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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

图书馆花费大量的资金来采购各种类型的在线内容，以满足其用户的需求。
因此要不断地评估与这些内容相关的用户活动，以确保这些资金花得物有所
值。COUNTER 实施规范第 4 版通过以一致、可靠和兼容的方式来记录并报告
在线资源使用情况统计数据，从而帮助图书管理员展示电子资源的价值。 

COUNTER 向图书馆提供一系列电子书使用情况报告，其中记录了各个方面的
用户活动数据。本指南简要概述了每种类型的 COUNTER 图书报告，同时示范
了图书管理员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来使用这些报告的实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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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份 COUNTER 图书
报告

图书馆花费大量的资
金来采购各种类型的
在线内容，以满足其
用户的需求。因此要
不断地评估与这些内
容相关的用户活动，
以确保这些资金花得

物有所值。COUNT-
ER 实施规范第 4 版通

过以一致、可靠和兼
容的方式来记录并报
告在线资源使用情况
统计数据，从而帮助

图书报告 1 (BR1)/图书报告 2 (BR2)
出版商利用许多不同的采购模式向图书馆销售电子书内容。机构可以通过单用户
或多用户许可来单独购买电子书，或者也可以租用与全文资料库捆绑在一起的更
多书目的访问权。由于 COUNTER 可提供一段时间内电子书的总体使用情况数
据，因此图书馆能够获得有关哪些电子书在读者中广受欢迎/不受欢迎的有价值
的见解。COUNTER 图书报告 1 (BR1) 可按月份和书名来显示成功的书目借阅
总数，但该报告中的数据只有在供应商作为单个文件提供整本电子书时才能导
出。由于大多数出版商站点都以“节段”级别来介绍电子书内容（即在单独文
件中提供图书的章节或百科全书条目），因此可以采用 COUNTER 图书报告 2 
(BR2) 来运行更为相关的使用情况指标。它可按月份和书名来统计成功的节段借
阅总数。
 
单本电子书出现较高数量的节段/书目借阅次数，可能表明该书在用于支持某个
组织的教学和研究。另一方面，较小数量的借阅次数可作为图书馆员工的一个出
发点，据此来调查该特定电子书的访问难易程度、是否需要额外推广或者是否应
在电子书许可中添加更多的并行用户（因为这样用户就会更倾向于永久购买该电
子书）。低使用量也可能表明图书管理员应考虑取消全文资料库中租借的电子书
内容。

 

在 COUNTER 指标中加入资源成本有助于图书管理员将价值归因于其电子书采
购。每次使用的成本可通过将总资源成本除以总资源使用次数来确定。

COUNTER BR2 数据

使用图表和图形来可视化地展示成本和使用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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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管理员展示电子
资源的价值。 

使用 COUNTER BR3 数据查看电子书借阅情况，
因此图书馆能够获得

 
以图形或图表形式来可视化地展示 COUNTER 数据输出可帮助图书管理员更容
易确定和解读使用情况和成本趋势。最终，这就意味着图书管理员在进行电子书
采购或续租决策时可掌握更多的信息。

图书报告 7 (BR7)
COUNTER 实施规范将电子书“节段”定义为图书或参考书目的第一级细分。
在整个出版业中，不同供应商对电子书“节段”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并且出
版商使用各种各样的术语来定义“节段”级别的访问权。因此，节段借阅可指
图书馆用户访问电子书的章节、篇、节、百科全书条目甚至是单个页面。由于 
COUNTER 需要确保 BR2 数据涵盖所有类型的电子书结构，因此图书管理员在
对比不同出版商之间的使用情况数据时将面临潜在挑战（例如，出版商 X 是以
章节为准，而出版商 Y 是以页面为准）。只要服务提供商根据 COUNTER 实施
规范来完整定义其衡量的电子书“节段”，BR2 就能为图书管理员采集用户活
动数据。 

