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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交媒体浪潮
  >  社交媒体的发展促进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改变       

>  基于社交媒体服务是图书馆发展趋势 
   >  如何突破过去模式及创建新思路
   >  多媒体技术与图片服务无缝的对接

二.设计与技术的实施
   >  图片数据库的设计与实施 
   >  图片数据库的技术选择 
   >  技术实施分析 
   >  定制及解决的问题 

三.图片数据库内容的定制 
   >  实现的流程 
    >  内容定制
    >  功能和效果 
    >  类Pinterest图片数据库的优势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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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出现

    可能很多人并不理解Twitter存在的
理由，更不理解Google和Facebook为什
么都要收购Twitter，最不可理解的是
Twitter创始人Evan Williams和Biz 
Stone拒绝了Google和Facebook的开价。

                   社交网络很有发展价值

理念：进行社交网络化图书馆资源建设        



新媒体的发展

    《移动浪潮：移动智能如何改变世界》的作
者迈克尔-塞勒认为，社交网络和移动技术的合
力将在未来10年它们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并
将最终改变商业、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移动浪
潮来袭，如果没有做好冲浪的准备，那么你将
会被一场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巨变卷走。 不论
你是普通个人，还是商业领袖、公众人物，
《移动浪潮》都能为你提供指引，帮助你移动
智能浪潮来临之时如何引领新的世界。   

 理念：社交网络移动化图书馆建设；        

     交互式学习、交互式资源建设



未来社交媒体的全景

信息技术第五次浪潮即将为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



未来媒体技术的全景



未来移动媒体技术的应用
 移动终端的各种应用

  QQ      MSN    旺旺     91秀   UC浏览器  Opera  大众点评  大牛新闻  人人网  新浪微博   QZONE

系统工具

OPEN HOME  360手机卫士  TasKiller    搜狗    91熊猫桌面  诺顿杀毒    Androbex

词典查询

金山词霸     Google地图       Google Earth                           墨迹天气      摸手百科Weather 
Clock Wiget



图书馆交互服务新思路

    交互阅读：短阅读、微阅读、碎片化阅读……
  交互服务：微信、微博、微服务
  交互情景：移动网页、LBS(位置服务)、二维码识别
  移动交互：APP、RWD（响应式网页设计）、HTML5、、、、
  交互设计：手机、手表、眼镜、
  

社交媒体的状态，改变了生活模式：实时营
销、内容、视频和移动。空间的不断变化和
技术的快速发展，「从设备到人」为主题，
图书馆如何透过与日俱增的变化向读者提供
服务和资源。



  2014年社交媒体的趋势

      
     1.  运用社交媒体的最佳
实践。
      2.  通过短小视频，向可
视故事转化  。  
      3.  Google +的规模和重
要性将继续增长 。     
      4.  将会更多地关注情境
营销。
      5.   以流动通讯技术驾驭
未来的教与学。
      6.   利用流动通讯技术提
升全民信息获取与实现新纪
元的发展目标。
 

谈到社交媒体的状态，表现空间的不断变化
和技术的快速发展，



图片数据库设计理念

         基于社交媒体的类pinterest交互模式进
行图片数据库建设的思路。在开源社交网络
平台上以类pinterest软件搭建图片数据库平
台，以此建立专家学者图片库群，建站者可
以轻松构建一个以学者网络关系为核心的交
互网络，建站者可以有序的组织图片的上传、
布局、展示，站点用户可以通过图片墙等功
能模块修订、记录、展示、上传、分享自己
拥有的图片，同时了解知识好友图片动态，
获取和补充网络性的图片知识源。



设计理念

      基于社交媒体的类pinterest交互模式进行图片数据库建设的思路。

    Pinterest是图片社交分享网站。Pinterest采用的是瀑布流的
形式来展现图片内容，无需用户翻页，新的图片不断自动加载在页
面底端，让用户不断的发现新的图片。2013年Pinterest已进入全球
最热门社交网站前十名，Alexa2012年的数据显示Pinterest是全美
访问量第16大的网站1,全球排50名。GlobalWebIndex2013年统计全
球社交网络大排名Pinterest的排名提升到第14名3。



             



Pinterest及类Pinerest

      Pinterest 
   Pinterest是图片社交分享网站。Pinterest采用的是瀑布流的形式来展现
图片内容，无需用户翻页，新的图片不断自动加载在页面底端，让用户
不断的发现新的图片。 

