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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Release５的新特征及其应用研究

□杨巍　叶仁杰∗　吴元业　林伟明

　　摘要　COUNTERRelease５旨在应对不断变化的电子资源,提供可靠、一致和可对比的使

用统计数据.文章分析了COUNTERRelease５的规范并探索其在中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

购联盟(DRAA)中的应用.研究发现,与 COUNTERRelease４相比,Release５有了明显的变

化,包括定义了全新的报告体系、统计指标类型、RESTfulSUSHI接口等技术细节.为在 DRAA
中应用COUNTERRelease５,需要从两个方面改进:一是让统计模块兼容COUNTERRelease５
的数据模型,使 COUNTER Release５的统计数据可以融入现有的统计模型;二是需要新增

RESTfulSUSHI接口的客户端及文件解析器,让系统可以获取并解析到 COUNTERRelease５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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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COUNTER (CountingOnlineUsageofNetＧ
workedElectronicResources)是规范电子资源使用

统计报告数据处理、审核和提交的国际化标准[１],

２００２年开始由高校、出版界和中间商共同发起,其
目的是为在线信息服务商和用户提供可靠的、一致

的、兼容的使用统计标准和方案,并获得了大部分国

际著名学术出版机构的支持.COUNTER经历了５
个版本的升级.第一版 COUNTER 在２００３年推

出,从第一版到第三版主要关注数据库和期刊,２０１２
年４月正式出版发行了第四版«COUNTER 电子资

源使用统计实施规范»,集成了在线期刊、数据库、在
线图书及多媒体内容等电子资源的使用统计规范,
是对原有«COUNTER 在线期刊及数据库使用统计

实施规范»(第三版)及«COUNTER 在线图书和参

考书使用统计实施规范»(第一版)的升级与整合,并
正式统一命名为«第四版COUNTER电子资源实施

规 范 »(The COUNTER Codeof Practicefor
Release４)(以下简称COUNTERR４)[２].

最新版本的COUNTERRelease５于２０１９年１月

开始生效,目前其官网已经发布了第五版«COUNTER

电子资源使用统计实施规范»(TheCOUNTERCode
ofPracticeforRelease５)(以下简称 COUNTER
R５)[３],以及COUNTERR４与 R５两个版本之间的

过渡时间表和过渡选项,COUNTERR４会一直服

务至２０２１年１月,从２０１９年１月开始,数据库商会

开始逐渐过渡到 COUNTERR５.COUNTERR５
着重于提高报告的一致性、可信度和可对比性,并在

提供 的 报 告 种 类、报 告 格 式、统 计 量 的 定 义、

COUNTER_SUSHI接口等细节做了很多重大的调

整.目前有４０家数据库商已经声称正在开始实现

COUNTERR５ 的工 作[４],具 体 进 度 还 需 要 继 续

跟踪.
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 COUNTERR５

的研究都比较少.在国外,主要是奥利弗佩奇

(OliverPesch)对COUNTERR５的新功能,与以前

的实践进行了比较,并讨论了对图书馆的影响[５－６].
在国内,胡大琴基于 R５草案版本对比了统计指标

的变化[７];侯景丽从报告设置、指标类型、数据类型、
访问类型等讨论了 R５引入的新特征[８].目前国内

外研究主要基于对 R５文档的解读及对应用前景的

展望,较少深入分析或开展应用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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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门
户于２０１３年初开始支持通过SUSHI(Standardized
UsageStatisticsHarvestingInitiative)协议自动获

取COUNTER报告,于２０１４年开始支持COUNTER
R４[９],并向下兼容 COUNTERR３.截至第１６届引

进数据库培训周,有３２９家成员馆授权 DRAA为本

机构收割COUNTER报告,DRAA共收集了２６８２３５
个 COUNTER 报 告,９３６１３１５５ 条 COUNTER 数 据

量.DRAA于２０１５年９月正式成立资源使用统计

工作组,梳理 DRAA 数字资源使用数据收集与统

计工作的现状及问题,敦促数据库商配合使用数据

收集工作,对使用数据质量进行抽查与验证,目的是

建立使用数据收集的长效机制.如何及时准确地应

对COUNTERR５的新特征新变化,是 DRAA下一

阶段统计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为此,本文着重分

析COUNTERR５的新特征,探索其在 DRAA统计

模块中的应用,推动国内图书馆及供应链中的内容

供应商和数据库商等对COUNTERR５标准的理解

与应用.

