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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园框架下学院微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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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信息爆炸时代的今天，大学生更倾向于通过手机来寻找想要的资讯。精准化传播、移动化服务、近距

离互动无疑是新媒体的优势，而其中微信公众号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本文通过第三方接口api、微信小程序、大数

m

据、javaweb等关键技术设计并实现了智慧苏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让师生足不出户即可感受微查询、微校园、微资讯
等一站式全方位的人性化校园服务。拓宽了校园文化传播途径，增加了校园文化内容和凝聚力，促进了校园文化和校园

co

生活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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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college students are more inclined to use mobile phones to find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want.Precision communication,mobile service,and close interaction are undoubtedly the advantages
of new media,and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popular one.This pape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the
Intelligent Suxin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through key technologies such as third-party interface API,WeChat

ww
w.

applet,big data,and java web,so that students and teachers can experience the user-friendly campus services of microinquiry,micro-campus,micro-information and so on without leaving home.The application has broadened the spread of
campus culture,improved the content and cohesion of campus culture,and promote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ampus
culture and campus lif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Keywords:intelligent campus;WeChat public account;platform;integrated information service

1 引言(Introduction)

如：学院通讯录、学院大学生活动节、科技文化周、学院新

微信作为时下最热门的社交信息平台，也是移动端的一

闻、学院通知、学院快递、学院义卖、学院点歌等。本系统

大入口，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结合学院实际，我院在微

的开发主要是为用户摆脱传统的网页访问方式，访问时不再

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领域实现的功能不够健全，比如开通苏

受地域、时间等条件的约束，让用户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访问

州信息图书馆微信平台，但该微信平台目前仅提供找书、借

这些信息，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教师和学生。

阅/续借、查看图书馆公告等功能。无法满足教师及学生的

2 需求分析(Requirements analysis)

其他信息需求。另外，缺少对学生学习方面的私人定制，比

智慧苏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是基于微信平台开发的线

如课表查询、成绩查询、学校空教室查询、英语四六级考试

上线下资源整合平台，将学生所需的各类服务进行整合并扩

查询、专转本信息查询等。缺少对学生生活的私人定制，比

充，学生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所有的需求，从而更快

基金项目：苏州信息技术职业技术学院教科研项目“基于微信的学院综合服务平台建设”(2016YK02)；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互联网+”的泛在式教学模
式探索与实践”(JS/2018/GH021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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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学院微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研究。希望通过本课

4 微信综合服务平台菜单设计(Menu design of
WeChat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题的研究，能够解决课表查询、成绩查询、空教室查询、电

4.1 账号申请

捷、高效的解决自己的问题[2]，因此提出本课题：智慧校园框

子图书查询、专转本信息查询等学生学习服务，以及解决学

在注册过程当中，账号有服务号、订阅号两种分类，其

院新闻、学院通知、学院快递、学院义卖、学院点歌等学生

中服务号是给企业或组织提供更加强大的业务服务于用户管

生活服务。在智慧苏信微信公众平台上将学生服务需求与微

理能力，帮助企业快速实现全新的公众号服务平台。主要偏

信公众平台进行信息资源整合，能够让学生跨越地域限制、

向服务类交互，比如企业、政府或其他组织 [3] 。订阅号是为

冲破时间和电脑渠道等条件的约束，更好地为学生提供一站

媒体或个人提供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构建与读者之间更

式全方位的人性化校园服务。

好的沟通与管理模式。考虑到学校是综合性地提供教学和研

3 关键技术及总体框架(Key technologies and
overall framework)

究条件的高等教育机构，非营利组织，因此我们选择服务号
作为研究的起点。希望通过此微信公众号为学院师生提供绿
色、健康的生态环境，努力打造一个教学管理、教师与学生
之间交流和服务的优质平台，给予师生更多的选择和便利，

具，Navicat for Mysql数据库可视化工具，易查分学生成绩

进一步降低沟通和交流成本，并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4]。

发布系统，Python语言，微信Web小程序开发工具，腾讯微

4.2 自定义菜单

校API等第三方接口，使用不同的开发语言和开发工具，设计

微信平台支持自定义菜单，申请者可根据自身需求设置

并实现了不同的功能模块。系统功能模块与开发技术对照如

平台对话框界面底部菜单栏，并可为其设置相应动作。用户

图1所示。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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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在作品开发和设计的过程中，采用多种关键技术，分别
是微信公众平台在线自定义菜单、Java web管理系统开发工