目前目前PinterestPinterest已进入全球最热门已进入全球最热门
社交网站前十名，社交网站前十名，Alexa2012Alexa2012年年
的数据显示的数据显示PinterestPinterest是全美访问是全美访问
量第量第1616大的网站大的网站,,全球排全球排5050名。名。
GlobalWebIndex2013GlobalWebIndex2013年统计全球年统计全球
社交网络大排名社交网络大排名PinterestPinterest的排名的排名
提升到第提升到第1414名。名。  



类Pinterest

             国内借鉴Pinterest模式产生了很多类Pinterest模式利用瀑布流这种形
式网站，如美丽说、蘑菇街等，中国类Pinterest 网站超50家。

    类Pinterest网站有三种：

    一是电商导购，这类网站居多如蘑菇街和美丽说，使用户碰到瀑布流
后爆出采购的火花；

    二是兴趣图谱，解决如何更好收藏，整理自己喜欢的东西的问题，如
花瓣；

     三是不是前两者，但借用瀑布流展现形式，来做自己的事，可以宣传

、造星等，如几分钟网，零食控等。 



设计关键问题分析

      硬件平台的多样性，平台软环境的多样性 。
   各种屏幕尺寸、分辨率。
   各种操作系统平台：Android、Symbian、
WindowsCE、iPhoneOS、Linux…。
在移动环境下，如果让图片加载更快、浏览更方便。
   具有类Pinterest的图片展示模式。



图片数据库应用特点

      
Pinterest依托“视觉+兴趣+瀑布流布局”组成
的独特交互展示途径，旨在让用户不断发现
和分享新图片，页面底端自动加载无需翻页
功能，让用户不断发现新图片并为用户提供
在线上传、收藏、分享、观看图片的功能。
她的主要元素和使用方法：把自己感兴趣的
东西用类似图钉钉在钉板（PinBoard）上。



图片数据库应用特点

      
•Pinterest功能特点：①Pin（订上）：把你喜欢的
图片 Pin 到一块白板（Board）上，类似于做简报
；②Repin（在订上）：看到你的好友 Pin了一张好
图片，你可以把它 Repin到自己的白板。类似于
Twitter中的 Retweet；③Share（共享）：图片可
以来源于Facebook、人人网等社交网络或B2C购物
网站，也可以被分享到各个平台；④Board（展示
板）：相当于一本独立的相册，按照不同的主题和
兴趣来划分。⑤有网络版和安卓版，适合移动阅读
。



类Pinterest.com的功能实现

      类Pinterest功能 扩展效果

图片分享 继承+重写

兴趣分类 图片展示+瀑布式网页设计

SNS+电商 宣传+造星

交互模式 抄袭+微创新

图片墙 发现尚未察觉的所好

图册 收藏、剪辑

移动客户端布局 移动端布局即时体验感好

强制简化的互动 让图片信息处理过程简单化



图片分享类

以图片的收藏和分享功能为主

通过产品图片引导用户消费

社交电商类



类Pinterest优势

      Pinterest模式的图片展示方式在常规和移动终端比传统的图库模式更具有
优势和使用性。我们建设的图片墙数据库就是基于web2.0的类Pinterest
图片社交交互式分享及特有的展示方式来聚合图片墙。 



构建类Pinterest图片数据库技术分析 

      应用软件有：应用软件有：

主要特点：
①成本低，只要开发一个适合于本品牌的应用就可以了。
②持续性，一旦用户下载到手机成为客户端，那么持续性使用成为必然。
③信息全面，移动应用能够全面的展现数据的信息。
④品牌建设，提升设置品牌实力，移动应用可以提高数据展示的品牌形象，提升
品牌实力。
⑤随时服务，通过移动应用对数据浏览，及时的在应用上进行上载和评论、交流
和反馈。
⑥跨时空，互联网具有的超载时间约束和空间限制进行信息交换的特点。
⑦精准，每一款手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配套的应用。
⑧互动性强。
⑨用户粘性，用户一旦用户将应用下载到手机，应用中的各类任务吸引用户，形
成用户粘性



