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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II 概况
NII 是日本唯一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也是日本具有国际性的大学、研究
所相结合的综合性学术研究机构。NII 一直在寻求信息学作为新学科创造未来的
价值，该研究所（NII），旨在推进信息相关的领域，包括网络，软件和内容整合
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其范围包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以及应用实践。NII 不断推动
科研环境的信息构建，为科学研究、教育及其他科研活动提供信息基础设施。加
强与其他大学、研究所合作，同时也面向企业、市民进行服务。
NII 有 70 余位研究人员，分为四大部门，即：情报学理论研究部门，该部门
主要研究情报学理论，发现情报学新的理论、方法，扩展在 NII 在全球的影响力，
保持在理论研究中的领先地位。信息系统框架研究部，该部门主要研究计算机软
硬件、网络构建和应用。数字内容和传媒研究部门，该部门以研究各种媒介类型
及数据分析为目标，重点在其特征分析、应用和产生过程中的理论、方法和应用
方面进行研究。信息和社会研究部，该部门主要研究信息和信息技术在人文社会
科学的跨学科应用，并面向需求进行信息集成的研究。NII 的研究人员的学科背

景极为多元，包括了数学、物理学、地球科学、化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历
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构建了多元化的学科特点。
我的老师孙媛所在的部门是信息和社会研究部，该部门有研究人员 13 名。
孙媛老师是东京大学教育心理学教育信息科学博士，其专业领域为科学计量学和
心理学，在日本该专业领域中卓有成效，在日本及国际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
科学专著 5 部，在国内外进行过多次演讲。参与开发日本科技论文引文数据库，
多年从事科学计量学研究工作，对科技统计、科研评价等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主
持文部科学省的“面向大学研究能力诊断的多维评价手法的开发”国家课题，参
与了“学部和学科变迁数据库”的构建工作，并从事“信息环境统计论”和“信
息环境科学概论”等教学工作。在文献计量学领域有较大的影响，是日本科学引
文数据库的创建人之一。
二．NII 信息服务构建现状
NII 是研究和教学机构，同时也是日本在信息服务实践的引领者，领导或者
作为主要的领导者，将研究成果与实践应用相结合，构建面向公众的信息基础设
施。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日本十分强调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信息共享，各
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意识比较强。NII 作为国立科研机构中唯一的一个
综合性的研究所在信息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实施中是业界的佼佼者。
NII 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了书目数据、文摘数据、全文、科研项目数据
库、学协会机构仓储、日本学术成果仓储数据库等等。
在日本广泛使用的 CiNii 数据库即是由 NII 领衔建设，集书目数据、文摘数
据、引文数据、全文数据为一体的检索系统。在 CiNII 中包括了以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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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CiNii 的数据库结构上明显地可以看出，CiNii 的构成得到了日本各研究
机构的协作，提供期刊、文摘、引文、图书的集成检索服务，提供与全文的链接
服务。在检索及原文获取服务中十分注意内容细节的揭示，数据跳转流畅，从文
摘到全文获取，从文摘到馆藏提供，准确、清晰，通过本地 OPAC 的信息为用户
提供了图书馆馆藏地、服务时间、服务内容和特别注意事项，给用户以明确的信
息获取方式。体现出为用户所想、注重细节的风格。CiNii 面向所有用户免费提
供服务，当第三方机构服务需要收费时，则通过用户注册管理的方式实现有偿服
务。CiNii 每周更新数据，在日本各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是常用的数据库之一。
CiNii 欢迎被第三方机构链接，给出了 API 接口、元数据标准，提供第三方使用。
从数据库的服务效果看，在数据描述的标准化，数据的规范化等方面都有很好的
积累和共识，不同数据库之间的互操作十分规范，真正实现了资源共享的良好状
态。