２　COUNTERR５的新特征

COUNTER一直致力于提供一种行为准则,帮
助图书馆获得在线学术资源信息的一致、可对比、可
靠的使用统计报告.COUNTER 发布的实施规范

定义了电子资源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统计的数据量、
统计数据计算的策略、输出报告的内容、格式等技术

细节.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子资源的内容及其访问

方式都有很大的变化,COUNTERR４中对电子资

源使用统计的定义和解释已经不能满足这种变化,
某些情况下还会导致实际使用环境和 COUNTER
定义的冲突和混淆[１０].COUNTERR５的改变侧重

于提高报告的清晰度和一致性,与R４相比,R５更新

了整个报告体系,重命名了计量类型,引入了新的元

素来拓展规范的适用范围,并引入了全新的SUSHI
协议.COUNTERR５具有的新特征如下:

２．１　新报告体系

COUNTERR４共有２４个报告[１１],每新增一种

统计数据需求,就要新增一种报告类型,不同报告之

间为并列关系.COUNTER R５的报告由主报告

(MasterReport)和标准视图(StandardView)构成,
用户可以通过对主报告设置过滤参数来满足不同的

统计需求,标准视图可以理解为根据常见统计需求

预设了过滤参数的主报告.COUNTERR５的这种

报告体系在提供完善统计数据的同时也实现了良好

的伸缩性,仅需改变请求参数即可满足不同的统计

需求.

COUNTERR５包括４个主报告,分别是 PR
(Platform MasterReport)、DR(Database Master
Report)、TR (Title Master Report)、IR (Item
MasterReport).４个主报告覆盖了４种主流的电

子资源统计方式,包括平台、数据库、标题和项目.
标准视图是从主报告派生出来的,标准视图的

报告ID格式为{MasterReport_ID}_ {ViewID}.

COUNTERR５中共提供了１２个标准视图来满足

图书馆的日常统计需求(见表１).
另外,在报告的格式方面,COUNTERR５的各类

报告使用相同的报告结构,使用同样的元素、属性定

义,提供表格格式和JSON 格式(JavaScriptObject
Notation)两种不同格式的报告,并且对于同一种报告

的表格格式和JSON格式数据内容也保持一致.

２．２　新属性及元素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全新的电子

资源载体及资源访问途径,COUNTERR５的统计

范围包括期刊、数据库、电子书、文章、多媒体、研究

数据以及社交媒体数据等,为了以一种一致的、可对

比的方式管理不同种类资源的使用统计,COUNTER
R５添加了一些新的属性和报告元素[１２].通过使用这

些属性和元素对主报告进行过滤,可以满足用户更加

丰富的使用统计需求场景.新增的属性及元素主

要有:
(１)主机类型(HostTypes).统计报告由不同的

内容主机所提供,使用报告需求因主机类型而异,为
了适应这种差异引入了主机类型的属性.但是要注

意的是,主机类型属性并未出现在 COUNTER报告

主体中,主要是为了帮助数据库商确定不同的主机类

型应与哪些统计报告、统计量相关联.主机类型主要

包括以下１２种:A&I_Database、Aggregated_Full_

Content、Data_Repository、Discovery_Service、eBook、

eBook_Collection、eJournal、Full_Content_Database、

Multimedia、Multimedia_Collection、Repository、Scholarly
_Collaboration_Network.

