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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核信息系统国际核信息系统国际核信息系统国际核信息系统

在新的数字环境下，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成员的专业化

信息需求以创新性反应。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  ● 122122122122 个成员个成员个成员个成员

● 103103103103 个国家和个国家和个国家和个国家和 19191919 个国际组织个国际组织个国际组织个国际组织

● 数据库记录总数超过数据库记录总数超过数据库记录总数超过数据库记录总数超过 2 220 0002 220 0002 220 0002 220 000 篇篇篇篇

各国 INIS 中心 2000 年的活动比本报告反映的实际内容更为广

泛，本报告只报道了从一些成员国收到的官方资讯。

中国 INIS联络官：

         孙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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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 INIS秘书处，维也纳，奥地利

宋清林  薛恩杰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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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报道了 1970 年以来 INIS 的主要成就。到 2000 年末，INIS 数

据库已收录了 220 多万条记录；INIS 题录库和非常规文献全文数据

库已全部以光盘（CD-ROM）形式生产和发行；题录库已于 1998 年上

国际互联网。2000 年，INIS 收集题录数据 65 719 条，非常规文献

（全文）12 992 篇。目前，INIS 拥有 103 个成员国，19 个国际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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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S Annual Report 2000
International Nuclear Information System 30 Years

(In Chinese)

The Secretariat of INIS, IAEA, Vienna, Austria

SONG Qinglin  XUE Enjie  [Translators]
(China Nuclear Information Centre,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Main achievements of INIS (International Nuclear Information System) since

its founding in 1970 are presented. More than 2 220 000 records have been collected

in INIS Database; the INIS bibliographic database and full text database of NCL

(Non-conventional literature) ar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in electronic form on CD-

ROM; INIS database can also be accessed on Internet since 1998. 65 719

bibliographic records and 12 992 full text of NCL documents were added to INIS

during 2000. INIS is made up of 103 Member States and 19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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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价
    