CiNii 在数据使用过程中，明确了每一个数据集的来源和版权拥有者，清晰
得说明了每个数据集的数据量、数据特色。具有很好的版权意识。CiNii 中所有
的日本出版的期刊都标注了开放获取、有偿与否的服务方式，并说明了开放获取
出版物的时间范围和卷期范围，根据数据完善的情况，不断修正信息，使用户对
可利用的信息一目了然。
NII 于 1992 年创建的日本引文数据库（Citation Database for Japanese
Publications，CJP ），以日本出版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期刊为对象，
累积收录期刊 1750 种，基本涵盖了日本出版的 STM 类的所有期刊。目前 CJP 中
有论文数据 200 万篇，引文数据 2290 万条数据。CJP 数据已经融入到 CiNii 服
务系统中，在 CiNii 系统中提供了论文的被引频次，但要了解论文被引的详细数
据需通过用户注册或者是机构注册后方可获得服务。用户注册认证时间为 2 周。
JAIRO 是日本机构仓储数据库。日本构建的机构仓储分别建设、集中检索，
JAIRO 目前有 359 家日本的研究机构以及国立、公立、私立高等院校，基本覆盖
了日本的全部高等院校，包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国
立研究所等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目前数据库中约有 212 万条记录。从数据
库记录数量看，在机构仓储中存储的记录数不少，但数据主要由各机构出版的学
校纪要（类似我国的大学学报）构成，这部分数据占 IR 数据总量的约 52%，而期
刊论文仅占存储量的 16.4%，其特色是具有科学数据集存储，包括气候观测资料、
建筑图谱等信息。在 JAIRO 中的全文服务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提供全文服
务，这时的全文基本是日本出版物。另外一种提供全文服务的方式是通过 URL 链
接实现，这时的全文涉及的都是国外商业出版的论文，当用户有权访问时方可利
用全文。JAIRO 自 2008 年以来的累积浏览量远低于本馆建设的 CAS IR-grid 的
浏览量。也许是全文服务的策略问题，并且在 CiNii 已经提供了全文数据的服务，
导致其 IR 的访问量不高。
NII 建设的其他数据库不再一一赘述，其共同特点是在所有数据库建设中，
数据处理全部采用招标方式，将数据外包给其他公司制作，NII 的人员进行质量
检查后将数据上线服务。其服务系统开发也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外包软件开发。
NII 提供详细的技术文档，公司按照技术文档一丝不苟地完成任务，精益求精，
在开发过程中不断讨论、完善，以达到最好的结果。在研究和开发过程中，研究
人员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一旦系统开发完成，实现了流程化、规范化的作业模式
后，研究人员不再投入精力，而是由专门的技术维护人员维护系统的正常运行。

这种模式的形成有赖于所有人员的工作的认真负责，以及工作规程的标准化、规
范化，同时也是因为在系统开发、服务过程中强化所有人员对数据内容、项目目
标的一致性理解，从而提高了在流程中标准化、规范化的控制。
NII 不仅为科研人员服务，同时也为市民服务，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讲座，有
经济理财也有科普知识。由于 NII 是教学机构，也会举行面向学生的各种讲座。
面向企业宣讲研究所的研究内容，从而获得企业的关注、合作和投入。NII 在服
务方面是多元化的。
三．日本学术期刊出版概况
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发展历程以及数据应用中，与期刊有比较紧密的关
系，对期刊的发展也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在日期间，对日本学术期刊的发展进行
了了解，并进行了中、日两国学术期刊的对比研究。
日本学术期刊由日本的学协会组织出版，在日本只有学协会组织出版的期刊
才被定义为学术期刊。日本大学或者是研究出版的连续出版物，虽然经过同行评
议，公开发行，但在日本的数据描述标准中将其定义为“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以区别与“Journal Article”
日本学协会有 1700 多个，其中医学领域的学协会组织比较多，有 550 家。
当学协会成员到达 400 人以上时，可以申请注册出版期刊，当学协会成员不足
400 人时，该会不得出版期刊，若该会需要出版期刊时，提出特别申请，批复后，
即可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学协会出版 3 种期刊，一种日文期刊，一种英文期刊，
一种普及性期刊。截止 2013 年，日本学协会共出版期刊 2450 余种，其中英文期
刊 425 种，425 种期刊中有 350 余种期刊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期刊。
日本期刊的办刊模式为学、协会会员参与办刊，学协会中的事务人员承担编
务的工作，而非专职人员承担编务工作。学协会会员组成编辑委员会，其中的常
任委员负责将稿件分发给相应的学科领域专家进行审稿，审稿是学协会会员的会
员义务，正是应为是会员的义务，所以审稿工作就是一种义务工作，没有费用。
审稿工作实现双盲审稿。投稿后稿件容许修改三次。学协会会员在本学协会期刊
上发表论文不需要版面费。
学协会期刊的运行费用是通过会员每年缴纳的会费支持。企业可以通过赞助
的形式为学协会提供费用。一个学会的所有会员免费得到一份期刊。学协会在科
研工作和科学交流中发挥了不少作用，是学术交流的很好的渠道，研究人员都是