类图片数据库建设的平台软件及实现 

      
平台软件：选择开源的类Pinterest软件 
       主要考察了拼图软件pinshow、方维、pinphp、美丽说、堆糖等开源软件。
       方维兴趣图谱系统，即移动兴趣社区系统，使用方维兴趣图谱系统，用户可
以将喜欢的的图片收集到自己的图格里，构成兴趣的集合，展现自己的收藏品味。
        堆糖网最早是受到豆瓣、人人、开心等社交网站相册和活动的启发，做出
了产品原型，后来根据国内用户的需求和使用习惯出发，发展了自己的产品体系，
与国外的Pinterest属同期独立发展，堆糖网具有比较浓重的本土化特色，除了与
Pinterest类似的广场之外，堆糖还有“小组”和“专辑”板块。去年5月份开始受到了
Pinterest的影响，网站布局开始借鉴pinterest，采用瀑布式视图展示。
         鉴于此我们重点考察具有兴趣图谱功能，能够更好解决收藏，简洁清晰的
导航，细化的导航分类，整理自己喜欢的东西，或可以来做自己的事，如宣传、
推广等互动。



图片的来源

       以交互来源为主，就是专家学者的拍摄独照、合影等各类照片，其他来源
有：

①专家自拍和自上传；

②个人博客：blogspot等；

③社交网络站点：人人网、腾讯等；

④用户上传类网站：Flickr、Tumblr等；

⑤图片分享类网站：ffffound、weheartit等；

⑥垂直类网:站高等学校网站、二级单位网站、研究类单位的网站；

⑦搜索来源：各类型站点；

⑧其他用户上传图片等



图片数据库的设计流程

      
站点设计：以学院为一级类别，
以专家为二级类别，具有图片说
明、注册、评论、浏览、喜欢、
关注（收藏）、转帖、互转、分
享、上传、下载、统计、其他网
站收集工具（发现）、图片墙、
图集、焦点图片等功能。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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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Pinterest实施过程

• 登陆及注册：如果之前没有用过类Pinterest，可以快速注册登录，
有些软件支持或者使用人人或QQ的账号登录，登录类Pinterest后就
可以浏览所有其他用户张贴的图片了。

• 浏览贴图：用户们会将照片张贴到某个张贴版上，如果你对张贴版上
的一张照片感兴趣，那么由于上面的照片提供了类似的内容，因此整
个张贴版都会吸引到你。你也可以按类别浏览图片，点击图片还可以
查看其所属的张贴版及上传图片的作者，甚至该作者的其他作品及他
所关注的其他用户等等。所有的图片都可以添加喜欢和评论，因此过
一段时间之后你也可以很方便的找出它们。可以将图片分享至其他社
交网络，也可以存储至本地。转发图片也同样简单，只需点击两次，
在转发的时候还可以编辑图片的描述。

• 张贴照片：从任何地方张贴，也可以通过收藏书签的方式，输入网页
的地址然后选择需要张贴的图片9。



• 平台：

            以拼图网等开源软件建立图片展示平台：类Pinterest的模式比较
适合图片库的建设，它依托“视觉+兴趣+瀑布流布局”的独展示交途径
，在图片信息爆炸的时代，以学院或学者为“圈子”结交网友，增加亲
和度。

              建设专家图片库的效果

 PintuxiuPintuxiu：：
          拼图秀拼图秀--基于兴趣图谱的社会化分享系统。基于兴趣图谱的社会化分享系统。

拼图秀基于拼图秀基于CodeIgniterCodeIgniter，结合自身的架，结合自身的架

构经验，设计了一套扩展性极强的基础构经验，设计了一套扩展性极强的基础
框架。拼图秀是完全的模块化设计，各框架。拼图秀是完全的模块化设计，各
模块间都拥有开放的接口，支持插件开模块间都拥有开放的接口，支持插件开
发和基于官方发和基于官方  开发规范进行二次开发开发规范进行二次开发  。。

          系统采用系统采用php+mysqlphp+mysql开发，可运行大多开发，可运行大多

数服务器上。数服务器上。



图片格式的选择

      

手机图片格式主要有9种格式，别分为BMP、
JPEG、JP2、GIF、TIFF、PNG、EXIF、
WBMP、MBM。选择图片格式要考虑清晰
度高、占空间小、通用性高、应用广泛并适
合移动终端，具有无损压缩的图片类型。如：
GIF、JPG等。 

      根据图片清晰度的要求：
待机图片的清晰度， 图片的清晰度不是由其
体积大小 KB 决定的，图片是由：①图片本
身来源的清晰度；②图片的复制次数；③图
片的修改放大率；④图片的分辨率是否和手
机支持的分辨率相匹配；⑤图片的色泽与手
机的匹配程度；⑥图片的格式。



图片格式的选择

      