(２)数据类型(DataTypes).数据类型用来描

述报告的统计内容是什么,具体有１３种数据类型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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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COUNTERR５报告体系

主报告 标准视图ID及名称 过滤参数 说明

Platform MasterReport PR_P１Platform Usage Access_Method＝Regular 平台级别的使用量

DatabaseMaster

Report

DR_ D１ Database Search and

Item Usage
Access_Method＝Regular 数据库的关键词搜索、请求、调查等统计量

DR_D２DatabaseAccessDenied Access_Method＝Regular
访问数据库被拒绝报告,原因是访问人数超过

了并发用户数,或者机构对资源没有访问权限

TitleMasterReport

TR_B１BookRequests
(ExcludingOA_Gold)

Data_Type＝Book;

Access_Type＝Controlled;

Access_Method＝Regular

关于书籍全文活动的报告,不包括 GOA内容

TR_B２BookAccessDenied
Data_Type＝Book;

Access_Method＝Regular

访问书籍被拒绝报告,原因是访问人数超过了

并发用户数,或者机构对资源没有访问权限

TR_B３Book UsagebyAccess

Type　

Data_Type＝Book;

Access_Method＝Regular

按访问类型(AccessType)进行分割的书籍

报告

TR_J１JournalRequests
(ExcludingOA_Gold)

Data_Type＝Journal;

Access_Type＝Controlled;

Access_Method＝Regular

期刊内容的报告,不包括 GOA内容

TR_J２JournalAccessDenied

TR_J３JournalUsagebyAccess

Type　

Data_Type＝Journal;

Access_Method＝Regular

Data_Type＝Journal;

Access_Method＝Regular

访问期刊被拒绝报告,原因是访问人数超过了

并发用户数,或者机构对资源没有访问权限

按访问类型(AccessType)进行分割的期刊报告

TR_J４JournalRequestsbyYOP
(ExcludingOA_Gold)

Data_Type＝Journal;

Access_Type＝Controlled;

Access_Method＝Regular

按年份的期刊访问报告,用于分析备份文件或

永久使用的内容

Item MasterReport

IR_A１JournalArticleRequests

Data_Type＝Article;

Parent_Data_Type＝Journal;

Access_Method＝Regular

文章级别的期刊使用报告

IR_M１MultimediaItem

Requests

Data_Type＝Multimedia;

Access_Method＝Regular
多媒体资源项目级别的使用报告

表２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描述信息 相关的报告ID

Article

期刊或参考书中的文章.在IR中

使用时,只有项目是 Article才可

使用

PR,IR

Book 专著 PR,DR,TR,IR

Book_Segment

图书的片段,例如一章一节等等.

在IR中使用时,只有项目是 Article
才可使用

PR,IR

Database 统计数据为数据库级别 PR,DR

Dataset 数据集 PR,IR

Journal 在杂志或连续出版物上发表的内容 PR,DR,TR,IR

Multimedia 音频、视频、图片、流媒体音频视频等 PR,DR,IR

Newspaper_or
_Newsletter

在新闻或时事通讯上发表的内容 PR,DR,TR,IR

数据类型 描述信息 相关的报告ID

Other 不属于其他数据类型的内容 PR,DR,TR,IR

Platform 内容平台,统计数据为平台级别 PR

Report 一份报告文件 PR,DR,TR,IR

Repository_

Item
机构库中的内容 PR,IR

Thesis_or

Dissertation
学位论文 PR,DR,TR,IR

　　(３)章节类型(SectionTypes).一些学术内容

可以按章节访问,用户可以一次只访问资源的一章

或一段内容.共有５种不同的章节类型(见表３).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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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章节类型

章节类型 描述

Article 期刊、百科全书或参考书的一篇文章

Book 作为单独文件被访问的一本完整的书

Chapter 书的一章节

Other 不属于其他章节类型的内容

Section 一组章节或文章

(４)计量类型(MetricTypes).相比 COUNTER
R４,COUNTERR５更新了全部的计量类型,计量类

型表示被统计的与内容相关的行为,主要分３类１２
种(见表４):与检索相关的行为(Searches),与内容

项目相关的行为(RequestsandInvestigations),以
及与拒绝访问相关的行为(AccessDenied).其中与

内容项目相关的行为分为请求(Requests)和调查

(Investigations)两种.任何与内容相关的行为都被

认为是调查,包括查看或下载内容等行为,而请求行

为仅限于用户浏览或下载资源内容本身.

