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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论述高校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动因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国内高校图书馆用户健康信息
服务需求，基于ＫＡＮＯ模型提出高校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型的功能需求，进而从精准服务的视角出发，提
出融入ＡＩ、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到图书馆相关领域建设具备知（健康知识普及）—防（日常预防）—医（就医资
源导航）—教（健康教育）等服务于一体的健康信息服务模型的理论设想，进而实现多维资源导航服务、个性

化定制推送服务以及跨资源库的集成服务等功能，为公众精准便捷安全地掌握健康知识和信息提供服务和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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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将健康中国战略提高到优
先发展的地位，健康中国建设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１］。健康中国战略强调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实施过程既需要以政府为主导，也需

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图书馆作为我国公益性服务主

体，在其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面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公众传播与疫情相

关的科学知识和提供可靠的信息资源是其职责所

在。目前在对于高校学生的体质健康以及心理健康

等方面已经有专门的信息服务机制，但在学生就医

以及日常防护等方面还缺少专门的健康信息服务途

径，高校学生在面对疾病时仍可能无法做出正确的

健康决策，诸如“魏则西事件”这样的不幸事故时有

发生。另外在面对某些微信公众号、网站等发布的

虚假广告及谣言信息时，师生用户也意识到拥有一

定的健康素养知识、能够筛取正确的健康信息非常

重要。在此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应如何立足师生用

户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提供 “公平可及”和

“系统连续”的健康信息服务这一新命题应运而生。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这一

问题已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如周晓英通过分析英

美等国部分学术机构的典型案例，从国家、社会、用

户以及图书馆自身发展等角度阐述了公共图书馆开

展健康服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２］；刘亚君在对比中

美高校馆健康服务后，认为高校馆开展健康信息服

务应采取宣传健康知识、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馆员

素养等工作策略［３］；邓胜利等主要从图书馆内部驱

动、国外实践案例以及对我国图书馆服务的思考三

个角度集中论述了国内图书馆参与培育公众健康信

息素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４］；张晓娜利用扎根理

论，通过访谈有健康需求的用户探讨影响图书馆用

户信息服务满意度的因素及对策［５］。已有的研究

多从理论层面对我国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的必

要性与可能性、图书馆健康服务开展状况等展开了

系统论述，然而从信息化推动健康服务发展的角度

出发，为公众提供权威的、科学的健康知识的相关研

究却较少［６］。基于此，本研究在分析高校图书馆开

展健康信息服务动因的基础上，基于高校师生用户

健康信息需求与模型的功能需求分析，以公众真实

健康诉求为核心，以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建设为目

标，综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主流信息

技术在信息采集、传输、集成、挖掘以及推荐等方面

的优势，对构建精准匹配用户健康需求的健康信息

服务模型进行研究，以期为用户提供健康信息资源

服务、咨询服务、应急事件服务等，疏导和缓解公众

不必要的恐慌心理和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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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高校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的动因探析
１．１　从国家的角度看，高校图书馆有责任助推健康
中国战略的实施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社会健康政策的导向开始转

向以健康为中心，“社会健康化，健康社会化”的时

代已悄然而至［７］。在未来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关

键期中，高校图书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获

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在其中也承担着极其重要的角

色，有责任承担起建设“健康中国”的任务，推动“健

康中国”发展［８］。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面对师

生迫切的健康信息素养提升需求，图书馆需要进一

步完善自身健康信息服务体系，精准匹配用户需求，

进而提升其健康信息素养。

１．２　从图书馆自身的角度看，高校图书馆需要在与
时俱进中谋求发展

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在１９３１年提出的图
书馆学五定律中，强调“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

机体”［９］。特别是伴随着人工智能、５Ｇ、大数据等新
兴技术融入到图书馆发展规划中，面对信息社会的

变迁，高校图书馆需要在与时俱进中谋求发展。健

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开启了高校图书馆服务的新领

域，只有在大健康时代加速实现服务转型变革，找到

新的业务增长点，才能满足师生的实际信息需求以

及健康信息素养教育的需要。

１．３　从用户的角度看，高校图书馆有责任满足师生
群体的健康需求

正如２０２０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时，
普通公众迫切需要获取权威可靠可信的防控知识以

及疫情发展动态。高校图书馆作为高等教育阶段为

师生群体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和开展社会教育的教育

辅助设施，有责任教育师生群体学习公共卫生常识

甚至专业知识，满足其获取权威疫情信息的迫切

需求。

２　高校图书馆用户健康信息服务需求的调研与
分析

２．１　高校师生健康信息需求获取与分析
本研究量表设计主要包括两部分：师生群体的

人口统计学特征调查以及师生用户对高校馆健康信

息服务的需求。综合已有的相关图书馆健康信息服

务评价研究，本研究将高校馆用户健康信息服务需

求划分为图书馆员服务能力、健康资源、健康服务内

容、健康服务水平、健康服务环境与设施等方面，共

包括２４个评价指标。本次问卷调查基于 ＫＡＮＯ问
卷设计方法对２４个评价指标进行问题设计，采用李

克特五点量表进行表述，整体问卷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Ａｌ
ｐｈａ值为０．９１５，说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同质性信
度。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 ６７８份，回收有效问卷
６７５份，被试用户根据实际情况对自己通过图书馆
获取健康信息的情况进行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在关于用户对高校图书馆开展

