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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文献定制服务

单光宇，卢一鸣∗，屈武斌，张成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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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献学习是科研人员跟踪领域进展，思考课题发展的必要途径。 为了解决移动端跟踪文献的繁琐问题，本文借助移

动互联网即时性、便捷性、个性化等特性，开发了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文献定制服务。 该服务通过解析用户输入，动态匹配自

构建的期刊名表，索引 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实现期刊个性化订阅、文献查询、影响因子查询等便捷功能。 对于提高科研人员的文

献学习效率，降低追踪文献的时间成本具有较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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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学习是贯穿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过程，对
本学科领域的各类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追踪对于

培养科研嗅觉，了解领域进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文献追踪的效率直接影响到科研效率，据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ＮＳＦ）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

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的时间需占全部科研时间的

５１％［１］ 。 因此，提高文献追踪的效率便成为一项重

要工作。
随着科技的发展，文献追踪从过去的图书馆查

阅到今日的网络检索，科研人员的科研效率大幅

提高［２］  。

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到来，智能手机

已经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３］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国内移动互联网总数已达 ８．８３ 亿户［４］ ，而
微信在中国大陆的市场渗透率已达 ９３％［５］ 。 毫不

夸张地说，微信已经走进每个人的生活。 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微信的普及为再次提高科研效率提

供了良好契机。
微信公众平台是基于微信的服务平台，它的可

二次开发性使得更加高效的文献追踪成为可能。 随

着期刊数量的增加，如何高效便捷的获取文献便成

为了重要的课题。 当前科研人员使用的文献服务例



如 ＰｕｂＭｅｄ［６］ 、ＭＥＤＬＩＮＥ［７］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８］ 虽然能

够在服务类目上提供一定程度的适用性，但存在操

作过程繁琐、条目过多、移动端体验不友好等特点，
难以满足高节奏的科研需要。 因此，本研究着重于

文献追踪的友好性与高效性，开发了基于微信公众

平台的文献定制服务 ＰｕｂＭ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ｅ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
（ＰＣＲ） Ｓｙｓｔｅｍ。 该服务能够自动识别用户输入、利
用文本挖掘技术匹配自构建的关键词和期刊名表进

行 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索引，并且定时推送新增文章到

用户微信号中。 除此之外，考虑到科研人员即时查

询的需要以及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关注，我们继续开

发了文献实时查询以及期刊影响因子即时查询等模

块，较好的提高了本服务平台的立体性。

１　 平台功能介绍

本平台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语言，引入了广泛使用的

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以及文本挖掘技术为研究人员提供

便捷的文献定制服务。 该服务主要包括三个主要功

能模块：（１）期刊文献订阅（支持关键词＋杂志）；
（２）文献实时查询；（３）期刊影响因子实时查询。

基本工作流见图 １，用户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关

注使用：（１）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见图 ２）；（２）进
入微信，添加公众平台，输入 ＰＣＲ，进行关注。

图 １　 公众平台基本工作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ｉｃ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图 ２　 平台二维码

Ｆｉｇ．２　 ＱＲ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１．１　 ＰｕｂＭｅｄ 文献个性定制

对于持续追踪领域内文献，关键词显得尤为重

要。 此外，每个领域都有特定的优秀期刊。 为提高个

性定制的友好性，本平台极大简化了用户的输入负

担。 用户只需在对话框中键入关键词及杂志名称，后
台能够利用文本挖掘技术自动匹配关键词与期刊名

并索引 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将文章数量、文章题目、摘要

等关键信息存入目前广泛采用的非结构化数据库

ＭｏｎｇｏＤＢ 中。 一旦新增文章，便能够定时为用户推

送，保证用户能够及时得到关注领域的最新文章，较
好地提高了科研人员的文献追踪效率（见图 ３）。

图 ３　 使用关键词与期刊名的订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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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文献实时查询

定制好用户的搜索模式后，针对科研人员的需

求特性，我们继续开发了文献实时查询模块，可以直

接通过本微信公众平台实现文献查询。 用户只需要

简单输入想要追踪的关键词及期刊名称，平台通过

索引利用文本挖掘技术建立的关键词－杂志名称映

射表自动对其识别并调用 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查询（见
图 ４）。

图 ４　 目的关键词的文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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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增强平台的友好性，方便用户操作，
本平台还对部分展示系统进行优化，包括：（１）建立

人性化引导机制，简化用户操作难度；（２）使用正则

表达式，对输出结果进行部分限定和过滤；（３）提供

二次追踪服务，用户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文章查看摘

要内容（见图 ５）。

图 ５　 目的文章的摘要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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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期刊影响因子查询

在建立起文献个性定制以及实时查询两个功能

模块后，我们了解到研究人员对便捷查询期刊影响

因子的需求，于是开发了期刊影响因子查询模块。
期刊影响因子是研究人员选择投稿期刊的一项主要

参考指标，了解目的期刊历年来的影响因子变化趋

势也有助于辅助研究人员进行决策［９］ 。 为此，我们

收集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ＪＣＲ）［１０］的所有影响因子数据，构建起了影响因子

数据库。 基于该数据库，我们针对用户的查询期刊，

绘制六年影响因子趋势变化图即时返回给用户，较
好的提升了用户体验。

另外，为了增强移动端的友好性，我们还在后台

进行相似度计算，尤其是在用户不明确知道期刊名

时，利用全局数据库比对，动态推荐杂志（见图 ６）。
为了方便用户查看，对检索结果建立二次链接，只需

点击图片便可以得到该杂志的六年影响因子趋势变

化图，十分便捷（见图 ７），对于帮助科研人员了解领

域热点，理解领域的前景与深度具有重要意义［１１］ 。

图 ６　 影响因子实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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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Ｎａｔｕｒｅ 六年影响因子趋势变化图

Ｆｉｇ．７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ａｒ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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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估计推荐算法的用户满意度，我们检测了 ２０
位用户的二次操作查找率（即按照推荐杂志进行查

找的操作）。 评估原则为：（１）不进行任何干预，输

错杂志名的用户自动入实验组，记录前 ２０ 个用户信

息；（２）结果表明，１７ ／ ２０ 的用户在二次操作中查找

推荐杂志，我们认为推荐算法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即
推荐的杂志基本满足用户的心理预期。

２　 讨　 论

随着文献数量的急剧增长、科研节奏也在逐渐

加快，如何高效率的获取文献，追踪领域进展成为科

研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文设计开发了本

公众平台，较好的完善了科研人员移动端追踪文献

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开发功能模块，我们还对服

务器进行了较为完备的压力测试，保障其可以承受

高并发的用户需求，并且对计算出的杂志影响因子

趋势图进行了 ＣＤ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加

速，在用户查询时，输出图片可以动态切换到离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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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最快的网络节点进行传输，保障了查询的稳定

性、时效性，平均反应时可达到 ０．２ 秒，基本达到即

输即现，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
然而，正反共存，优缺同在。 作为依托微信的服

务，既享受到其提供的便捷服务，还受到诸多限制，
例如发送消息的长度、发送图片的规格、消息展示的

风格等等。 因此，下一步将继续针对微信公众平台

的优势与不足，找到一个平衡点，以期在接受限制的

情况下开发更多便捷高效的服务，例如出具统计报

告。 对用户操作进行适当的群体行为分析，出具统

计报告有益于用户了解查询群体的兴趣点所在，对
于规划研究方向，了解研究热点能够起到一定的辅

助作用，这也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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