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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文摘索引型数据库与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走出去”

□顾烨青∗

　　摘要　面对“走出去”的时代需求,中国人文社科界应走出以人文社科期刊进入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社科引文索引(A&HCI)作为国际化唯一标志的误区.争取进入各学

科领域的国际知名文摘索引数据库,也是提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学术界“可见度”的重要

途径之一,图书馆学情报学也不例外.文章从沿革发展、收录的出版物等方面,对以ProQuest和

EBSCO旗下图书馆学情报学数据库为代表的国际主流图书馆学情报学文摘索引数据库进行了

系统梳理和分析.调研显示,上述图书馆学情报学文摘索引数据库在我国的知晓度和利用度均

不足,其收录大陆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的数量比台湾少.文章还介绍了 ProQuest和 EBSCO 收

录期刊的准则,建议大陆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积极争取被其收录,从而推动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

期刊“走出去”.
关键词　文摘　索引　数据库　引文索引　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 “走出去”　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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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综合性引文索引、学科文摘索引与中国人文社科

期刊“走出去”
面对当今世界思想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为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影响力,党中央早在

２００４年１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

科学的意见»(中发〔２００４〕３号)文件中就提出“要大

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

措施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１].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文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中又提出了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２].随后

教育部又印发«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
划»(教社科〔２０１１〕５号文件)[３].作为学术交流平

台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无疑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走出去”的重要载体.
然而,在国内人文社科界膜拜SSCI和 A&HCI

的心态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被不少人简

单理解为SSCI化、A&HCI化,期刊编辑部大多数

只关心一个问题———如何进入SSCI、A&HCI,却没

有意识到进入SSCI、A&HCI只是提高中国学术期

刊国际显示度的途径之一[４].SSCI、A&HCI作为

综合性的引文索引检索系统,其收录的来源期刊是

有一定数量限制的,如SSCI主要偏重收录英美等英

语国家的出版物,德国和北欧国家的很多重要学术

刊物并不在内(从评价角度看,这些欧洲非英语母语

的国家也不主动谋求被收录,他们往往在本国有自

己的一套成果收录评价体系,如挪威的“当前研究信

息系统”[５]).同时为了平衡地区间的收录,其所收

录的少量亚、非、拉美地区的刊物又会挤占一些欧美

刊物的名额.诚如«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执行主

编朱剑所言“收入SSCI的一些论文,确实代表了某

些领域的国际一流水平;但这不等于说国际水平的

论文(特别是非英语期刊和论文)都被它们一网打尽

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６].
其实,在国际学术界很多学科领域内部都有着

自己的一套期刊论文收录体系,在纸质时代是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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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文摘、索引检索刊,进入网络数字时代后升级为

文摘索引型数据库.相较于综合性的引文索引检索

系统,它们收录的学科领域内期刊更多,更有益于学

术交流,如经济学界的«经济学文摘»(EconLit)、历
史学界的«历史文摘»(ABCＧClio)等.期望中国人文

社科学术期刊大批量进入SSCI、A&HCI是不现实

的,而争取进入各学科领域的国际知名文摘索引型

数据库,则难度相对较低,这是提高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在国际学术界“可见度”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以下简称“图情学”)领域

内也有诸多文摘索引型数据库,但我国,特别是大陆

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以下简称“图情期刊”)界对

此却关注不够.有鉴于此,笔者将专门介绍目前国

际主流的图情学文摘索引型数据库,梳理其发展史,
调研其收录中国期刊的情况,并通过介绍其刊物收

录准则,供中国图情期刊“走出去”参考.

２　当前国际主流的图情学文摘索引型数据库概述

在纸质检索工具时代,国际图情学领域曾有５
种最重要的检索工具:美国的«图书馆文献»(LiＧ
braryLiterature)和 «情 报 学 文 摘»(Information
ScienceAbstracts),英国的 «图书馆情报学文摘»
(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Abstracts)、法国

的«文摘通报,第１０１辑:情报与文献学»(Bulletin
Signalétique１０１:SciencedeLinformation,DocＧ
umentation)、前苏联的«文摘杂志,第５９辑:情报学»
(Реферативный журнал ВИНИТИ РЖ ５９．
Информатика/ Referativnyj Zhurnal Secction
５９:Informatika).上述检索工具在我国上世纪９０
年代的专业教材中曾有过比较详细的介绍[７],但出

版２０年来,整个文献信息获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

化,原先所介绍的纸本形态(甚至包括光盘形态)的
检索工具大都已经停止发行,取而代之的是网络数

据库.同时,近年来数据库商之间的兼并重组也时

有发生,并伴随着老产品的升级换代,多个图情学的

文摘索引数据库亦随之有频繁的归属变更和内容重

组升级.而我国本学科的专业教材与论著却对这些

变化和最新情况疏于介绍,以致于很多本专业在读

学生和从业者不甚了解.本章主要介绍当前来自

ProQuest和EBSCO两家数据库公司产品平台上各

自的图情学文摘索引型数据库(含拓展的全文库)及
其各种前身的沿革发展.

２．１　ProQuest公司LISA 数据库的沿革发展

雷金纳德诺思伍德洛克(R．N．Lock)和
克拉拉比阿特丽斯缪里尔洛克(C．Muriel
Lock)在１９４０年代后期开始为图书馆学的学生传送

印制当时图书馆专业文献的文摘,开创了英国图书

馆学领域里的二次文献服务.随着市场需求的扩

大,１９５０年,英国图书馆协会开始接手,出版正式的

«图书馆学文摘»(LibraryScienceAbstracts,LSA)
刊物[８].１９６９年起增加情报学内容,更名为«图书

馆情报学文摘»(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
Abstracts,LISA)①.１９７６年,LISA 与英国专业图

书馆与情报所协会(AssociationofSpecialLibraries
andInformationBureaux,Aslib),现名英国信息管

理协会达成协议,由该协会提供有关情报学、新信息

技术等方面的论文,进一步加强情报学内容[９].同

年起,LISA本身的编纂出版形式也开始采用新信息

技术,陆续推出磁带版和 Dialog 联机检索服务.

