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 期

住宅小区是城市建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管

理好小区对带动当地城市的整体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尽管近些年来，住宅小区内部的门禁、监控

等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给小区管理提供了便利， 但现

阶段在管理住宅小区的过程中，在物业与业主之间，
由于缺乏便捷的沟通渠道， 导致多数业主不愿意参

与到住宅小区的管理中[1]；在安防方面虽然有监控系

统但是监控的数量和范围有限， 导致住宅小区仍然

存在安全“ 死角”，而众多的业主只要拥有便捷的“ 工

具”就可以帮助物业扫清这些安全“ 死角”，为住宅小

区的安全添砖加瓦。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为住宅小区提供智能化程度

高、操作简便易行、信息集成化的管理方式，笔者经分

析了解到当下住宅小区信息管理中的痛点在于信息

的采集和传递，依托腾讯公司提供的微信公众号开发

平台，对比微信开发与原生应用开发在难度和成本方

面的优势，提出一种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区信息上

报系统（ 以下简称信息上报系统）设计方案。

2 系统概述

2.1 微信公众平台与信息上报系统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 数据传递一般需要经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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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客户端、微信服务器、第三方服务器以及第三方数

据库服务器，其中，微信客户端负责采集数据，微信

服务器负责存储临时数据包和转发数据包， 第三方

服务器负责接收和处理微信服务器转发的数据包并

实现相关业务逻辑， 第三方数据库服务器负责存储

数据。 各个模块之间各司其职又进行着以数据为纽

带的联系，微信服务器与第三方服务器之间以 XML
格式传递数据[2]。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这种开发模式， 信息上报

系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提供各类接口和服务模式，
来着力实现住宅小区中的信息上报问题。 通过信息

上报系统， 业主在微信端即可阅读物业发布的小区

公告、上报小区中的异常情况、方便地发布失物招领

信息。 例如，业主在小区门口发现有垃圾未清理，那

么打开微信中的信息上报平台，录入语音现场描述、
拍照、定位再上报至系统，系统立即根据预定义的消

息分发策略，通知相关工作人员。
其系统间数据流展示如图 1 所示。

图 1 信息上报系统数据流展示图

2.2 系统结构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区信息上报系统结构主

要包括信息上报、数据处理、消息分发三个模块。 信

息上报模块主要负责与微信服务器的通信和上报数

据的初步“ 加工”。数据处理模块主要包括业主、工作

人员、物业管理人员的业务操作（ 主要包括各角色权

限分配、信息上报、处理结果、行为监控等）以及与微

信服务器和信息上报系统数据库之间的数据操作。
消息分发模块主要用于业主和工作人员之间的消息

推送。
其系统功能结构如图 2 所示。

图 2 信息上报系统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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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功能模块， 若使用微信公众号内部的

功能进行操作，如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地理位置来

进行数据的逐条采集，需要等待上一条数据处理完，
才能处理下一条数据，不利于信息的完整性，也不够

灵活。 本系统为了提高操作的灵活性和保障信息的

完整性，消息的通知统一使用文字链接的形式，用户

点击文字链接即可进入相关的功能模块， 上报信息

的采集和展示统一使用 HTML5 页面来完成，充分利

用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 JS- SDK 技术来采集语音、图

像、地理位置信息，让用户更加便捷地填写信息和查

看信息。 此处，利用 Bootstrap 和 jQuery 框架，可以使

信息发布界面自适应于各类尺寸规格的移动设备[3]。

3 系统功能与工作流程

3.1 系统功能

将 微 信 公 众 平 台 应 用 于 小 区 信 息 上 报 系 统 ，
把业主、工作人员、物业管理人员统一在一个平台

下，降低了信息传递的复杂性，便于及时通讯。 为

满足信息上报系统需求， 本系统主要包括了以下

几个功能：
（ 1）角色绑定：小区业主、工作人员和物业管理

人员通过扫描小区公众号二维码等渠道进入“ 信息

上报系统”，绑定用户信息即可使用。
（ 2）权限分配：对于业主、工作人员、物业管理人

员，根据其绑定的角色来分配相应的预先设定权限，
权限统一由物业管理人员进行分配。

（ 3）信息采集：小区业主打开信息采集页面，选

择信息分类，根据页面提示录入语音信息，拍摄现场

照片，填写少量文字，地理位置信息等，主要的问题

分类包括治安巡防、卫生保洁、水电报修、失物招领

等，物业管理员则可以发布公告。
（ 4）信息处理：系统对上报信息的处理包含以下

几个过程：推送相关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确认、状态

反馈给业主、工作人员处理结果反馈、通知业主、业

主确认及评价。
（ 5）信息存储：在收到业主上报的信息后，系统

先将用户上传至微信服务器的多媒体文件下载到本

地进行存储，然后根据问题标签进行分类，将上报信

图 3 信息上报系统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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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存入数据库。
（ 6）消息推送：系统服务器在业主、工作人员之