健康信息服务的期望的调查中，８０％的被调查者提
出希望图书馆为用户建立个人健康信息服务系统，

７６％的被调查者提出希望图书馆利用移动终端为用
户提供信息推送服务，部分被调查者还提出希望图

书馆网站提供健康在线视频、健康信息在线查询、权

威健康机构网站链接等服务。关于用户对高校图书

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的认同情况的调查中，９３％的
被调查者表示愿意通过图书馆来获取健康信息服

务。调查发现，当前高校师生用户对高校图书馆开

展健康信息服务的认同度较高，但使用率普遍较低，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前图书馆馆藏信息资源老

旧、用户担心泄露个人健康隐私等。

２．２　基于ＫＡＮＯ模型的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型
的功能需求

结合上文论述的用户健康需求的分析结果，本

文基于Ｋａｎｏ模型提出面向师生、馆员、管理者的模
型功能需求分析模型，具体可以分为基础型服务需

求、期望型服务需求、魅力型服务需求［１０］（见表１）。
其中，基础型服务需求主要指师生用户对高校馆健

康信息服务的基本要求。此类需求若得不到满足，

则用户的服务满意度会大幅度降低。主要包括信息

自动采集机制、交互咨询机制、资源导航等基础性服

务内容。期望型服务需求主要指师生希望高校馆能

主动提供的服务项目，此类需求与用户的服务满意

度呈正比，服务项目的完成度越高，用户的满意度也

越高。主要内容包括健康资源精准推送、健康情况

动态追踪、健康咨询等服务，旨在满足用户群体的显

性需求。魅力型服务需求则主要是指智能化时代用

户健康信息服务的深度需求，属于用户意料之外的

需求，其主要内容包括健康数据决策服务、健康资源

建设服务、现代化的健康信息检索的设备服务等。

３　用户需求驱动下高校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型
的构建

用户需求驱动下高校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

型的实质在于基于 Ｐ２Ｐ网络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
融合知（健康知识普及）—防（日常预防）—医（就

医资源导航）—教（健康教育）等服务于一体，促使

健康信息服务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综合上文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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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馆用户对健康信息需求分析的结果以及健康信

息服务模型的功能需求，本研究以用户真实健康

诉求为核心，以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建设为目标，

以特色健康资源群建设为发展主线，注重资源的

整合，充分挖掘用户动态需求，运用 ＡＩ、大数据、区
块链等新兴技术创新传统的健康信息服务模式，

为公众提供智能化健康服务。在这个框架中，具

体包括感知层、资源数据层、技术处理层、智慧互

联层、用户交互层５个层级（见图１），其中感知层

由 ＧＰＳ、监控设备、无线网络、移动设备等组成；资
源数据层由用户需求库、馆藏信息资源库、外部数

据库等组成；技术处理层由爬虫、物联网、机器学

习、体感交互、语义识别等技术组成；智慧互联层

由信息加工、资源关联、资源审核、服务管理等模

块组成；用户交互层由健康资源导航、健康知识咨

询、健康素养教育等应用服务组成。感知层、资源

数据层、技术处理层为智慧互联层与用户交互层

提供底层资源基础与业务逻辑。

表１　基于ＫＡＮＯ模型的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型的功能需求分析模型

需求层次 需求内容 需求定位 需求挖掘

基础型服务需求
建立健康知识库、建立信息自动采集机制、建立

导航门户、建立交互咨询机制……
健康信息管理 图书馆、健康机构共同主导

期望型服务需求
健康资源精准推送、个体健康情况动态追踪、一

对一健康咨询、社区健康教育……
健康信息定制 图书馆、馆员共同主导

魅力型服务需求
健康数据决策服务、开展包含“知”“防”“医”

“教”的一站式服务供给……
健康信息决策 图书馆、健康机构、馆员共同主导

图１　用户需求驱动下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型

３．１　感知层
感知层旨在通过所布置的各类“感知器”，覆盖

健康领域的各个方面，将所监控、收集的健康信息进

行汇总与存储，为实现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基础性的

支持。信息的采集流程如下：利用物联网、机器学

习、体感交互、语义识别等新兴技术采集和分析用户

行为数据、服务环境数据等，进一步通过提取用户角

色与行为属性特征，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有效处理，

最终形成有价值的数据，存入资源库［１１］。

３．２　资源数据层
资源数据层主要用于资源存储以及数据的采

集，为健康信息资源导航与信息资源定制推荐提供

资源支持。该层通过采用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

聚类等大数据技术以及开源 Ｈａｄｏｏｐ云计算技术系
统部署数据集群，对经由感知层采集入库的数据进

行标引、预处理、清洗、转换等环节，将不同来源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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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按照相应主题进行统一存储与管理，以便后期的