１９８７年５ 月,银盘公司(SilverPlatter)制作推出

CDＧROM 光盘版,内容涵盖完整的 LISA 回溯数据

文件,光盘每年更新一次.１９９０ 年,鲍克 － 绍尔

(BowkerＧSaur)公司(与在美国的姊妹公司 R．R．
Bowker同属 ReedInternational公司,后同属 Reed
Elsevier)购得LISA 版权,１９９１年起即由原英国图

书馆协会出版改为 Bowker公司出版.１９９４ 年,

Bowker公司在原银盘公司 LISA 光盘的基础上,推
出LISAPlus光盘数据库,该光盘库不仅涵盖原有

LISA内容,还包括CurrentResearchinLibraryand
InformationScience数据库,每季更新[１０－１１].２００１
年,励德  爱思唯尔(ReedElsevier)出售旗下的

Bowker公司,美国剑桥信息集团(CambridgeInforＧ
mationGroup,CIG)购买了Bowker旗下的LISA和

著名的«乌里希期刊指南»(UlrichsPeriodicalDiＧ
rectory)等参考工具[１２],自此 LISA 成为«剑桥科学

文摘»(CambridgeScientificAbstracts,CSA)系列

在线数据库平台中的一员.２００７年２月,CIG以２．
２２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与 ProQuestInformation
andLearning公司的并购,重组后的新公司名为

ProQuestＧCSA[１３].同年５月４日,公司再次更名为

ProQuest[１４].也就是在两公司并购之际,ProQuest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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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体现与图书馆学同族学科的关系,依照传统译法,在文章

中笔者将所有InformationScience均译为情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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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推出了基于期刊全文的ProQuestLibraryScience
(PLS)数据库.自２０１２年起,包括 LISA 在内的原

CSA平台下的数据库全部合并到 ProQuest新平

台.２０１６年,ProQuest公司为简化旗下产品,又推

出整合LISA和PLS的Library&InformationSciＧ
enceCollection(LISC)数据库.当前,上述三个数据

库还都同时挂在ProQuest数据库总平台上,各机构

可根据需要选购.以下为行文方便,在统称 ProＧ
Quest公司上述图情学数据库时,简称为ProQuest
图情库.

２．２　EBSCO公司LISTA 和LISS数据库的沿革发展

１９６６年,由当时的美国情报科学学会(AmeriＧ
canSocietyforInformationScience),前身名为美国

文献学会(AmericanDocumentationInstitute)、美

国化学学会化学文献部(DivisionofChemicalLiteＧ
ratureoftheAmericanChemicalSociety)和美国专

业图书馆协会(SpecialLibrariesAssociation)共同

资助 出 版 了 «文 献 学 文 摘»(DocumentationAbＧ
stracts)季刊.１９６８年第３卷第３－４期更名为«文
献学文摘与情报学文摘»(DocumentationAbstracts
andInformationScienceAbstracts).１９６９年第４
卷起更名为 «情 报 学 文 摘»(InformationScience
Abstracts),由总部设在新泽西州梅德福市的今日信

息公司出版,此后也提供过联机检索和光盘版.

２００２年８月,«情报学文摘»进入 EBSCOhost检索

平台[１５].２００３年初,从第３８卷第１期起更名为«情
报学与技术文摘»(InformationScience&TechnolＧ
ogyAbstracts),以应对技术普及对学科的影响,文
摘的覆盖范围也从较传统的领域扩大到知识管理、
竞争情报、内容管理和虚拟社区等领域[１６],同年该

文摘被 EBSCO 公司正式收购[１７].２００５年更为现

名«图书馆、情报学与技术文摘»(Library,InforＧ
mationScienceand Technology Abstracts,LISＧ
TA),重点增加图书馆学的覆盖面.依托 EBSCO
的全文资源,而后又推出了«图书馆、情报学与技术

文摘»全文数据库(Library,InformationScience
& TechnologyAbstractsTM withFullText,以下简

称“LISTA全文库”).

１９２７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了英国伦敦芬斯

伯里公共图书馆馆员坎农(H．G．T．Cannons)编纂

的«图书馆经营目录:用英语写就的与图书馆经营、
印刷、出版方法、版权和目录有关的专业期刊文献分

类索引,１８７６－１９２０»(BibliographyofLibraryEＧ
conomy:aClassifiedIndextotheProfessional
PeriodicalLiteratureintheEnglishLanguageReＧ
latingtoLibraryEconomy,Printing,Methodsof
Publishing,Copyright,Bibliography,etc．,from
１８７６to１９２０)[１８].１９３４年,由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办

的«图书馆文献»(LibraryLiterature)创刊,同时出

版了对坎农«图书馆经营目录»的增补卷«图书馆文

献,１９２１－１９３２»(Library Literature,１９２１ －
１９３２:aSupplementtoCannonsBibliographyof
LibraryEconomy,１８７６－１９２０).１９３６年起,«图
书馆文献»改由在美国图书馆界享有盛誉的书目专

业出版商威尔逊公司(H．W．WilsonCompany)出
版,１９８５年刊名增加说明“anIndextoLibraryand
InformationScience”,所 以 也 称 LibraryLiteraＧ
ture:Indexto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曾出CDＧROM 光盘,收录１９８４年１２
月至１９９６年４月的索引信息,在 WilsonLine中也

提供联机检索服务.１９９９年更名为«图书馆文献与

情报学»(LibraryLiterature& InformationSciＧ
ence,LLIS),推出全文数据库“LibraryLiterature&
InformationScienceFullText”、索 引 库 “Library
Literature&InformationScienceIndex”和过刊库