类Pinterest应用范围

– 支持云存储 
– 支持图片远程抓取 
– 支持视频分享 
– 时光轴设计 
– 多国语言支持 
– 多套风格切换 
– 支持第三方登录接口 
– 支持链接地址伪静态

 拼图秀最新的版本为 
v4.2，这个版本只支
持半开源，某些功能
需要注册购买，但在
网上还是能找到早期
的全开源代码，也能
满足一般的需求。



实施效果

      

      以开源软件建立专家学者图片展示平
台：类Pinterest的模式比较适合图片库的
建设，它依托“视觉+兴趣+瀑布流布局”的
独展示交途径，在图片信息爆炸的时代，
以学科或学院图片为“圈子”结交志同道合
的学友，增加用户的信任度。



类Pinterest专家图片数据库的效果

      



类Pinterest专家图片数据库的效果

      



类Pinterest图片数据库优势和可扩展性 

             图片数据库的建设是借助社交媒体、网络
媒介成为图片传播途径，通过社交互动、用户
自主更新内容与交互更新的衍生模式。 
 
       基于社交媒体图片数据库平台的建立重点
在于对专家学者的图片有效集成及扩散式的推
广与阅读宣传。



类Pinterest图片数据库优势和可扩展性 

      
      这种模式可以进行高校活动的图片墙的设计。
      2013年图书馆使用社交网络的趋势表明：图书
馆将会增加对类Pinterest，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用
图钉钉在钉板，采用的是瀑布流的形式展现图片内
容，无需用户翻页，新的图片不断自动加载在页面
底端，让用户不断的发现新的图片。下一步我们要
做的工作是学生毕业季，毕业生图片墙的设计。在
图书馆大的电子显示屏上，在毕业季上传上他们认
为最具风采的照片，来彰显阶段学业结束的毕业季
的特色。



   可以普及移动终端的使用

      Pinterest模式的图片展示方式在移动终端比传统的图库模式
更具有优势和使用性。可以建设基于web2.0的类Pinterest图
片社交交互式分享及特有的展示方式来聚合图片资源。 

对比分析，可以考虑以对比分析，可以考虑以WAPWAP为主来建设为主来建设

网站，并同时建设以当下最多的网站，并同时建设以当下最多的
AndroidAndroid平台的移动系统作为配套使用平台的移动系统作为配套使用
的的APPAPP客户端。使其具有客户端。使其具有web2.0 web2.0 特性特性
的原型交互，互动式上载等性能。的原型交互，互动式上载等性能。 



     移动终端的普及

             类Pinterest移动终端网站可能成移动互联网入口，在移
动终端上布局，直观体验性强，有趣、习惯、有用。类
Pinterest也加强了对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布局，类Pinterest作
为图片分享网站，都有可能成为移动互联网入口。
       在将来的发展中，要增加类Pinterest模式的视频档资源
的发布、上传及展示,使其成为在移动终端集图片、多媒体为
一体的视觉分享网站。



优势 

      
①更高的捆绑效应：“视觉+兴趣+瀑布流布局”的模式能

够更好地起用用户，从而带来忠诚度更高的用户的捆
绑效应。

②具有品牌认可：视觉感受好，众多人精心处理的图片
，理解度高，美观性强，可以作为品牌推广的方式得
到用户的认可。

③增加用户的忠诚度：在图片信息爆炸的时代，以学校
图片为“圈子”结交志同道合的学友，增加用户的忠诚
度。



          优势 

      

④最大限度的平衡：瀑布流布局是用户体验的突破，最大限
度的体验、欣赏图片带来的效果。既美观又有实用度达到
最大限度的平衡。

⑤满足“收藏癖”：群人不断发现和分享新图片，满足“收藏癖”
。

⑥域范围的分享：互助建库理念，创意性强，学术圈注册，
域范围的分享性。

⑦传播时代性人物 ：Pinterest可以设置聚焦人物的专栏，传
播爱好者的趣味并激发灵感和创意，并传播时代性人物 。



合作与共享 

             社交网络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合作。你浏览
Pinterest的图片，可以通过链接对其他图片进行分
享，这样不用上传就能进行资源的共享并获得相应
的关注和推广，依赖于各社交网络平台之间的合作
与共享。实现圈友相关网站的合作对象，可以选择
图片网站和各类社交网站，也可以选择独立机构和
个人网站等等。

       通过合作与共享，不仅能够极大地方便用户使
用、满足用户需求，更可以提高知名度、扩大品牌
、扩大专家人脉，扩大信息源，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 



衷心感谢专家指教衷心感谢专家指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