为了帮助解决对比出版商之间的 BR2 和 BR1 数据而可能引发的困
惑，COUNTER 将提供一个新的可选图书报告以供出版商在 2016 年实
施。COUNTER 图书报告 7 (BR7) 在会话中按月份和书名记录成功的唯一书目
借阅总数。BR7 将通过提供指定电子书书名的唯一访问总数来对 BR1 和 BR2 
数据进行核对。不管用户在会话期间下载了多少个“节段”（比如页面、章节或
整个电子书），BR7 都只会算作使用了一次。  
 

使用图形来可视化地展示使用情况数据的示例。

诸如实证采购 (EBA) 等最新电子书采购模式意味着图书馆在其电子书供应过程
中更加依赖用户活动评估。EBA 方法让图书馆可向其读者开放对出版商电子书
目录的大量节段甚至完整内容的访问。此类访问权适用于图书馆和出版商之间商
定的固定期限，而且通常会涉及预付款。限时访问结束后，图书管理员可分析 
COUNTER 图书使用情况数据，从而对通过该计划提供的热门电子书书目作出
信息充分的采购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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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报告 5 (BR5)
COUNTER 图书报告 5 (BR5) 会按月份和书名来汇总搜索总数，从而突出显
示图书馆用户在电子书书名级别所执行的搜索次数。这样将映射出 COUNTER 
JR4 中收集的数据，同时突出显示用户在出版商平台访问电子书内容所采用的
各种方式。 

图书报告 3 (BR3)/图书报告 4 (BR4)
COUNTER BR1 和 BR2（以及即将推出的 BR7）将提供图书馆永久采购或在
指定期间向服务提供商租借的电子书的使用情况数据。COUNTER 图书报告 
3 (BR3) 和图书报告 4 (BR4) 则重点关注不同的情况 - 被拒绝的电子书内容访
问。BR3 按月份、书名和类别来突出显示被拒绝的对内容项的访问，而 BR4 
则按月份、平台和类别来显示被拒绝的访问。 

BR3 和 BR4 使用情况统计数据显示了图书馆应考虑的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因为
它们显示了用户在单击内容无法检索的电子书。此类无法访问的情况可能是因为
图书馆没有访问权限，或者并行用户数超出了电子书许可中规定的限制。这种类
型的报告对于图书管理员评估其图书馆的当前电子书供应很有帮助，特别是涉及
到了有限用户书名的需求。BR3 和 BR4 数据提供未订阅/未获许可但可能相关
的电子书内容的用户活动证据，对于组织而言这种内容可能是更合适的财务投
资。 

零使用情况
许多图书管理员都要求提供有关完全未使用的电子书书名的报告，为此 
COUNTER 与供应商和出版商就此展开了充分的探讨。结果证明，此类报告由
于两大原因而无法实现。第一个原因是特定图书馆所采购的电子书数据包通常是
该图书馆或特定图书馆联盟所独有。第二个原因是在某些情况下纳入零使用书名
会使得 Excel 报告的大小失控。但是，COUNTER 将继续探索如何解决这一问
题。

使用 COUNTER BR3 数据来查看电子书的借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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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采用印刷（精装、平装或活页格式）或电子格式提供的任何长度的非连续
出版物。

图书 DOI  以图书类进行注册并用作该图书的唯一标识符的数字对象标识符 
(DOI)。图书 ISBN 可用于此目的。

电子书  采用数字形式的图书出版物，由可在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上阅读的文
字和/或图像构成。

ISBN（国际标准书号）  用于标识图书的唯一 10 位或 13 位数字。

参考书目  有关某个主题的权威信息来源，例如字典、百科全书、目录、手册、
指南、地图集、文献目录或索引。它们通常用于快速查找问题答案。

搜索（常规）  用户主导的知识查询，通常相当于将在线服务的搜索表单提交到
服务器。

节段  图书或参考书目第一级的细分，例如章节或 
百科全书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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