“LibraryLiterature&InformationScienceRetroＧ
spective:１９０５－１９８３”.全文库和索引库的索引收

录范围相同,只是全文库中部分刊物有全文,而索引

库都没有全文.过刊库则除收录了１９２１－１９８３年

的«图书馆文献»外,还有威尔逊公司于１９０５－１９１１
年出版的图书馆文献目录和文摘类刊物«图书馆作

品»(LibraryWork)与１９１２－１９２０年的«图书馆杂

志»(LibraryJournal).与 LISAT 不同的是,威尔

逊公司的LLIS系列产品除其全文库带有部分全文

外,本质上是篇目索引库,而非文摘库.２０１１年６
月２日,EBSCO 公司收购威尔逊公司[１９].２０１２年

１０月,EBSCO推出«图书馆情报学资源»专题数据

库(Library &InformationScienceSource,LISS),
整合了EBSCO与威尔逊公司旗下的 LLIS系列产

品[２０].当前,在EBSCOhost数据库总平台上,同时

存在LISTA、LISTA全文库和LISS库,各机构可根

据需要选购.以下为行文方便,在统称 EBSCO 公

司上述图情学数据库时,简称为EBSCO图情库.

２．３　ProQuest和 EBSCO 图情库收录出版物的种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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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及比较

２．３．１　ProQuest图情库收录的出版物种类

ProQuest的 LISA 库[２１]涵盖的主题包括信息

管理、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知识管理、图书馆与档

案馆事业、图书馆管理、图书馆技术、图书馆利用与

用户、在线信息检索等,所收录的文献来自世界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原文涉及英语、法语、德语、俄语、
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汉语、日
语等３６种语种,对原文非英语语种的文献标题和摘

要转换有英文(摘要不是全部转换).该库收录的来

源文献类型包括学术期刊(ScholarlyJournals)、行
业杂志(TradeJournals)、杂志(Magazines)、会议论

文及会议录(ConferencePapers& Proceedings)和
其他来源(OtherSources).其中绝大多数是学术期

刊,少量的行业杂志和一般性杂志,会议论文与其他

类型只占极少数.文章类型也不仅仅局限于论文

(Article),文 献 综 述 (Literature Review)、书 评

(BookReview)、采访(Interview)、信件(Letter)、讣
告(Obituary),乃至与图情学有关的小说等４０种文

体都会被摘录.这些来源出版物(实际主要是刊物)
可划分两大层次,第一层次为“核心覆盖”(Core
Coverage),指与图情学完全相关的出版物,其所载

的绝大多数文章都会被摘录;第二层次为“选择性覆

盖”(SelectiveCoverage),指与图情学存在一定交叉

关系的出版物,偶尔会有少部分与图情学有关的文

章会被摘录.“核心覆盖”的出版物约占２/３.这两

个层 次 下 又 同 时 都 有 “活 跃 索 引”(ActivelyInＧ
dexed)和“已经停止索引”(IndexingCeased)两个子

类,前者指目前仍被列为 LISA 收录源的出版物,后
者指曾经被收录,但后因停刊、改变主题而不符合收

录方针等原因而不再被 LISA 收录的出版物.目前

“活跃索引”的来源出版物约占８５％.经检索,该库

目前实际收录文献的最早时间为１９６６年.
当前LISA库收录的出版物种类理论上应该是

其出版物列表[２２]中的４８７种,但笔者在实际检索中

发现,仍有少部分数据库中能检索到的刊物不在其

内(相当一部分是“选择性覆盖”或“已经停止索

引”).因这部分的具体种数无法得知,且数量不多,
在下文使用到 LISA 库收录刊物种数时,姑且采用

４８７这个数字①.基于全文而推出的PLS库并不与

LISA库收录的出版物完全对应.该库的出版物列

表[２３]显示共２４８种,其中有１１５种在 LISA 的出版

物列表中没有.名义上为全文库的 PLS实际所收

录出版物也并不全都有全文,根据其出版物列表,其
中有全文的共２２６种(也并非每种被收录出版物的

所有年份都 有 全 文),其 余 只 有 题 录 和 摘 要.该

库[２４]涵盖的主题在 LISA 的基础上增加了人工智

能、信息存储、记录管理、出版和图书销售等方面的

内容,但原文涉及的语种只有英语等１８个语种,没
有日语、中文及一些北欧语种.该库收录的来源文

献类型在LISA的基础上,新增博客、播客和网站及

书籍,其中多数仍然是学术期刊和杂志,博客和书籍

各自都只有１种.摘录的文档类型和 LISA 相差不

大.经检索,该库目前实际收录文献的最早时间为

１９３３年.

２０１６年ProQuest为整合LISA 库和PLS库而

新推出的 LISC 库所收出版物列表[２５]显示共５５８
种.或许是新推出不久,实际尚没有完全囊括LISA
库和PLS库的所有来源出版物,对比前两库的出版

物列表,有少量的遗漏.去重归并 LISA、PLS 和

LISC三库的刊物列表,所得数量为６０２种,下文简

述为P总集６０２种.

