户名与密码泄露.当读者打

开任意借阅信息应用时,根据jAccount返回的读者

ID调用borＧinfo接口,获取 Aleph系统中的读者信

息、外借信息、欠款信息以及预约信息等内容.读者

借阅历史可以通过loanＧhistory接口获取,但调用过

程中需要指定bor_id以标识读者,此ID应根据borＧ
info接口的返回信息填入,而不能通过读者学工号

信息等ID进行调用.续借通过renew接口完成,前
端将根据renew接口返回的信息为读者提示续借操

作结果.缴费功能通过对接财务在线缴费平台完

成,缴费成功后,通过updateＧcash接口更新 Aleph
系统中读者的欠款状态,并记录缴费日志.

５．４　与财务缴费系统对接

信息化浪潮带来了电商平台的快速发展,人们

的支付习惯逐步从现金支付为主转向在线支付为

主.在应用需求不断驱动下,上海交通大学财务计

划处通过复翼缴费平台向校内单位开放在线缴费功

能.缴费平台开放缴费接口,并根据客户端信息提

供不同的缴费方式,如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网页

支付等.依托该缴费平台服务的开放,“逾期费用”
流程通过查询当前读者名下的逾期书目信息,获取

其逾期费用金额,若调用缴费接口并获得缴费成功

信息,则通过updateＧcash接口更新费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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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应用效果

通过与校园环境融合,高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

入口更为开放,服务的可见性得到了提升.通过融

合智慧校园的各类基础设施(硬件与软件),保障数

据的准确性、应用的健壮性、服务的可见性,以开放

促发展,以融合保质量,图书馆在提升自身服务能力

的同时,充分发挥了支撑服务作用.融合应用的最

终目标是通过精准的个性化服务、优化的移动端服

务体验、前后端分离的架构设计,为读者提供更加便

捷、好用的各种线上与线下服务[１１－１２].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于２０２０年完成“一门式服

务”应用建设(第一版),２０２１年开始建设新的“读者

服务协同”应用,在校园环境下提供读者在线参考咨

询服务入口,解决读者反馈的各类问题,支持向团队

或个人指派问题,并允许问题被多次转交;后续也将

逐步把图书馆的“查新查引”“馆际互借”等应用融入

学校“一门式服务”体系.“一门式服务”建设效果如

图３与图４所示,具体成效如下:

图３　办事大厅图书馆分栏的应用布局

(１)图书馆服务更加开放

长期以来,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系统开发过

程中,始终紧跟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脚步,坚持利用校

内信息化基础设施支撑自己的应用和服务建设,在
校内各单位中信息化水平名列前茅.通过图书馆的

“一门式平台”建设,图书馆以服务嵌入的方式实现

了与校级应用的整合,提高了图书馆服务的开放性,
提升了图书馆服务的影响力,实现了图书馆服务“走
出去”的目标,为广大师生利用图书馆资源提供了更

图４　“交我办”APP图书馆分栏的应用布局

加便利的方式.

(２)实现移动端服务支持

以读者借阅信息应用为例,改造前,上海交通大

学图书馆提供联机公共目录检索系统与“思源探索”
两种查看借阅信息的途径.但因为软件版本限制,
当前图书馆应用的软件版本对移动端的支持都较

差.改造完成后,读者通过“交我办”手机应用,在图

书馆分栏下,可以随时查询自己的图书借阅情况,降
低了逾期产生费用的麻烦,提高了图书流通率.总

的来说,通过本次服务改造,改善了多项读者常用服

务的移动端应用体验,提高了读者满意度.
(３)构建空间服务接口体系

以空间预约服务为例,图书馆根据各空间预约

管理部门的预约使用规则,建设了完整的空间预约

接口体系,向各种外部平台提供对接,保障不同入口

的空间预约规则一致且数据同步.
(４)优化线上服务流程

以培训讲座为例,通过增加扫码签到的线下流

程部分,补充了原有系统功能,提高了应用数据的完

整性.同时,增加“取消报名”流程后,提升了流程数

据的准确性.准确的数据可以为后续培训讲座课程

的设计和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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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结语

基于智慧校园基础架构,将图书馆信息系统开

放融合,不仅推动了智慧图书馆创新发展,提升了图

书馆在高校中的站位,同时也将图书馆打造成为智

慧校园的有力支撑,成为智慧校园环境中不可缺少

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未来图书馆智慧化服务建设过

程中,如何把握自身价值,找准突破点,构建融入校

园环境下的图书馆信息系统服务方法与服务模式,
以不断提高图书馆服务的开放性、有效性、可见性,
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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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PracticeofServiceApplicationofUniversityLibrary
intheEnvironmentofIntelligentCampus

XingZhuoyuan　QianYin　ShiXiaohua　JiangKaida

Abstract:Asanimportantroletosupportthecollegesanduniversitiesdevelopment,universitylibrary
shouldactivelyengageandreleaseitspotentialinthewaveofsmartcampusconstruction,integratethe
constructionofLibraryInformationSystemwiththeconstructionofsmartcampus,improvethequalityof
selfＧbuiltserviceapplication,andcontributedataandservicecapacity．AimingatthechangesintheinforＧ
mationenvironmentofsmartcampus,thispaperdiscussestheopenintegrationstrategyoflibraryinformaＧ
tionsystemconstructionortransformationinthesmartcampusenvironment,andthentakingthepractice
ofinformationsystemtransformationofShanghaiJiaotongUniversityLibraryasexampletointroducethe
practiceandrelativeeffectiveness．

Keywords:SmartCampus;UniversityLibrary;InformationSystem;ServiceOpen;Integrationinto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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