表４　计量类型

计量类型 描述

Searches_Regular
用户对选择的数据库搜索的次数,数据库级

别而非平台级别的行为

Searches_Automated 在主机站点或发现服务上执行的搜索

Searches_Federated 通过联合搜索进行的搜索行为

Searches_Platform
平台级别记录的用户搜索行为,用于平台

报告

Total_Item_InvestigaＧ

tions
内容项目或与之有关的信息被访问的次数

Unique_Item_InvestiＧ

gations

用户在一次会话期间对资源的访问只记录

一次

Unique_Title_InvestiＧ

gations

用户在一次会话期间对 Title资源的访问只

记录一次,例如对期刊或电子书,支持对电

子书的总体使用量进行可比较的统计

Total_Item_Requests 项目被请求的总次数

Unique_Item_

Requests

用户在一次会话期间对项目进行的请求只

记录一次

Unique_Title_

Requests

用户在一次会话期间对 Title资源的请求只

记录一次

No_License
由于用户所在机构无权限而导致的拒绝访

问次数

Limit_Exceeded 由于超出并发数而导致的拒绝访问次数

　　(５)访问类型(AccessTypes).为了区分 OA
资源和其他开放访问的资源与需要授权访问资源的

使用情况,COUNTERR５引入了访问类型的属性,
共有４种访问类型(见表５).

表５　访问类型

访问类型 描述

Controlled

需要授权才可以访问,另外出于商业考虑,平台提

供的可以自由访问但非 GOA 的资源,也应当做

Controlled资源

OA_Gold 用户访问 GOA协议下的资源

OA_Delayed
延迟开放获取,目前仅收入COUNTERR５,但是并

未要求数据库商实现

Other_Free_

To_Read

资源可以自由访问,但又不属于 GOA,仅用于机

构库

(６)访问方式(AccessMethods).访问方式属

性用于区分正常的用户访问行为和为了数据挖掘

(TDM)而进行的访问行为(见表６).

表６　访问方式

访问方式 描述

Regular 用户在平台或内容主机上的行为

TDM 出于数据挖掘需求而对资源进行的访问活动

(７)报告过滤器 (ReportFilter)和 报 告 属 性

(ReportAttribute).COUNTERR５允许用户通过

对主报告设置报告过滤器和报告属性来定制视图.
属性定义了报告中包含的统计项目(列),过滤器定

义了报告中应包含的统计值.报告过滤器和报告属

性应该在报告头中指明.

２．３　新SUSHI协议

COUNTERR５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定义了

全新的SUSHI协议.COUNTERR４使用的是基

于SOAP[１３]的 Webservice服务,用户请求与服务器

返回数据格式为 XML[１４].COUNTERR５使用了

RESTful[１５]接口的服务,用户请求以 URL 的形式

发送给SUSHI服务器,返回报告数据格式为JSON
(JavaScriptObjectNotation)[１６].

SOAP(SimpleObjectAccessProtocol)是一个

严格定义的信息交换协议,SOAP使用 XML数据

格式,定义了一整套复杂的标签,以描述调用的远程

过程、参数、返回值和出错信息,等等.传统的基于

SOAP的 Webservice存在复杂性较高、效率较低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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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REST(REpresentationalStateTransfort)形
式上表述为客户端通过申请资源来实现状态的转

换,RESTful＋JSON 轻 量 级 的 数 据 交 换 协 议 与

SOAP和 XML相比更加简洁,更适合于面向资源

的应用.