２．３．２　EBSCO图情库收录的出版物种类

EBSCO的 LISTA 库[２６]涵盖的主题包括文献

计量学、编目、分类、信息管理、图书馆事业、在线信

息检索等,并配有大量收录文章的作者简介和叙词

表.该库收录的来源文献类型包括学术期刊、杂志、
行业出版物、报纸、报告、博客、图书/专著、会议论文

集.其中学术期刊超过一半;其次是杂志,占１/４;少
量的图书、会议论文和行业出版物约占１/６;报纸、
报告和博客只占极少数.文章类型也不仅仅局限于

论文,书评、采访等文体也会被摘录.这些来源出版

物可划分三大层次,第一层次为“核心覆盖”,指所载

文章都会被索引和摘录的出版物;第二层次为“优先

覆盖”(PriorityCoverage),指所载绝大部分与图情

学相关的文章都会被收录的出版物;第三层次为“选
择性覆盖”,指与图情学存在一定交叉关系的出版

物,出版物上偶尔会有少部分与图情学有关的文章

会被摘录.“核心覆盖”的刊物约占７０％,“优先覆

盖”和“选择性覆盖”各约占１０％.经检索,该库目

３２

国际图书馆学情报学文摘索引型数据库与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走出去”/顾烨青
InternationalLISAbstracting&IndexingDatabasesandtheGoingＧoutofChinasLISJournals/GuYeqing

① EBSCO图情库出版物列表也存在类似问题,加上数据库的

不断更新,所以本文后续的数字比较分析只能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而非完全精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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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实际收录文献的最早时间为１９６０年.
根据 LISTA 库收录的来源出版物列表[２７],该

库目前共收录８１９种,但列表中的“选择性覆盖”出
版物并没有囊括数据库中所有“选择性覆盖”文章所

在的出版物.LISTA 库选择性摘录的内容来源非

常广阔,只要与图情学相关就会收录,那些“偶然性”
被收录的可能性很低的出版物不在来源出版物列表

中.为便于比较,在下文使用到LISTA库收录出版

物种数时,也姑且采用８１９这个数字.

LISTA全文库收录的来源文献基本与 LISTA
一致,根据其来源出版物列表[２８],目前共８２１种,比

LISTA多２种.其中有全文的３７１种(PDF全文格

式的３４３种),全文占比为４５％,且与同样是全文库

的PLS类似,LISTA全文库中的全文也并非被收录

出版物的所有年份都有全文.有全文的最早收录年

是１９７０年.与ProQuest的图情库不同,EBSCO的

LISTA全文库可以覆盖文摘库LISTA.
原威尔逊公司旗下 LLIS系列库的索引库(LiＧ

braryLiterature &InformationScienceIndex)[２９]

涵盖的主题包括自动化、图书保护与修复、编目、(书
刊)审查、版权、图书馆学教育、电子检索、政府救济、
索引、图书馆协会与会议、儿童和未成年人文学、人
事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出版、善本、参考咨询、网站

等.该库收录的来源文献类型较之LISTA,新增有

学位论文,但不包括报纸和博客,其余都相同.其中

学术期刊也超过一半;其次是杂志,也占１/４;其余

依次是行业出版物和少量的图书、报告、会议论文和

学位论文.目前该库的来源出版物列表[３０]中,共收

录４２２种.这４２２种被划分为“核心覆盖”和“优先

覆盖”两大层次,两者的含义与LISTA同,前者约占

２/３.来源出版物列表中不包括大量“偶然”选择性

收录相关主题论文的出版物.经检索,该库目前实

际收录文献的最早时间为１９８０年.

LLIS系列库的全文库(LibraryLiterature &
InformationScienceFullText)收录的来源文献与

索引库基本一致,根据其来源出版物列表[３１],目前

共４２３种,比其索引库多１种.其中有全文的１８４
种(PDF全文格式的１５２种),全文占比为４３％,全
文库中的全文亦并非被收录出版物的所有年份都有

全文.有全文的最早收录年是１９８４年.和 LISTA
全文库类同,LLIS系列库的全文库可以覆盖其索

引库.

LLIS系列库的过刊库(LibraryLiterature &
InformationScienceRetrospective:１９０５－１９８３)收
录的来源文献与该系列的索引库和全文库有很大不

同,根据其来源出版物列表[３２],目前共８０９种,多出

的很多是历史上存在而后来停刊的刊物,但并不影

响其研究价值.该库所收出版物均属于“优先覆盖”
层次,收录的来源文献类型只有学术期刊、杂志、行
业出版物、图书/专著和会议论文集５种.学术期刊

和杂志占绝大多数,分别占２６％和６９％.该库虽名

称上的收录年代为“１９０５－１９８３”,但实际经检索,还
收录有１９００－１９０４年９种出版物,其中１９００年有４
种.另有回溯到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９年和２００９年各１种

出版物.根据其来源出版物列表,LLIS系列的过刊

库与全文库重合１６１种,去重合并后共１０７１种.将

LLIS去重后的１０７１种再与 LISTA 全文库的８２１
种比较,重合３１６种,去重合并后共１５７６种.

在整合EBSCO 自有数据库(不仅仅是 LISTA
及其全文库)资源和威尔逊 LLIS系列库基础上形

成的LISS库,号称以其“无与伦比”的覆盖,为图书

馆员和图书馆学研究者提供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最完

整的资源[３３].根据其来源出版物列表[３４],目前共

３２５６种,是所有图情库中收录最多的.其来源出版

物的类型也囊括了LISTA和LIIS,也依然是学术期

刊和杂志最多,共占２/３.这些来源出版物也被划

分为“核心覆盖”和“优先覆盖”两大层次,两者的含

义也与LISTA 相同,前者约占２０％,“优先覆盖”的
占主体.来源出版物列表中亦不包括大量“偶然”选
择性收录相关主题论文的出版物.３２５６种来源出

版物中,有全文的５１９种(PDF全文格式的４５５种),
全文占比为１６％,全文库中的全文亦并非被收录的

出版物的所有年份都有全文.经检索,该库目前实

际收录文献的最早时间为１９００年,有全文的最早收

录年是１９３３年.
理论上 LISS 所 收 ３２５６ 种 出 版 物 应 该 包 括

LLIS和LISTA全文库的并集１５７６种,但去重比较

后发现,仍然有５０２种不在LISS而在LLIS和LISＧ
TA全文库的并集中.据此认为 EBSCO 公司在整

合LLIS和自己原有 EBSCO 数据库时还有一定遗

漏.故笔者将３７５８(５０２＋３２５６)种作为 EBSCO 图

情库收 录 出 版 物 的 总 种 数,下 文 简 述 为 E 总 集

３７５８种.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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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ProQuest和EBSCO图情库收录出版物种类比较

