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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 意为联网电子资源在线使用情况统计 (Counting Online Usage 
of NeTworked Electronic Resources)。我们的网站是 http://www.
projectcounter.org/ 

COUNTER 是针对现代信息环境而成立的首家或首批标准组织之一。该组织已
成功促成出版商和图书管理员展开协作，共同制定并维护电子资源的使用情况
统计标准。此外，它还确保大多数主要出版商和供应商向全球图书馆客户提供 
COUNTER 使用情况统计数据，以此方式遵守此标准。

COUNTER 发布的实施规范是统计电子资源使用情况的标准。它还会维护并公
布符合 COUNTER 要求的供应商和出版商的登记表。要符合纳入登记表的资
格，出版商必须通过其 COUNTER 使用情况报告的年度独立审计。该流程可确
保供应商和出版商向其图书馆客户提供一致、可靠而兼容的使用情况数据。  

本指南介绍了 COUNTER 期刊使用情况报告，以及图书管理员如何利用数据来
为决策制定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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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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通过以标准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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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使用情况报告，其中采集了各个方面的用
户活动。本指南简要概述了每种类型的 COUNTER 期刊报告，并且示范了图书
管理员根据组织的实际情况来使用这些信息的实用方法。

期刊报告 1 (JR1)
期刊报告 1 (JR1) 可按月份和期刊突出显示成功的全文文章借阅总数。图书管理
员通常可使用 JR1 指标来分析其机构提供了访问权限的在线期刊的用户活动。
统计数据可能与各个期刊订阅或捆绑了大量书名的全文数据库相关。由于 JR1 
可提供x选定时间段内各个书名的文章下载总数，因此图书馆能够对获得有关哪
些在线期刊在读者中广受欢迎/不受欢迎的见解。图书管理员可能会觉得将期刊
分组为基本使用类型（如高、中、低）会很有帮助，使得他们的分析更易于理
解。这些使用情况区段的限制可以由图书馆员工设置，并且会因机构而异。

例如，一个图书馆可能会选择将任何指定期间内下载数超过 100 次的书名分类
为“高使用频率”；而“中使用频率”可能表示下载总次数介于 51 和 100 之
间，诸如此类。可定期审核使用情况范围，以便检查图书馆提供的期刊是否为组
织内的师生提供了足够的支持。确定为“低使用频率”的书名可能提示图书管理
员调查该特定内容的访问难易程度，是否需要额外的资源推广或者有无取消的可
能性。 

在 COUNTER 指标中加入资源成本有助于图书馆更有效地评估其在线期刊采
购。每次使用的成本可通过将资源总成本除以选定时间段内的总资源使用次数（
如下载次数）来确定。在图书管理员评估在线期刊使用情况时，该成本可能是关
键因素，并且有助于讨论所采购的在线资源的价值。 

生成使用组以便为在线期刊分析提供相关情况。

有时候图书管理员在核对多年订阅的资源使用情况和成本时此信息会非常有用。
在这些情况下，务必要包括零使用情况的期刊书名，因为它们会对最终单次使用
成本的计算产生影响。例如：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订阅成本    100 英镑   103 英镑   106 英镑 
书名 A 使用情况   50   50   50 
书名 B 使用情况   20   0   0 
书名 C 使用情况   50   50   50 
使用合计 1  120   100   100 
每次下载的成本  833   1.03 英镑  1.06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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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主要期刊出版商和供应商才会提供零使用书名的使用情况统计数据。
全文集成商（例如 ProQuest 和 EBSCO）并不提供，这是因为其平台的配置使
得他们无法运行零使用情况报告。

以图形或图表形式来可视化地展示 COUNTER 数据输出可更方便地确定和解读
随时间推移的资源使用情况和成本趋势。最终，这就意味着图书管理员在进行采
购或续租决策时可掌握更多信息。  

期刊报告 1a (JR1a) 和期刊报告 5 (JR5)
如果组织要提出一些有关其采购内容的用户活动数据的具体问题，那么有多个 
COUNTER 期刊报告都能提供更精细的期刊指标。期刊报告 1a (JR1a) 可按月
份和期刊提供存档中成功的全文文章借阅总数。出版商倾向于在不同采购模式中
销售期刊覆盖范围，从而提供“最新”和“存档”内容的单独订阅。如果通过过
期刊物来获取存档访问权的机构对确定源自较新内容的使用情况不感兴趣，则可
以导出 JR1a 数据来查看相关存档使用情况。如果图书馆希望检查期刊书名出版
物特定年度的使用情况数据，则可以使用期刊报告 5 (JR5)，其中会按出版物年
度 (YOP) 和期刊来详细介绍成功的全文文章借阅总数。 