我与 INIS*

我荣幸地应邀为《INIS 年度报告》写几句话，因为我通过巴西国家

INIS 中心（CIN），亲身经历了 INIS整整 30年的发展历程。

20 世纪 70 年代，我在巴西圣保罗能源与核研究所（IPEN）工作，

那里没有 新资料收藏。所以，INIS 是我从事研究堆实验、核技术

及其他许多课题的信息来源。我至今还记得从 CIN 收到的打印本，

提供了我们需要的信息。

80 年代中，我调到里约热内卢军事工程学院（IME）工作，我在那

里讲授核技术课程，同时带几名研究生。那时，我们曾收到按主题

分类的卡片式参考资料。在开始任何新工作之前，我们都能够全面

检索研究领域内公开发表的所有文章。那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许多

理工科研究生得其助而获得学位。

80 年代末，我开始为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工作。我的主要职责是信息

分析，我使用过 CIN的 INIS和其他数据库。那时，我们能检索到 INIS

报道的所有题录，后来我们从世界上几个图书馆获得了全文。

90 年代初，当我干满 30 年行将退休之时，我想我再也不会用 INIS

了。然而，我又应邀为巴西 — 阿根廷核材料衡算和控制机构

（ABACC）工作，从事巴西和阿根廷的核保障工作，而令我吃惊的

是办公的地方没有图书馆。我想到了巴西基于 INIS 的信息服务，

并开始收到关于核保障技术的信息。现在我们接受 新资料报道服

务，并通过互联网接收该领域公开发表的论文摘要。如果我们想要

一本资料，只需向 CIN 发去信息，几小时之后我们就能在办公室收

到电子版的资料。

30 年来，我一直在利用 INIS 提供的服务，这使我和我的同事在工

作中受益匪浅。INIS 伴随着我的科学生涯，我对自己始终是 INIS

的一部分感到荣幸。

                                                       
* 这篇短文是巴西专家奥尔嘉 Y. 马福拉博士写的。她多年来通过巴西 INIS 中心一直在利用 INIS 提供的

服务，她还是 INIS 数据库中收录的几本出版物的作者。目前，她在 ABACC 工作。



7

INIS —— 三十年：1970—2000

INIS – 国际核信息系统作为分散输入和输出运作的、面向任务型

的第一个大型国际合作的系统，已经赢得声誉。当前成功的关键是

成员国已经参与和承诺参与合作的精神。INIS 的开端多亏了这种精

神，IAEA高度评价所有加入国家的奉献精神，她们尽力克服在 INIS

这样的艰难事业中遇到的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每个成员都通过参

加规划和组织 INIS 运作的代表贡献了智力支持；每个成员的应用

子系统都从技术上做出了贡献；每个成员都努力分担财政负担。

INIS 运作第一年做了许多工作，然而更多的工作还在后头。国际原

子能机构对每个 INIS 成员所作的贡献，无论大小，表示感谢。共

享世界核科技文献的基础已然奠定。

                 INIS运作进展报告——第一年

是的，国际核信息系统已经走过了漫长的路程。现在，30年之后，INIS

仍然是全世界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的主导信息系统。INIS 不是一个静

态系统。INIS 不断发展，在控制系统总成本的同时，新技术一问世便

予以采用，以保持质量和覆盖面。为达到这些目标确定了如下策略：

·不断采用新技术，简化和降低输入准备及维护成本。

·获取题录数据而不直接生产。

·长期向基于国际互联网的系统迁移数据（同时维持经授权的选择性

访问。

·以评价性链接和选择性索引相关站点的方式智能地获取国际互联网

和 Web 上的信息。 这是对当前系统的补充而不是替换（替换是不

可能的）。

在新的数字环境下，INIS 系统寻求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成员的专业

化信息需求以创新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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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S 联络官会议

   （ILOM 2000）

2000 年 6 月 5～8 日，卡尔斯鲁厄专业信息中心（FIZ Karlsruhe）在

卡尔斯鲁厄会议中心主办了第 28 届 INIS 联络官会议（ILOM 2000）。

共 78位代表(包括一个 ETDE观察员)出席了会议，代表 63个国家。

INIS 的创始者之一沃纳·里特博格博士为纪念 INIS 30 周年发表了讲

话，介绍了他多年 INIS 工作的精萃。在古老的海德堡酒店的中世纪

“卡巴莱”餐馆举办的宴会上， INIS 资深联络官彼特·罗勃兹发表

了宴会致辞，赞扬了现年 30岁的“INIS夫人” 。

有了这样一个系统就如同你手里有一个世界，

它能帮助你不断地取得研究的成功，还能开阔

        新视野，搞更多的开发研究。

        A.W. 阿拉夫博士     叙利亚原子能委员会

                            化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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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S 数据库——输入和处理

INISINISINISINIS 数据库是一个信息库。数据库是一个信息库。数据库是一个信息库。数据库是一个信息库。从 1970 年至今，INIS 数据库一直在收集

全世界和平利用核科学技术的科技文献。从 1992 年起，该库还涵盖

了一切非核能源的经济和环境文献。

文献筛选和标引筛选和标引筛选和标引筛选和标引使得从该库中检索相关文献效率更高。当前 INIS 数

据库中有 2 220 000 多条记录，每一条都由 INIS 成员按照确定的规

则和标准经过筛选、用英文做文摘和标引的。这就保证了数据库所含

记录的高质量和可靠性。

文摘提高了文摘提高了文摘提高了文摘提高了 INISINISINISINIS 库的价值。库的价值。库的价值。库的价值。用户得到了一个决定一篇文章是否让他感

兴趣的工具。在一定的情况下文摘甚至代替了阅读全文的必要。由于

文摘都是英文的，它们很有益于打破语言的约束。结果是提高了用欠

通用语言发表文章的作者和机构的透明度。

FIBRE FIBRE FIBRE FIBRE ————    题录记录的友好输入题录记录的友好输入题录记录的友好输入题录记录的友好输入

基于俄罗斯和巴西两国 INIS 中心成功合作研制出的原型，INIS 开发

出输入软件包 FIBRE。

开发 FIBRE 反映出 INIS 系统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它是供各 INIS 中心

以高质量和一致性进行输入准备流水作业的，它的使用节省了校改精

力，缩短了处理时间，降低了成本。该产品强力有效，适应需求，还

在不断发展和改进。

2000200020002000 年统计年统计年统计年统计

2000年，输入 INIS的题录记录为 65 71965 71965 71965 719 条条条条，非常规文献 12 99212 99212 99212 992 篇。篇。篇。篇。