ProQuest图情库 EBSCO图情库

库(集合)名 收录出版物种类 库(集合)名 收录出版物种类 库(集合)名 收录出版物种类

LISA ４８７ LISTA ８１９ LLIS索引库 ４２２

PLS全文库 ２４８ LISTA全文库 ８２１ LLIS全文库 ４２３

LISC ５５８ LLIS过刊库 ８０９

上述去重并集

(P总集)
６０２

LLIS系列库合并去重 １０７１

LLIS系列库合并去重

与LISTA全文库并集
１５７６

LISS ３２５６

上述去重并集(E总集) ３７５８

２．３．３　ProQuest和 EBSCO 图情库收录出版物种

数比较

将ProQuest和 EBSCO 图情库下属各库及各

总库(集)收录出版物种类比较如表１.
为了全面揭示 ProQuest和 EBSCO 图情库收

录资源量的差异,以表１中两者的总集作为比较基

数.根据比对,E总集３７５８种中,有４４４种P总集

里也有,这４４４种为ProQuest和 EBSCO 图情库所

共有.P总集中,有１５８种(６０２－４４４)是 E总集没

有的,为P总集独有.可见,尽管总量上 EBSCO图

情库收录品种多,但也有一部分是其所未收的,就此

而言,ProQuest图情库的价值就不能忽视.再从两

者的重复率来看,E 总集和 P总集的并集为３９１６
(３７５８＋１５８)种,E 总 集 和 P 总 集 的 重 复 率 为

１１３４％(４４４/３９１６),重复率很低,表明两者都有存

在和利用的价值.上表中的任何一个数字也都大大

多于SSCI有史以来收录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的总

种数(１６０种)①,本学科仅依赖SSCI而造成的漏检

后果可见一斑.

ProQuest图情库所独有的１５８种出版物,根据

其出版物收录列表,明确已知出版地所在国家的有

１１２种,涉及２３个国家,依次为:美国(４９种)、英国

(２０种)、日本(４种)、巴西(３种)、丹麦(３种)、芬兰

(３种)、波兰(３种)、西班牙(３种)、意大利(３种)、罗
马尼亚(２种)、荷兰(２种)、尼日利亚(２种)、伊朗(２
种)、中国(２种)、俄罗斯联邦(１种)、葡萄牙(１种)、
新加坡(１种)、马来西亚(１种)、印度(１种)、澳大利

亚(１种)、南非(１种)、坦桑尼亚(１种)和委内瑞拉

(１种).其中虽然美国最多,有４９种,但其中有４２
种属于“选择性覆盖”刊物.从 ProQuest独有出版

物所在国家的分布上,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ProＧ
Quest图情库对欧洲国家、英联邦国家和亚洲国家

的关注,这也比较符合该库最早源自英国图书馆协

会的编辑出版.相对而言,EBSCO图情库由于其前

身是美国的«情报学文摘»和«图书馆文献»,所以更

侧重收录美国出版物,特别是 LLIS过刊库中的大

量早期刊物是 EBSCO 图情库的一大特色,乃是研

究图书馆史的重要参考源.

３　ProQuest和EBSCO图情库的“请进来”与中国图

情期刊的“走出去”

３．１　ProQuest和 EBSCO 图情库在我国的知晓利

用情况

国外图情学在教学中一直跟踪关注本学科领域

内的国际主流文摘索引型数据库.如«图书馆与情

报专业导论»第一版介绍有威尔逊公司的 LLIS列

数据库和ProQuest的 LISA 数据库[３５].该书在第

二版更新时,就补充了 EBSCO的 LISTA 数据库和

兼并威尔逊公司后的 LISS数据库[３６].又如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的图书馆学研究工具和

参考源网页上也清晰地列有 ProQuest和 EBSCO
图情库的介绍和超链接[３７].自«图书馆学情报学文

献源»一书出版以后,我国的图情学教材一般只提

LISA、LISTA 和 LISTA 全文库(亦有不介绍 LISＧ
TA源自原纸本的«情报学文摘»[３８]).笔者仅见一

部检索教材[３９]和一部研究概论[４０]介绍过LLIS.对

于２０１２ 年推出的 LISS 库则尚未见国内教材有

介绍.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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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汤森路透公司提供,包括了以往被SSCI收录而当前已被

剔除的刊物(官网只显示当前收录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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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对于国内有一定数量机构购买的 LISA
库和LISTA全文库,国内图情学界在研究中有意识

地利用其进行检索而展开文献调研的也不多.近年

来我国图情学期刊论文存在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一

定比例的论文往往在开篇将研究某一问题时所检索

的相关数据库名称乃至检索式、检索结果等明晰地

列出.为此,笔者逐期逐页翻阅了２０１５年全年本学

科专业领域公认的«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

学报»«情报学报»«图书情报工作»这四种顶级期刊,
统计了各刊中使用外文数据库(明确提及具体的数

据库名称)对相关主题进行文献检索的论文数(不含

对引文类数据库本身进行文献计量研究的论文),并
单独统计其中涉及 ProQuest和 EBSCO 图情库的

论文数(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５年四大国内图情顶级刊物中利用外文数据库

(含图情库)检索的论文篇数统计

　　　数量

刊名　　　
载文量

明确利用外文
数据库检索的

论文数

涉及ProQuest
和EBSCO图情库

的论文数

图情库/
外文库的
占比

«中国图书

馆学报» ５５ ９ ０ ０．００％

«大学图书

馆学报» １１３ ２ １ ５０．００％

«情报学报» １３０ ９ ２ ２２．２２％

«图书情

报工作» ４８６ ２８ ５ １７．８６％

合计 ７８４ ４８ ８ １６．６７％

　　此外,表２涉及ProQuest和 EBSCO图情库的

８篇论文中,只有１篇[４１]同时使用了 LISA、LISTA
和LLIS,１篇[４２]同时使用了LISTA和LLIS,其余６
篇论文都只使用了１种本专业的文摘数据库(LISＧ
TA:６篇,LISA:２篇).可见,不仅在明确利用外文

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的论文中能利用到本专业文摘

索引型数据库的比重很低(只有１６．６７％),几种库

都能充分利用的比重则更低,只有极个别的２篇.
与其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凡是明确利用外文数据库

进行文献检索的论文中,几乎百分之百都会使用

WebofScience平台检索SCI、SSCI论文.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图情学界对专业文摘索引型数

据库价值的认识不足,缺乏利用意识,以及对SCI、

SSCI的过度依赖.