分析与挖掘［１２］。

３．３　技术处理层
技术处理层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采用可视化、物

联网、爬虫、语义网、智能传感等技术对所收集到的

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从而获取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

为用户划定标签，进行用户画像的确定。如通过提

取用户的健康行为特征，精准定位用户的健康信息

需求、创设用户健康画像等。其服务流程可分为数

据自动采集、资源加工、资源关联、资源审核、服务交

互五个步骤。

３．４　智慧互联层
智慧互联层主要负责对后台管理系统的数据进

行序化与整理，从感知层输入流中导出与信息服务

相关的事件，实现对信息服务模型服务行为的实时

跟踪，为不同服务端口提供开放的服务产品。同时

通过互联化将信息服务平台与其他平台数据源的数

据进行连接，形成丰富的数据源。

３．５　用户交互层
随着“万物互联”这一理论概念逐渐变成现实，

用户与物理空间、移动终端、资源数据之间的交互形

式将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彼此之间将建立起多向交

互关系［１３］。用户交互层创设了连接公众、图书馆、

健康资源的关键场景，主要负责通过对后台资源的

整合与揭示为用户提供资源导航、咨询检索、健康宣

传、健康素养评估等多种服务。

４　用户需求驱动下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型内容
阐述

４．１　健康资源导航门户
健康资源导航门户采用基于本体的知识建模方

法，旨在实现健康信息资源云汇聚、信息资源分类浏

览、分面浏览及分主题浏览等功能，通过选取多方面

且权威的健康信息来源，对健康领域的相应名词，例

如，对疾病、药物、症状等进行标签识别，进而构建出

一个公众健康知识关联网络，为整个健康数据生命

周期的全流程管理、资源的智能分类与推荐提供一

个整合了权威的、科学的健康知识内容的健康特色

资源中心。

４．２　健康知识服务定制
现阶段的健康信息推送服务多数通过微信、邮

件、宣传单页等形式，并不能精准匹配用户的实际需

求。智能服务推送模块旨在利用Ｂｏｏｋｍａｒｋ工具、智
能 Ａｇｅｎｔ技术等完成健康信息的自动推送服务，完
善区域网络信息广播系统［１４］。在服务推送过程中

为便于满足不同类型的用户群体对于健康信息服务

的不同需求，采用“健康词汇宝塔”的形式从塔尖词

往下延伸构建各分类词表疾病控制及健康教育词表

体系。例如，汇总用户有困惑的问题进而集中反馈

给相应专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备解决方案的相应

服务产品，由系统自动将其推送给不同客户。

４．３　健康知识咨询
健康知识咨询模块旨在基于用户健康档案以及

在电子病历的基础上为公众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健康

信息服务。用户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将自身健康信息

需求、自身健康情况上传至平台，平台对数据进行清

洗处理后传输给权威医疗健康服务机构，由服务机

构在对用户的情况进行充分了解后，得出针对不同

用户的实际健康服务方案，对用户进行“一对一”或

“面对面”的答疑，搭建多通道、多方式的实时交流

互动机制，

４．４　健康信息管理
健康信息管理模块主要用于连接前端平台与后

台档案数据库，通过访问数据库中用户的个人信息

健康档案，对用户健康信息进行采集、检测、评估与

干预［１５］，其基本流程为首先通过采集用户的基本信

息、健康动态、健康档案实现健康检测分类；其次通

过分类标签识别，为不同类型用户制定个性化服务

方案；最后将方案整合至信息服务平台，便于用户查

找和数据共享。

４．５　公众健康素养教育
考虑到公众健康信息需求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的

特点，将公众健康教育模块分为个性化的健康教育

与大众化、普适化的健康教育两种形式。目前已有

的健康教育知识平台多数是与健康机构合作开发

的，教育内容多以居民日常病症防治、健康行为与健

康方式等常规知识为主。本研究拟从个性化、专业

化的角度为用户提供符合用户实际需求的健康教育

服务，运用人工智能与增量抓虫等技术动态追踪用

户的兴趣，分析其学习偏好、学习兴趣，主动推送健

康学习课程、学习方案等。同时，为微信、ＱＱ、微博
等提供外部接入端口，为用户定期推送健康信息普

及知识等。

５　结语
总体而言，国外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已初

见成效，在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面向公众开展健康

信息服务已成为当前所普遍关注的问题。高校图书

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获取信息的重要来

源，及时、准确、全面地向师生用户传播健康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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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提供可靠信息资源是其职责所在。基于此，本

研究通过融合“大、云、物、区、移”等技术改进传统

的健康信息服务模式，基于高校师生健康信息需求

与模型功能需求的分析，进一步梳理和勾勒出了高

校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型，全力推动“健康中国”

战略的实施，为健康服务发展带来新的服务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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