２．３．１　RESTfulSUSHI接口、安全验证方式及过

滤器

COUNTERR５版的SUSHI接口文档托管于

SwaggerHub[１７],定义了COUNTER_SUSHI接口的

技术规范,其中４个接口是明确要求实现的(见表７).
表７　COUNTER_SUSHI接口

接口 说明

GET/status

返回 COUNTER_SUSHIAPI服务的当前状

态.接口返回一条消息,其中包括 API的运行

状态、服务条目的 URL以及服务备注信息

GET/reports

返回 COUNTER_SUSHIAPI服务支持的报

告列表.包括报告标识符、版本号、报告名称

等信息

GET/reports/

{Report_ ID in

lowercase}

每个支持的报告都有自己的路径,例如使用

GET/reports/tr_b１获取TR_B１报告(不包括

OA_Gold)

GET/members

返回联盟的成员或站点.返回值包括一系列

客 户 账 户 信 息,包 括 针 对 每 个 客 户 的

RequestorID和CustomerID等信息

COUNTERR５规定了３种安全验证方式:①
通过CustomerID和 RequestorID的组合验证;②
通过IP地址验证;③通过调用接口时的 APIkey验

证.并且明确说明不可使用未在规范中定义的验证

方式,这样简化了用户在调用SUSHI接口时的实现

难度.

COUNTERR５规定使用过滤器和属性对主报

告进行定制需求时,需要将过滤器和属性明确包含

在COUNTER_SUSHI请求中作为参数.以SwagＧ
gerhub的样例SUSHI服务为例,获取２０１９年１月

份的 TR_J１ 报 告 时,请 求 的 URL 格 式 如 下:

https://virtserver．swaggerhub．com/COUNTER/

counterＧsushi_５_０_api/１．０．０/reports/tr_j１?

customer_id＝szu&begin_date＝２０１９－０１－
０１&end_date＝２０１９－０１－３１.如果接口状态正

常,返回的报告数据包括报告头和报告内容(见图

１).

图１　TR_J１报告JSON格式内容

２．３．２　COUNTERR５报告的交付方式

COUNTERR５对于数据库商提供SUSHI服

务的交付方式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①数据库商需

要在 Web端的管理平台提供表格格式的报告,所有

支持的报告必须可以通过SUSHI接口进行访问;②
每份报告需要保存在独立的文件中;③必须每月提

交报告;④数据必须在４周内提供;⑤每个月的统计

数据必须完整,否则要使用异常代码３０３１来告知用

户;⑥至少提供当前年份和之前２４个月的统计报

告,新加入的数据库商除外;⑦数据库商实现了新版

的COUNTER规范,在提供新版 COUNTER 报告

的同时,还要提供上一版本的COUNTER报告.
针对联盟的统计需求,COUNTERR５明确规

定联盟的管理员可以通过 Web端管理后台获取其

成员馆的统计报告,SUSHI实现也必须支持/memＧ
bers接口,通过该接口联盟管理员可以获取到联盟

下所有成员馆的SUSHI访问账号.

２．４　COUNTERR５与COUNTERR４相比的变化

及兼容方式

COUNTERR５更新了整个报告体系,重命名

了计量类型,引入了新的元素来拓展规范的适用范

围,引入了全新的SUSHI协议.两个版本常用的报

告、计量类型之间的关系详见表８.
相比于COUNTERR４,COUNTERR５的这些

新变化使得统计报告内容上更加一致,获取途径上

更加方便,图书馆可更准确地获取数字资源的使用

数量,更准确地评估数字资源的使用成本,这对于图

书馆的资源评价工作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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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COUNTERR５常用报告和计量类型比较

COUNTERR４ COUNTERR５ 说明

报

告

BookReport１ BookRequests(ExcludingOA_Gold) R５中的计量类型 Unique_Title_Requests与BR１中的full－text请求一致