３．２　ProQuest和EBSCO图情库收录中国期刊情况

鉴于ProQuest和 EBSCO 的图情库是国际图

情学领域内最重要的两种专业文摘索引检索系统,
中国图情期刊被其收录的情况则可作为衡量与评价

中国图情期刊“走出去”现状的一个比较清晰可见的

考察指标.为此,笔者实测了当前中国大陆与台湾

地区的图情期刊在ProQuest的LISA 库、PLS全文

库和EBSCO的LISTA库、LISTA 全文库、LISS库

中的收录情况(含全文收录情况).在具体检索时,
为防止漏检,均对各刊(包括所有前身刊名)的英文

名称、汉语拼音及刊物ISSN 号进行了全面检索(见
表３和表４).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

表３　当前中国大陆图情期刊在ProQuest和EBSCO图情库收录统计

期刊名 «中国图书馆学报» «情报学报» «图书情报工作» «中华医学情报杂志»

编辑出版单位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图

书馆学会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 国 科 学 院 文 献 情 报

中心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

期刊网站/纸本版权页－
是否说明被LISA收录

无说明 被收录 被收录 无说明

LISA库实检－收录数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共１４条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共１５９５条 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７年,共５０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共４８４条

PLS全 文 库 实 检———收

录数
无 无 无 无

期刊网站/纸本版权页－
是否说明被LISTA收录

无说明 无说明 无说明 无说明

LISTA库实检－收录数 无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年共２９３条 无 无

LISTA 全文库实检－收

录数
无 数据量同上,无全文 无 无

LISS实检－收录数 无 数据量同上,无全文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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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当前中国台湾地区图情期刊在ProQuest和EBSCO图情库收录统计

刊名 «图书资讯学研究» «图书资讯学刊» «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 «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 «图资与档案学刊»

编辑出版单位
“中 华 民 国 ”图 书 馆

学会
台湾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 淡江大学 政治大学

期刊网站/纸本版权页

－ 是 否 说 明 被 LISA
收录

２００８年起获完整收录 被收录

被收 录 (为 国 内 最 早 为
«情 报 学 文 摘»、LISA、
«图书馆文献»等收录并

索引)

被收录 被收录

LISA库实检－收录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

共８３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共７１条
１９７６－２０１４年共５１３条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共８０５条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

共３９６条

PLS全文库实检———
收录数

无 无 无 无 无

期刊网站/纸本版权页

－是否说明被 LISTA
收录

无说明 被收录 无说明
被 EBSCO 和 Wilson图

情库收录
无说明

LISTA 库 实 检 － 收

录数
无

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共６２条

１９７６年、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７年,共４２条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共３１７条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共７０
条

LISTA全文库实检－
收录数

无

数 据 量 同 上,其 中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有 PDF
全文

数据量同上,无全文
数据量同上,其中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年有PDF全文

数 据 量 同 上,无

全文

LISS实检－收录数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共 ３５
条,有全文;另有原台

湾«“中国”图书馆学会

会报»１９６１年１条,无
全文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共 ６２ 条,其 中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有 PDF
全文;另有原«图书馆

学刊»１９６０－１９６３ 年

共５２条,无全文

１９７５－１９９１年共２３８
条,无全文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共５３９
条,大部分有全文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共７０
条,无全文

　　由表３和表４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陆与台湾图

情期刊在国际主流图情专业文摘索引数据库中的收

录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前台湾地区最重要的

５种图情期刊几乎同时都被ProQuest和EBSCO旗

下的至少一种图情库较稳定地收录,而大陆则只有

«情报学报»同时被LISA 库和LISTA 库收录,被一

种图情库(均为 LISA)收录的也只有区区４种图情

期刊,且其中的«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

作»都是在３０年前短暂的少量论文被收录.大陆图

情界近年来创办的几种新刊,如«数字图书馆论坛»
«信息资源管理学报»«知识管理论坛»«竞争情报»
«情报工程»«数据与情报科学学报»(原«中国文献情

报(英文版)»)都未见收录.通过 LISA 库的来源出

版物收录列表[４５]可知,台湾的５种图情期刊都是

“核心覆盖”并处于“活跃索引”状态,而大陆只有«情
报学报»和«中华医学情报杂志»同时属于“核心覆

盖”和“活跃索引”(实际检索已经暂缺近几年的论文

数据),«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只是目

前在数据库还能实际检索到几条题录而已,在LISA
库来源出版物列表中都已经没有这两刊,但至今«图
书情况工作»的版权页上仍标注被 LISA 所收录是

与实际情况所不符的(«情报学报»版权页则漏标被

LISTA收录).此外,LISA库来源出版物列表中还

收录有大陆的１种处于“活跃索引”状态的“选择性

覆盖”刊物———«吉林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LIＧ
SA库收录该刊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与情报学存在交叉关

系的论文题录８９条.LISA 库、LISTA 库及全文库

还发现有在各自来源出版物列表中所没有的几种大

陆非图情类刊物的零星论文被收录,如«浙江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有２条被 LIＧ
SA库收录,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及２０１０年共计３条被