非常规文献图象扫描非常规文献图象扫描非常规文献图象扫描非常规文献图象扫描

2000 年，INIS 文献交流中心处理了 352 721352 721352 721352 721 页非常规文献页非常规文献页非常规文献页非常规文献，其中大半

是 INIS成员以电子形式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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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国工作集锦成员国工作集锦成员国工作集锦成员国工作集锦

点要点要点要点要。一些国家提交的输入记录量显示其职员的奉献精神。这些国家

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拉托维亚、斯洛伐克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拉托维亚、斯洛伐克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拉托维亚、斯洛伐克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拉托维亚、斯洛伐克和委内瑞拉。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加强了从网上资源获得更多的信息。虽然目前集中在期刊方面，

但其 INIS 中心正在探索从 Web 资源获得别的常规和非常规电子文献

的途径。

为利用可以得到的电子信息，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INIS 中心正在开发一种虽然小但

却好使的软件，将用它直接从 Web 站点上把文摘“拷贝和粘贴”到他

们的生产系统里的数据集成中。

自从执行 INIS/ETDE 通用分类表后，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INIS 中心在他们的输入系

统里加了一个自动校验子程序。在给出分类号的基础上，它提示主题

分析专家是否丢失了该记录输入 INIS 时所需要的符号/标识，从而保

证输入文件的完满无缺。

去年，波兰波兰波兰波兰保证了将 4 种新的核期刊在印刷后直接纳入 INIS。隶属国

家原子能机构的 5 个研究所必须把他们的报告送交 INIS 中心以便输

入 INIS数据库。

是年，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尽 大努力改进其输入的及时性。该国 INIS 中心与

两个重要的物理学期刊的编辑联系并做了得到付印稿和电子文件的支

持的安排。文献出版前进行处理，提前 8～10 个月将文献输入到 INIS

数据库。

叙利亚叙利亚叙利亚叙利亚国家 INIS 中心的职员每个月都到国家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

以及科研中心去收集 INIS范畴内的文献。

2000200020002000 年大家都努力缩短年大家都努力缩短年大家都努力缩短年大家都努力缩短核心科技期刊文章的输入滞后输入滞后输入滞后输入滞后。下列国家是预

先约定的：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

亚、古巴、厄瓜多尔、匈牙利、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墨西亚、古巴、厄瓜多尔、匈牙利、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墨西亚、古巴、厄瓜多尔、匈牙利、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墨西亚、古巴、厄瓜多尔、匈牙利、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墨西

哥、摩尔多瓦公国、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哥、摩尔多瓦公国、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哥、摩尔多瓦公国、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哥、摩尔多瓦公国、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

尼亚、南非、叙利亚、土尔其、乌克兰、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尼亚、南非、叙利亚、土尔其、乌克兰、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尼亚、南非、叙利亚、土尔其、乌克兰、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尼亚、南非、叙利亚、土尔其、乌克兰、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

瑞拉瑞拉瑞拉瑞拉。从这 27 个国家共收到自愿提交的 2202 个记录。INISINISINISINIS 秘书处秘书处秘书处秘书处输

入 8136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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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质量质量质量

INIS 继续监督主题分析和题录著录的质量，还有电子版全文提交的情

况。为那些在输入准备和电子扫描中有困难的中心提供了帮助。

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一致性

由于 INIS 输入是高度分散进行的，因而 INIS 坚持不懈保证数据库的

一致性。为此， 2000 年 INIS 秘书处修订了输入中心使用的各种工作

手册。

INIS/ETDEINIS/ETDEINIS/ETDEINIS/ETDE 联合活动联合活动联合活动联合活动

INIS 词表和 ETDE 词表现在合成了一部电子版词表，叫作：《联合国际

参考丛书：词表》。该词表完成了曾称为“词表调整”的工作。电子

版联合词表已纳入 FIBRE 输入准备软件，CD-ROM 和互联网上的 INIS

数据库检索典据中。

第 6 届 INIS/ETDE 联合技术委员会（200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于