通过点击菜单可跳转到平台设置的相应网页。目前，微信公

智慧苏信微信公众平台采用C/S三层架构模型来实现，
即界面层、业务逻辑层、数据访问层。区分层次的目的即为

级菜单下最多可创建五个子菜单。
菜单创建得恰当，平台才能整合更多资源，提供更加全

cz

了“高内聚，低耦合”的思想，结构明确，降低层与层之间

众平台的自定义菜单支持最多可创建三个一级菜单，每个一

面的服务[5]。根据微信公众平台的特征和高校智能综合服务平

架如图2所示。

台的内容需求，设置微资讯、微查讯、微校园三个主菜单，

w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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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赖，有利于标准化和各层逻辑的复用。总体架构设计框

其包含的子菜单模块可用不同的内容形式编辑，平台目前支
持图片、语音、文字、视频、动画等元素的单独或组合编
辑。菜单结构如图3所示。

图1 功能模块与开发技术对照图

Fig.1 Functional module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comparison chart

图3 智慧苏信综合服务平台菜单结构图

Fig.3 Menu structure of smart suxin integrated
service platform

5 微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的功能开发(Function
development of WeChat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根据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该平台致力于为学院全体教
职员工提供便利，为学院全体在校学生提供服务，为关注学
院发展的社会群体提供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平台[6]，在上述基于
C/S三层体系架构总体框架之下，进行功能设计，各模块具体
实施功能和核心代码如下。
图2 系统总体架构

Fig.2 Overall system architecture

5.1 通讯录模块
在微信平台上，可以查询全院所有教职员工的联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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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搜索的过程中，支持精确查询和模糊查询两种方式，

response.getWriter().print(cons);

在搜索栏中输入教师姓名全称便可直接查询教师的联系方

}else {

式，这种属于精确查询。但实际查询过程中，有些老师往往

response.getWriter().print("err");

记不清楚要查寻老师的准确姓名，因此提供了模糊查询的功

}

能，在搜索栏中任意输入姓氏便可以把同一姓氏的所有教师

}

信息查询到，解决携带纸质版通讯录的烦恼，给全院师生提

//进行异步请求

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流程设计如图4所示。

function ax(){

获得数据

$.ajax({
url:"/SzituWeiXin/InfoServer",
async:true,

data:{"first":first},

m

type:'POST',

co

success:function(data){

for(i=0;i<data.length;i++){
图4 通讯录查询流程图

var ob=data[i];

Fig.4 Address book query flowchart

lod(ob.id,ob.title);

z.

5.2 学院通知模块的实现

}

实现方法为使用大数据Python的爬虫技术进行通知数据

$(".load").text("");},

爬取，使用urllib的request方法进行网站地址请求，Request

error:function() {

方法返回html格式数据，对html进行转码，用BeautifulSoup

cz

$(".load").text("刷新失败");

库进行html数据解析获取数据，使用pymysql连接数据库，将

alert("请求失败");

获取的通知数据写入库数据。实现了通过移动端设备及时获

dataType:"json"

rj
g

取通知信息，查看通知内容，下载通知附件到本地手机，以
及查看通知附件中的内容。核心代码设计如下：

//post请求接收参数first传递给查询数据库的工具类
//数据库工具类返回查询结果

//将title跟id添加到list中response返回json数据

ww
w.

protected void doPost(HttpServletRequest

},

});

}
//更新界面
function lod(url,title_a){
$('<div><img src="images/inform.png"><a href=/

SzituWeiXin/InfoCon?id='+url+'>'+title_a+'</a></

request,HttpServlet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div>').addClass("inform").appendTo('#con');}

ServletException,IOException {

5.3 学院新闻模块
采用了微信Web开发工具，自定义新闻页面布局，设计

		

request.setCharacterEncoding("utf-8");

		

response.setCharacterEncoding("utf-8");

了独特的新闻样式，增加了点赞和评论内容，以列表的形式

		

if(request.getParameter("first")!=null) {

全方位生动直观地展示了学院新闻主页面，单击还可跳转到

int first=Integer.valueOf(request.getParameter("first"));

新闻详情页面，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除此还增加了新闻的

List<Inform> list=Result.query(first);

收藏和取消收藏，以及发表评论等相关功能，微信小程序的

List<InfoTitle> infos=new ArrayList<>();

文件结构如图5所示。

Gson gson=new Gson();
for (int i=0;i<list.size();i++) {
String title=list.get(i).getTitle_id();
String id=list.get(i).getId();
infos.add(new InfoTitle(id,title));
}
String cons=gson.toJson(infos);

图5 微信小程序的文件结构

request.setAttribute("list",list);

Fig.5 File structure of wechat ap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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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智慧苏信微信公众号，在自定义菜单中添加成绩查询子

Page({

菜单，在菜单内容为跳转到网页，将刚刚赋值的页面链接粘

/**

贴到页面地址后方的文本框中，单击保存即可。此时在移动

* 页面的初始数据

端微信公众号里面即可完成成绩查询，成绩查询前后台的交

*/

互如图6所示。

data:{
indicatorDots:true,
autoplay:true,
interval:3000,
circular:true,
useData:[]

m

},
/**

co

图6 成绩查询前后台的交互

* 生命周期函数--监听页面加载

Fig.6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ront and the back of

*/

score query

onLoad:function (options) {

z.