间发布消息通知及小区相关公告信息，例如，状态反

馈、失物招领、小区通知等。
（ 7） 信息管理： 业主上报的所有信息都将被记

录， 物业管理人员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监管整个

小区的上报信息， 对于不合理的上报信息进行及时

处理。
3.2 工作流程

在系统运行时， 业主在微信客户端发送信息上

报的请求，将语音、图片等数据上传至微信服务器，
微信服务器将数据包转发至系统服务器； 在对转发

数据进行解析后，请求微信服务器接口，下载语音、
图片到本地保存，同时将数据信息存入系统数据库。
系统服务器根据上报信息的类别， 调用微信服务器

的消息推送接口， 向相关工作人员的微信客户端推

送待处理消息；待工作人员处理完成后，向系统服务

器提交处理结果，经系统服务器将数据存入数据库，
向业主的微信客户端推送处理结果信息， 业主将确

认、 评价信息反馈到系统服务器， 并存入系统数据

库，整个上报过程结束。
其系统工作流程如图 3 所示。

4 设计思想与实现过程

4.1 信息上报

信息上报作为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区信 息

上报系统设计的核心功能， 集成了微信开发最为

核心的技术———微信内的网页开发工具包， 简 称

JS- SDK，它提供了图片上传与下载接口、语音上传

与下载接口、地理位置信息接口等，主要是为了满

足对信息采集的多方面要求，通过信息上报功能，
可 以 全 方 位 的 采 集 各 类 信 息，主 要 有 文 字，语 音，
图片，地理位置[4]。 在使用过程中，业主可以根据需

要，上报自己所采集到的信息，工作人员对于已经

对业主上报的问题处理完成后，也可以采集图片，
语音等数据，将其反馈至系统服务器，其操作过程

与业主相似。
JS- SDK 使用步骤如下：
1.绑定域名，即在微信公众号平台配置系统服

务器所绑定的域名；
2.在 H5 页面引入微信官方的 JS 文件库；
3.通过 JS 库中的 wx.config()函数接口注入权限

验证配置；
4.通过 JS 库中的 wx.ready()接口处理成功验证；
5.通过 JS 库中的 wx.error()接口处理失败验证；

该模块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提供的语音上 传 接

口，可以方便的调用手机的录音功能，将用户说的话

录制成语音，上传到微信服务器，再利用平台提供的

下载接口将语音文件下载到系统服务器上， 实现语

音数据的永久性保存， 同时将语音在系统服务器上

存放的地址与其他文字信息一起存入数据库中，这

样就可以有效保存上报信息的所有数据。 对于图片

的处理，和语音上传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信息上报模块除了调用微信公众号开发平台提

供的多媒体上传接口外， 还需要将从住户或者业主

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初步的“ 加工”，因为这些数据是

零散的， 直接将其上传到系统服务器则需要对这些

数据进行处理，增加了系统服务器的“ 负担”，所以在

信息上报模块将这些数据进行 JSON 序列化处理[5]，
形成一个个的“ 报单”，处理完成后交由数据处理模

块解析，既降低了模块之间的耦合度，也提高了数据

处理的效率。
4.2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主要负责各个模块信息的解析、分类、
汇总。这里只是在上传语音、图片等多媒体素材时与

微信服务器进行通信， 即业主有提交图片或者语音

信息， 那么微信服务器会将这个媒体文件的 Medi-
aID（ 媒体文件 ID）返回给系统服务器，在系统服务

器端进而调用微信公众平台的下载接口将文件下载

到本地进行存储[6]，业主所提交的这些文字、语音、图

片、地理位置等信息，就是上文提到信息上报模块之

后的“ 报单”；其他非媒体素材的上报信息不经过微

信服务器，直接提交到信息上报系统服务器，信息上

报系统服务器收到的“ 报单”内容如下：
{

Msg: "",
hashed_id: UUID,
CateID: aCate.F_ID,
OpenID: appCommons.Datas.UserInfo.F_ID,
Title: " 垃圾未及时清理 ",
Desc: " 这边的垃圾昨晚开始就没有清理， 味道