JournalReport１ JournalRequests(ExcludingOA_Gold)
R５的 Total_Item_Requests代表用户的全部活动

Unique_Item_Requests标识用户对资源的唯一访问数据

DatabaseReport１ DatabaseUsage 计量类型Searches_Regular保持不变

计

量

类

型

ft_total Total_Item_Requests 两个计量类型相同

ft_html

ft_pdf

ft_ps

Total_Item_Requests

Unique_Item_Requests

Unique_Title_Requests

R５用 Total_Item_Requests代替 R４中特定格式的计量类型

search_reg
Searches_Regular

Searches_Platform

数据库报告,使用Searches_Regular.平台级别报告,使用Searches_

Platform

３　在 DRAA使用统计模块中应用 COUNTERR５
的探索

DRAA系统的使用统计模块于２０１３年投入使

用,于２０１４年开始支持COUNTERR４.DRAA系

统支持手工上传COUNTER报告和通过SUSHI方

式自动获取COUNTER报告,从COUNTERR４开

始明确要求数据商提供SUSHI服务,DRAA 系统

从COUNTERR４开始只支持通过SUSHI服务的

方式获取COUNTER报告.

３．１　DRAA 使用统计模块

DRAA使用统计模块对于统计数据的管理主要分

为３个层次:数据获取、数据处理、报告展示(见图２).

DRAA自主研发了基于SOAP Webservice的SUSHI
客户端及 XML文件解析器(见图３),可以实现对

COUNTERR３和R４SUSHI服务器的调用,并处理了

常见的安全认证需求,分析COUNTER报告数据结

构,在数据库中建立了对应的数据模型,基于数据模

型研发了COUNTER报告解析器.

图２　DRAA统计模块系统结构

图３　DRAA统计模块自动收割COUNTER报告过程

在数据获取层面,系统统一配置了数据库商

SUSHI服务器的参数,并向数据库商收集各个成员

馆的SUSHI服务账号信息,定期获取成员馆的使用

统计报告,同时系统会对所有成员馆的SUSHI账号

定期检查维护.在获取到COUNTER报告之后,利
用报告解析器将数据解析到对应的数据模型,并存

储在数据库表中.通过SUSHI获取到的统计数据

原始文件,也会保存在文件系统中,用户可下载这些

文件供参考和研究.在数据处理层,系统对获取到

的数据进行查询去重等操作,将统计数据与 DRAA
资源百科信息相关联,并结合数据库商上传的购买

费用数据计算使用成本,依据成本及使用量等信息

生成各类使用数据排行.最后将处理好的数据以

DRAA单馆统计报告及数据库商报告的形式呈现

给用户,在报告中给出数据库全部成员馆的平均下

载成本、用户本馆的下载成本以及全文下载成本在

全部订购成员馆中的排名,供成员馆比较本馆的电

子资源使用情况.

DRAA对引进数据库的经济效益评估,主要是

针对检索成本、登录成本和全文下载成本[１８],在

DRAA系统中用户比较关心的统计值就是检索量、
访问量和全文下载量.在通过SUSHI获取数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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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使用DB１、JR１、BR１这３种报告.

３．２　COUNTERRelease５在 DRAA 的应用

DRAA在应用 COUNTERR４方面已经有了

一 些 成 功 的 经 验[１９],为 了 在 DRAA 中 应 用

COUNTERR５,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进:一是

让统计模块兼容 COUNTER R５ 的数据模型,使

COUNTERR５的统计数据可以融入现有的统计模

块;二是新增 RESTfulSUSHI接口的客户端及文

件解析器,让系统可以获取并解析到 COUNTER
R５的报告.