5.5 课表查询模块

console.log(newsData);

学校中课表变动如家常便饭，比如：当某班级有活动

this.setData({

时会临时调课、教师外出开会时又会临时停课、学期末课时

useData:newsData.initData

动，如何给学生提供充足的信息和快捷的手段查询呢？那么

},

使用微信查询课表将十分方便。因此在智慧苏信公众平台上

/**

*/

增设课表查询功能，让学院师生用手机就可以查课表，简单

rj
g

*跳转详情页

不足时又需要申请补课，诸多情况会导致课表随时会发生变

cz

})

goNewsDetail:function(event){

var newsId=event.currentTarget.dataset.newsid;

wx.navigateTo({url:'news-detail2/news-detail2?n

ww
w.

ewsid='+newsId;
})
}
})

5.4 成绩查询模块

成绩查询实现的关键技术详解：按学期汇总各班学生的
期末考试成绩，利用易查分新建查询，步骤如下：第一步：

快捷，而且还能智能区分单双周。
从技术实现角度来看过程如下：登录腾讯微校，登录
统一身份认证管理平台，选择服务商登录，在学校列表申请
对应学校的权限，获取学校身份认证开发接口、信息同步接
口、卡面字段同步接口、教务应用数据接口等，在应用广场
中，选择教务，即可查看查课表和查成绩图标。
设置在智慧苏信公众微信号中关联课表查询：在PC端
登录微信，搜索腾讯微校公众号，在公众号中输入课表两个
字，即可使用教务功能查询，输入学生的账号、密码、验证
码，单击确定按钮，即可查询到本周课表。设计思路及使用
流程如图7所示。

设置查询基本资料，输入查询的名称即可。第二步：设置查
询内容，上传Excel成绩表格。第三步：设置查询条件，请
选择查询登录页需要输入的内容、查询登录页提示文字、查
询结果页提示文字等，即可完成成绩输入。会生成一个二维
码，可以将该二维码分享给学生或家人查看。
如果要放到微信公众号中，还需要做如下工作：第一，
在电脑端登录微信，搜索成绩查询易查分公共号，打开进入
之后单击成绩查询系统，即可打开苏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成

图7 成绩查询前后台的交互

绩查询系统，在整个页面中显示了每个学期的成绩，点击页

Fig.7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ront and the back of

面上方的复制链接地址按钮，即可复制该页面链接，第二，

score 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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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调用第三方接口实现的功能模块

自习室而发愁时，可通过空教室查询获取；当学生正在埋头

天气查询：该模块调用第三方API接口实现，此时手机需

苦学两耳不闻窗外事时，微信平台的便会将学院最新新闻和

要开启定位功能，可查询到目前所在地的天气状况，内容包

通知人性化地推送到学生的手机；当学生想知道日夜苦换来

括温度值、生活指数、未来几日的变化趋势单击15天预报，

劳动成果时，借助微信平台便可瞬间获取自己的考试成绩；

可查询未来15日的天气状况，单击40天的天气预报，可查询

当学生生病就医、外出乘车、获悉天气状况时，借助微信平

未来40日的气温走势及天气概况。

台更会给学生带来家人般的温暖呵护和指导，轻轻点击即可

公交查询：该页面可查询本地公交，提供三种查询方

获取所需信息。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学院智能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可显示经过该站点的所有公交车，用户单击某公交车便查看

的功能将会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比如：通过平台接口连接到

该公交车经过的所有站点。在线路查询中，输入线路名称

MOOC资源库或者在线开放课程平台，供全院教师参考学

705，可显示往返两条线路，单击可查看该线路所经过的站

习国内外最新最好的校本资源备课，给全体学生自主学习拓

点。在换乘查询中，需输入出发地和目的地，单击查询按

展，形成线下课堂和在线学习的深度融合 [7] 。革命的道路很

钮，可出现从起点前往终点的若干条线路。

长，智慧苏信微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将会在校园文化内容、

co

医院查询：单击医院查询，便可显示苏州市的所有医

m

式，线路查询、站点查询、换乘查询。输入公交站点名字，

兄弟院校间的信息交流、社会群体的关注度起着巨大的促进
作用，必将给高校教育带来更好的服务。

院，比如广济医院，可看到该医院的医院简介、门诊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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