LISTA库和LISTA全文库收录(无全文),«武汉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有１条被 LISA
库收录.这些都属于刊载论文主题“偶然性”与图情

学相关而被收录.在收录全文方面,也是台湾优于

大陆,大陆图情刊无１种全文被收录,而台湾则有３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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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刊物近几年(«教育资料与图书馆学»更早至１９９８
年)的论文带全文下载.台湾图情刊“走出去”的国

际化意识比大陆要早得多,１９７５年由台湾师范大学

创办的«图书馆学与资讯科学»,在创刊后次年就已

经同时被美国的«情报学文摘»、«图书馆文献»和英

国的LISA所收录.
其实,早在我国现代图书馆学初创的民国时期,

部分图书馆学期已经逐步有了国际化意识,注重国

际交换与对外交流,受到了当时国外图书馆学索引

刊物的关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刊»在刊行之初,
“即寄赠欧美日本各处”[４４],并于１９２８年８月３１日

起发行的第４卷１期起列出刊载重要论文的英文题

名.«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在１９２９年创刊

伊始(时称«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就配发了每篇论

文的英文题名,更于第７卷第２期开始专辟“英文之

部”的专栏,刊发全英文的论文全文.«图书馆学季

刊»亦常年寄赠“国外各大图书馆与各国图书馆协

会”[４５].除了表３和表４中的统计外,今天我们可

以在 LLIS系列库的过刊库和 LISS库中能检索到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的４４
条论文题录、«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

的１４条论文题录、«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

的２７条论文题录,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１９３３
－１９３７年的１６条论文题录,这些都源自威尔逊公

司纸本索引刊«图书馆文献»的收录.上述刊载于民

国图书馆学鼎盛时期四大“核心期刊”上的共计１０１
条论文英文题录,通过本领域内的专业检索工具,为
国际同行了解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的整体研究状况

提供了窗口,同时也发出了中国图书馆学期刊“走出

去”的先声.

４　积极依托国际图情文摘索引型数据库平台,助力

中国图情期刊“走出去”
“请进来”与“走出去”是一对辩证关系.不太了

解、不常利用、不广泛宣传国际图情界主流的专业文

摘索引型数据库,必然会加剧国内(特别是大陆)图
情(期刊)界对本学科期刊收录进文摘索引型数据库

的忽视.在认识到专业领域内文摘索引型数据库的

价值后,面对中华文化与学术“走出去”这一重大历

史使命,中国图情界更应充分利用好文摘索引型数

据库集成式地数字化传播期刊学术论文的扩散优

势,争取中国图情期刊更多地被其收录,以便国际同

行可以通过专业文摘索引型数据库这一学术交流平

台,更集中、更便捷地知晓我国图情学研究的成果,
增进中外图情学科的学术共享与交流.期刊研究专

家、南京大学叶继元教授就曾指出,学术期刊的“走
出去”在提高质量和办出特色的前提下,还要重视传

播,且“走出去”的传播途径多样,不应仅满足于被

SSCI、A&HCI等引文索引来源期刊收录,被高质量

的文摘来源期刊收录等同样具有意义[４６].
具有史学硕士背景,早年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期

刊部工作的叶继元教授,曾于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７年间

连续两届担任美国«历史文摘»杂志编辑顾问委员.
期间他通过将国内有影响的历史学期刊及有历史专

栏或史学文章的综合性期刊向«历史文摘»编辑部推

荐,先后积极推动了大陆２０余家历史学期刊、综合

性期刊、综合性学报被«历史文摘»所收录,使这些期

刊比较早地成为“走出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期刊[４７].大陆图情期刊编辑部只要也有这个意识,
积极努力,也是完全可以被国外的图情库所收录而

跨出国门的.努力的前提,则是了解国外文摘数据

库的收录准则,熟悉“游戏规则”.笔者先后通过电

子邮件联系到了EBSCO公司在大中华地区的出版

商关系经理(PublisherRelationsManager)林淑迎

(AngelaLam)女士和ProQuest公司在英国剑桥的

高级产品经理罗布纽曼(RobNewman)先生,获
知了相关收录要求.笔者在此特转述他们回复的相

关收录准则要点,以飨国内各大图情期刊编辑部.
(１)EBSCO的收录准则.
林淑迎女士在回复中没有给出专门针对 EBＧ

SCO旗下图情库的收录准则,而是告知了各子库通

用的准则.她指出EBSCO 最基本的收录准则其实

非关质量,反而取决于是否有相关学科的数据库正

在开发.如果期刊主题并非切合正在发展的数据

库,那就算期刊质素尚佳,仍未必立即收录.由于

EBSCO旗下已经有图情学科的数据库,所以中国图

情期刊被收录已不存在这一障碍.
同时,EBSCO致力维护作者权益,所收录的期

刊都不得涉及诈骗作者或剥削作者权益等行为.另

方面,EBSCO 支持原创,凡出版原创作品的期刊,

EBSCO都欢迎的.
对于学术期刊而言,是否同行评议或是否己被

收录于学科数据库等,都是考虑因素,但并非必要条

件,因为并非所有学科都采用同行评议的机制.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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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BSCO的宗旨是让不同类型的刊物都有

被运用的空间,因此,并不单只收录学术期刊,其他

专业杂志或报告都有收录,令数据库的内容更多元.
最后,EBSCO虽是美国公司,但致力收录世界

各地的文献,让知识传播无国界,任何语言的刊物都

同样欢迎,并不会硬套欧美的标准.
(２)ProQuest的收录准则.
罗布纽曼先生给出了ProQuest各数据库的

一般性收录准则.
一是内容的关联性.出版物的主题需要与已经

定义的数据库内容相匹配.
二是内容质量.学科内具有高度认可和声誉的

出版物会优先考虑.数据库增加刊物的能力是有限

的,并且将根据整体质量以及需要加强特定学科或

区域的覆盖率来优先考虑.
待选学术期刊在评估时使用以下特性:

a出处.来自学术出版社,大学,或类似的研究

机构的刊物会受到青睐.来自其他机构的有可能被

给予一个较低的优先级,特别是那些机构有其他负

面指标的.