一个甚至多个学会的会员。日本学术期刊不仅是本土出版，同时也与国外知名的
出版社合作出版，在自然科学领域，日本主办的英文期刊中有约 80 种期刊与
Springer、Wiley-Blackwell 等出版商合作。
在日期间，日本文部省正在开展一个针对日文期刊发展的调查。关于期刊语
种及不同语种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问题，被多个国家所关注，特别是英语是非母
语的国家，如何平衡本国语言期刊出版及国内学术交流、国际学术交流的关系，
中国也面临着这个问题。该项调查结果将历时 10 个月，在 2014 年的 7-8 月间提
交调查报告。
中、日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不同。从期刊出版的模
式看，中、日期刊都没有由出版社出版，而是隶属于研究机构或者学协会，都处
于分散出版的状态。从期刊的运营情况看，日本学术期刊出版没有市场的压力，
只是完成期刊出版即可，我国学术期刊出版虽然有一部分期刊由单位全额支持，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期刊需要自负盈亏，有一定的经济压力。从期刊的学术定位看，
日本期刊有英、日两种主要文字期刊，英文期刊定位于国际交流，日文期刊强调
为日本国内服务，日本的科研成果多用英文发表，因此造成了日文期刊水平的下
滑，也影响了科研成果的交流，这个问题也是我国期刊界反复讨论的问题。有研
究将中国、日本进入 SCI 的期刊数量进行比较，我国期刊进入 SCI 的数量为 140
种左右，日本进入 SCI 的期刊为 240 余种，这种差别的存在一方面是期刊质量的
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期刊语言的原因，我国出版的英文期刊数量少于日本英文期
刊的数量。从期刊的影响力方面分析，利用 SCI 的数据统计，中、日两国出版的
英文和本土语言的期刊，明显可以看出英文期刊的影响力要好于本土语言期刊。
因此期刊的发展定位是重要的，如何兼顾国内、国际的学术交流，期刊界需要统
筹规划。回归期刊的本质是承载科学研究成果，并起到传播、培训的作用，面对
各国科研工作者，各种语言期刊存在有其必然性。如果期刊的目标定位是提升国
际影响力，期刊的语种选择必然是英语，并且应该是国际化的稿源，形成国际学
术交流平台。如果从期刊服务于作者与读者的定位看，本土语言和多语种期刊的
出版也是期刊出版的方式，不仅满足了本国作者的需求，并通过多语言的交换方
式，向更广泛的学术范围推广科研成果。

四．收获与感受

日本办事认真的风格被世人所知，在日期间有更深切的感受。无论是在数据
库建设方面，还是在项目研究中，标准、规范、尊重、合作共赢，资源共享是共
性。
在工作中深刻体会到，第一是对他人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尊重，科研行为
都遵循科学研究的精神，尊重他人，遵守规则，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科研成果
的共享提供了基础。第二，注重细节，关于工作内容、项目开展进行反复讨论，
不少问题都是很微小的，但他们坚持要统一认知，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讨论
论文时，要求结论被反复验证，提出详实的论据和充足的参考文献，并要求规避
华而不实的内容。第三，遵守标准规范，一旦有标准，则人人遵守，通过流程化、
标准化的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相关的标准规范尽可能地采用公开的方式，提供
其他用户借鉴。第四，加强合作。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研究方向各异，研究团队组
合任意，以项目和研究兴趣为主导，在工作中即尊重个人研究兴趣，发展个人的
能力，又鼓励团队之间、机构之间的合作，形成了良好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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