很大，请及时清理 ",
Address: "6 幢 4 层 ",
MediaID: hhls.getObjJson(me.Datas.Info.Medias),
Keywords: aKeywords

}
该“ 报单”包含：上报用户的 OpenID、上报信息

的分类标签 Keywords、 文字描述 Desc、 语音 / 图片

MediaID、地理位置信息 Address。 在收到“ 报单”之

后，信息上报系统服务器要做的是解析其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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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报单” 中的标签进行分类并生成一个唯一的

ID 编号存储到数据库中进行保存，不同的“ 报单”以

唯一标识的 ID 编号进行区分，之后调用消息分发模

块将该消息推送指定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点击该

链接查看该消息后，可以选择进行处理或者忽略，若

选择处理，则该上报信息就会被锁定，并且通知上报

者已有工作人员确认处理了这一条信息， 其他工作

人员无法再进行确认处理。
在工作人员处理完成后， 同样可以将语音，文

字，图片反馈到系统服务器，系统服务器查询上报

这则消息的业主向其定向推送处理结果，上报者可

以对“ 反馈单”进行确认完成、评价等操作，为了方

便物业的管理，在整个上报过程中，物业管理人员

可以对所有上报的信息进行核实和监控，其中的每

一个环节都会被记录，以便物业后期对信息进行汇

总和统计。
4.3 消息分发

消息分发是信息上报系统提供了不同的用户对

应于不同的角色任务，能够上报、处理和接收的信息

不尽相同。 为了使消息分发适应业务的需求并增加

消息分发的灵活性， 这里是采用流行的基于角色的

访问控制（ RBAC）模式，简化了权限管理，能够有效

的实现不同角色的权限控制 [7]，不同角色各司其职，
接收各自的消息互补干扰， 很好的维护了消息分发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本系统的主要角色有物业管理

人员，工作人员，业主，其权限分别如下：
物业管理人员：查看 / 发布 / 删除小区公告、查

看上报信息、添加 / 删除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查看小区公告、接收 / 查看 / 反馈上

报信息。
业主：查看小区公告、提交 / 查询 / 评价上报信息。
在消息分发的时候， 消息分发模块会根据收到

的信息， 解析出这条信息应该由某个人或者某类人

接收，所以这个分发过程可以是一对一（ 单发） ，也可

以是一对多（ 群发） 。对于业主上报的信息，首先由信

息上报系统服务器解析出“ 接收者标签”，然后根据

“ 接收者标签”去数据库服务器查询这个标签对应的

“ 接收者角色”，再由角色确定到具体的“ 接收者”，由

于可以实现定义好“ 标签 - 角色 - 人员”视图，所以

整个查询过程并不耗时。当有了这个“ 接收者”（ 本质

（ a）信息上报页面 （ b）上报问题状态页面 （ c）业主个人信息页面

图 4 信息上报系统运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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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用户的 OpenID） 之后，调用微信公众平台提供

的消息推送接口， 向其以 POST 方式提交如下格式

的 JSON 字符串：
{
"touser":[
"OPENID1",
"OPENID2"
],
"msgtype": "text",
"text": { "content": "<a href=”信息页面 url”> 您收

到【 卫生清理】消息，请及时查看 </a>"}
}

这里的 touser 表示接收消息者， 里面填的是工

作人员的 OpenID，类型为文本类型，以及相关信息

页面的 URL，就可以将信息文字形式发送至工作人

员的微信公众号上。工作人员只需在公众号内点击

链接或者图文消息即可查看到业主提交的上报信

息[8]，进行相应的处理。
当工作人员处理完成后， 可以将处理结果 （ 语

音、文字、图片）提交到系统服务器，系统服务器则根

据“ 报单”的 ID 编号确定上报者的 OpenID，调用微

信消息推送接口向其单发处理结果。

5 运行与实施

本系统已稳定地运行于常州市新北区府琛花园

小区中。 通过微信客户端的添加朋友或者扫一扫功

能关注信息上报系统服务号。 关注成功之后绑定用

户信息，即可使用信息上报系统。图 4 为基于微信公

众平台的小区信息上报系统运行界面,（ a）为信息上

报页面，（ b）为上报问题状态页面，（ c）为业主个人信

息页面。

6 结 束 语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小区信息上报系统， 实现

了沟通及时性、处理方便性，利于物业集中管理住宅

小区，同时充分调动业主管理小区事务的积极性，实

现业主与物业沟通“ 零距离”。通过实际应用，证明了

系统的可行性和可用性， 达到了系统设计的目的和

使用需求，提高了住宅小区管理的效率，促使业主积

极参与到小区建设和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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