b出版物的编辑方针所反映的信誉.同行评审

过程的描述,具备专业知识的编辑委员会,道德准

则,可寄送的勘误表,读者有提意见的机会,必要的

撤消出版和适当的版权声明.出版商或刊物标题不

完整,不准确的或虚伪的描述自己,包括有证据表明

在实践中有很少或没有过滤就决定是否接受投稿,
就有可能被拒绝.大量刊载与期刊主题不相关的文

章也会被拒绝,除非有其他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他们

的质量和重要性.

c外部评估,或包含在特定学科的外部指标.
例如,属于商学院期刊列表的可用来评估并被 ABI/

INFORM 库优先收录;当选择教育类期刊时,属于

教育资源信息中心 (EducationResourcesInformaＧ
tionCenter,ERIC)或经济学类属于EconLit的期刊

就会被考虑.

d文献计量指标.影响因子、SCImago排名、特
征因子和论文影响分值,h指数都是很大程度上基

于引文分析的期刊质量指标.总的来说,他们帮助

我们的编辑来确定一个出版物在学术研究界的重要

性.替代计量学在当前还没被显著应用,但当他们

成熟后,这些数据可能最终被纳入未来的内容审

查中.

e生产质量:最佳的索引,要求文字、插图和图

形的整体外观有足够的质量.作者信息必须是完

整、明确的,使研究人员能够获得完整文本的引用元

数据是强制性的.

f出版物的及时性:对于连续出版物,新文章的

一致性和时效性应该与研究人员的期望相匹配.零

星的出版物频率不理想.

g文章的可用性:对于被引的出版物,在数据库

中能给予研究人员提供足够的信息,使其快速有效

并以合理的价格访问全文,是相当重要的.出版商

应该高度重视促进文章的可获得性.

h地域性:努力促进实现国际范围的全面覆盖.
对于大多数数据库而言,包括英语和其他语言的题

名.在可能的情况下,需提供英文题名和摘要.不

管何种语言,文字必须是没有歧义的.
三是重复文章:虽然抄袭的文章是不可接受的,

但如果重复的文章来自于重要的不同的来源,那么

转载的或其他的重复文章也是可以包含的.当被报

道有剽窃问题而不能充分解决问题的出版者是可能

被排除在外的.
罗布纽曼先生同时指出,ProQuest正在着手

修改收录政策,一年后会出新版本,但大的原则还是

相同的.专门负责LISA索引期刊工作的是在美国

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马修(MatthewRuben)和
他的编辑团队.如果我们申请中国图情期刊被 LIＧ
SA收录的话,可以直接联系他或马修,但如果被申

请的刊物是已经被 ProQuest产品所收录的出版商

旗下的期刊,则需联系全球内容联盟团队(connectＧ
withgca＠proquest．com).

可见,EBSCO 收录原则较之 ProQuest更为宽

松,这也与 EBSCO 图情库的出版物种类远远多于

ProQuest相符.在给笔者回复邮件中的言语措辞

中,EBSCO 的态度也更为积极,“其实都有机会,只
需给个ISSN,或期刊名称,既让该刊有机会被收录,
也让我有机会推动”,林淑迎女士非常期待大陆图情

期刊编辑部与之联系.而罗布纽曼先生则坦言

“他们有相当有限的容量来增加新的出版商/期刊”,
同时他也表示,如果在巨大的中国市场有出版商/期

刊有兴趣与他们合作“也是个好想法”,可以让相关

的产品经理知晓,以便优先考虑.
目前除«情报学报»外,尚未有其他大陆图情期

刊被EBSCO图情库所收录,而EBSCO收录图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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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数量多、政策又较为宽松,大陆各图情期刊编辑部

均可尝试优先向 EBSCO 申请,并积累相关申请经

验,一旦获批准可再行考虑向ProQuest申请.对于

曾经被LISA 收录过的«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

情报工作»,则应及时与ProQuest联系,了解中断原

因,积极应对,以期早日回归.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

图情期刊的影响力,方便国外学者阅读全文,基于目

前大陆所有图情刊均不隶属于任何一家国外出版商

这一现状,各刊编辑部在申请被图情文摘库收录的

同时,如果条件许可,可以考虑一并申请附带全文被

相应的图情全文库收录(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自身编

辑部网站实现开放存取的期刊,以及近年出版的全

英文刊).
在“请进来”方面,各图情教学单位还应加大对

国际图情库的宣传教育,各期刊编辑部也应引导论

文作者多利用专业文摘检索工具.特别对于有图情

教学点的所在机构图书馆,也应大力支持教学研究

需要,积极引进、引全国际主流的图情库.
除了被国际图情文摘索引检索工具收录外,中

国图情期刊的国际化之路,还可以通过探索中外合

作出版、双语出版、聘请外籍编委、积极组织国际学

术交流活动等多种方式来完成.同时更要关注“内
容”,“‘内容’要符合学术一般原理,能与国际上各学

派交流、对话和共享,重点是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样的‘走出去’才具有中国学术的指导意义、传播

意义和创新意义”[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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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acingthedemandof“goingＧout”,Chines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shouldgooutof
themisunderstandingofconsidering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journalindexedbySSCIandA&HC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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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internationalfamousabstracting&indexingdatabasesisalsooneofthemostimportantwaysofimproＧ
vingvisibilityintheinternationalacademiccircles,andLISisnoexception．ThearticlesystematicallyanaＧ
lyzesProQuestandEBSCOsLISdatabaseswhichrepresentedastheinternationalmainstreamLISabstracＧ
ting&indexingdatabasesbytheaspectsofdevelopmenthistoryandincludedpublications．Throughinves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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