３．２．１　兼容COUNTERR５数据模型

COUNTERR５新增的指标和属性中,主机类

型、数据类型、章节类型、访问类型、访问方式等主要

是对资源的描述,计量类型是对用户行为的描述.
在DRAA系统中应该首先将 COUNTERR５中的

报告体系和计量类型映射到数据模型,根据 DRAA
引进数据库的经济效益评估需求,可以使用 DR_

D１、TR_B１、TR_J１这３个标准视图来获取数据库、
电子书、电子期刊的使用统计数据,使用 Total_Item
_Requests和Searches_Regular计量类型来度量用

户的访问行为.
对COUNTERR５的JSON格式数据模型进行

分析,使用数据表以兼容 COUNTERR５的数据模

型,核心的数据表有３个,分别为描述资源的表、记
录资源使用量的表以及记录计量类型的表.资源的

描述表记录了资源名称、标识符、平台、出版社等与

资源相关的信息,可以保存 COUNTERR５JSON
格式报告中 Report_Item 节点的 Title、Platform、

Publisher等信息(见图４).Report_Item．PerformＧ
ance节点记录了资源的具体的使用量,其中包括使

用量 的 日 期 范 围 信 息 Period,具 体 的 使 用 量

Instance,其中Instance节点又包括计量类型 Metric
_Type和统计量的值 Count,可以使用资源使用量

表来记录这些信息(见图４).计量类型的表使用行

记 录 来 保 存 所 有 的 计 量 类 型,在 表 中 增 加

COUNTERR５中新增的计量类型如 Total_Item_

Investigations等,COUNTER R５中与 R４等价的

计量类型可以继续使用现有的计量类型来保存数

据,例如Total_Item_Requests类型的数据可以在系

统中使用ft_total字段来记录(见图５).

图４　资源描述表与资源使用量表

图５　计量类型表

３．２．２　增加 RESTfulSUSHI接口的客户端

COUNTER R５ 规 定 了 数 据 库 商 必 须 实 现

RESTfulSUSHI接口,并给出了接口的详细规范.
在Java中实现对RESTfulAPI接口的调用方式有很多

种,例如使用JerseyAPI、HttpURLConnection、HttpCliＧ
ent、SpringRestTemplate 等.DRAA 系统计划使用

HttpURLConnection方 式 来 实 现 COUNTER R５ 的

RESTfulSUSHI客户端,核心代码如图６所示,HttＧ
pURLConnection[２０]工具类继承自 URLConnection,包
含在JDK的java．net包中,它提供了访问 HTTP协议

的基本功能,它对大部分工作进行了包装,屏蔽了不需

要的细节,能够简化开发和后期维护.在获取到JSON
格式的报告数据之后,可以使用JSONObject、Jackson
ObjectMapper、GSON、FastJSON等工具解析数据,获得

的JSON格式的报告以．json格式的文件存档.

图６　调用RESTful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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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A 系 统 的 前 端 用 户 界 面 也 需 要 兼 容

COUNTERR５的选项,在用户界面上应保持一致

的风格.在系统后端根据用户设定的SUSHI服务

的版本来选择对应的SUSHI客户端(见图７).在

COUNTERR４和 R５两个版本的过渡阶段,针对

COUNTERR４的服务,使用SOAP Webservice获

取数据,然 后 通 过 XML 文 件 解 析 器 解 析;针 对

COUNTERR５的服务,使用 RESTfulAPI客户端

获取数据,并使用JSON文件解析器解析;最后将来

自COUNTERR４和COUNTERR５服务的数据汇

总到数据库表中.

图７　SUSHI客户端结构图

４　结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资源在载体形式和访

问方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

COUNTERRelease５引入了新的报告体系以及新的

元素和属性,并且定义了全新的RESTfulSUSHI接口,
与COUNTERRelease４相比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目

前各个数据库商还在努力实现COUNTERRelease５
的合规性,提供符合COUNTERRelease５的报告必然

是未来电子资源使用统计发展的方向.本文分析了

COUNTERRelease５的新特征,对比分析了其相对于

COUNTERRelease４的更新之处,为DRAA未来支持

COUNTERRelease５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和应用升级的

计划,让DRAA对使用统计数据的应用紧贴时代发展

趋势,走进技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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