期刊报告 1 GOA (JR1GOA)
如果图书馆支付了开放访问权文章处理费 (APC)，则可能会对 COUNTER 期刊
报告 1 GOA (JR1GOA) 感兴趣，因为它关注的是经常使用的开放访问权出版
物。该报告按月份和期刊来提供成功的金卡开放访问权全文文章借阅总数。如果
图书馆打算通过 COUNTER JR1 来计算期刊的单次使用成本值，从表中 JR1 统
计数据减去 JR1GOA 指标即可提供更准确的单次使用成本。开放访问权书名不
会包括在最终报告中，因此并不会让使用情况和成本输出出现偏差。 

使用图形和图表来可视化地展示成本/使用情况数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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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报告 4 (JR4)、期刊报告 3 (JR3) 和期刊报告 3 移动版 
(JR3M)
部分可选 COUNTER 期刊报告突出显示了用户在访问出版商平台上托管的出版
物格式的电子内容时可采用的不同方式。期刊报告 4 (JR4) 可按月份和馆藏来
概述运行的搜索总数，从而显示在日期馆藏或服务级别搜索文章的图书馆用户数
量：这映射了 COUNTER 数据库报告 1 的内容。期刊报告 3 (JR3) 可按月份、
期刊和页面类型来详细介绍成功项目借阅总数，而期刊报告 3 移动版 (JR3M) 
可提供相同信息，但针对的是移动设备上的使用情况信息。图书馆可能会有兴趣
探索经常使用的在线出版物的节段，特别是非文字内容方面，比如视频、音频和
图像。由于图书馆用户可通过各种各样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连接到在线内容，
因此图书管理员可能会选择使用 JR3M 统计数据来调查用户的访问习惯，同时
创建能够增强新设备和技术使用的支持服务和策略。 

期刊报告 2 (JR2)
除一个之外的所有 COUNTER 期刊报告均为图书馆永久采购、在特定订阅期内
租用或通过开放访问权途径连接的期刊内容提供使用情况详细信息。期刊报告 2 
则重点关注不同的情况 – 按月份、期刊和类别来报告被拒绝的对全文文章的访
问。该报告显示用户尝试通过图书馆连接的未订阅或不可访问的期刊。这些统计
数据通常称为记录在供应商平台上的内容“拒绝情况”。

使用 JR2 统计数据按最高拒绝情况数字对期刊排序。

JR2 统计数据显示了图书馆应考虑的未得到满足的需求，因为用户在点击无法检
索的内容。此类型的报告可能对正在考虑取消低使用量期刊书名或者在为新资源
制定预算的图书管理员有帮助。JR2 提供在替代且可能相关的期刊内容上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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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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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  因仍有价值而得以保存并且出版商经常作为单独采购提供的期刊、书籍、
文章或其他出版物的非最新馆藏。

文章处理费 (APC) 为了让访问点的文章免费而向出版商支付的费用。虽然开放
访问权原则推动了研究和学术成果的免费提供，但研究论文并不是免费创作的。
在 APC 系统下，出版物成本将从读者（通过订阅和付费门槛）转移给作者。
注：如果您的资助机构在支付 APC，则通常会要求文章具有 CC-BY（知识共享
署名许可）。

全文文章  所有的文字内容，包括全部参考资料、图形和表格，以及随之出版的
任何补充材料的链接。

金卡开放访问权  出版时立即提供且不向用户收费的文章访问权。为了支付金卡
开放访问权的成本，出版商通常会向作者或其机构收取一笔费用，即所谓的文章
处理费 (APC)。

期刊  特定学科内采用某种品牌且持续推出的一系列原创论文的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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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由 COUNTER 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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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chell Dunkley 是莱斯特 De Montfort 大学 (DMU) 图书馆和学习服务的高
级信息助理。他是图书馆内容投放团队的一员，负责管理包括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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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 感谢 IET（工程技术学院）对本指南的大力支持。

本指南 © 2016 Mitchell Dunkley。本指南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
使用”的条款发行的开放获取指南，只要注明原作出处即可用于商业和非商业再
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