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确定了一个 小记录格式。这就解

决了 INIS， 美国 Dublin Core 格式以及各出版商的电子版格式之间

的兼容问题。INIS目前从这些出版商获得记录以完成当前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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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服务

INIS 是一个信息库，一个面向主题的题录资源，它提供比互联网更准

确和可靠的信息。对科技界来说，它比互联网能更加经济有效地得到

检索结果，因而，象其他类似的数据库一样，它将继续被全世界所利

用。

多年来我一直使用 INIS 数据库。我把 INIS 库当作我的研究工作

的一个重要工具，而且每一次都能找到我所需要的。结果是 INIS 教

导了我，为了作好科学研究科学家之间合作的好处。

                 IIII．嘉乃姆博士．嘉乃姆博士．嘉乃姆博士．嘉乃姆博士    叙利亚叙利亚叙利亚叙利亚原子能委员会分子生

物         学与生物技术部

国际互联网上的国际互联网上的国际互联网上的国际互联网上的 INISINISINISINIS

http://www.iaea.org/inis/inisdb.htm

98 个 INIS 成员注册访问该数据库。有 18 个付款站点订阅和 9 个单用

户付款订阅 INIS数据库。

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和要求，INIS 秘书处继续加强该数据库。一个大

的改进是引入了 IP 地址访问。结果，INIS 授权成员中 50 000 多个用

户访问 Web站点上的 INIS数据库。

INIS INIS INIS INIS UkraineUkraineUkraineUkraine — 开发的用于分析评论的 INIS 数据库分析新方法。

利用这些方法，在 2000 年做了下列综述并发表在乌克兰核心刊物上：

“高放废物管理”，“公众意见在核动力发展中的作用”，“世界核科技

研究方向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这种研究中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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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SINISINISINIS 非常规文献非常规文献非常规文献非常规文献（（（（NCLNCLNCLNCL））））

46464646套免费，套免费，套免费，套免费，8888套付费订购付费订购付费订购付费订购 NCL CD-ROMNCL CD-ROMNCL CD-ROMNCL CD-ROM。。。。

国家 INIS 中心作为 INIS 全文非常规文献的散发中心，作为交换，可

以免费得到 INIS 非常规文献 CD-ROMs。44 个国家中心承担了这个责

任 。 这 些 中 心 的 名 单 可 以 在 INIS 主 页 里 找 到 。

http://www.iaea.org/inis/dd_srv.htm

例如，在波兰波兰波兰波兰，已开发了以 CD-ROM 为基础的 INIS 非常规文献全文出

版物散发，主要是通过电子邮件，他们的用户很满意这种服务。

2000 年，在罗马尼亚、加拿大和巴拉圭罗马尼亚、加拿大和巴拉圭罗马尼亚、加拿大和巴拉圭罗马尼亚、加拿大和巴拉圭的 INIS 中心之间还有一些双

边活动和文献交换。

由于 INIS 数据库的利用增加，巴西巴西巴西巴西的文献散发与上一年相比增加了

65%：提供了常规和非常规文献共计 4 565件。

INISINISINISINIS 光盘数据库光盘数据库光盘数据库光盘数据库

88个成员国和 8个国际组织每家收到两套免费的 INIS数据库光盘。

到 2000年底，有 38个 INIS成员国付款订购 178套 INIS数据库光盘。

INISINISINISINIS 光盘数据库上内部网光盘数据库上内部网光盘数据库上内部网光盘数据库上内部网

有些国家，例如澳大利亚、中国和克罗地亚澳大利亚、中国和克罗地亚澳大利亚、中国和克罗地亚澳大利亚、中国和克罗地亚通过将 INIS 库上区域网而

加强了该产品的可得性和可访问性。

SDISDISDISDI（定题服务）（定题服务）（定题服务）（定题服务）

定题服务（SDI）是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INIS中心 CIN长期以来的一项服务。2000年，

向物理学家的推荐比上一年登记的数增加 23%。截止到 9 月底，接受

服务的用户达到 901 个。这项服务促成了用户与中心的长期联系。有

些用户加入这种服务已有 20 年之久。SDI 输出随着不断出现的新技术

而变化，从印刷本到软盘，又发展到互联网。互联网使得这种服务非

常便捷。全文也可以联机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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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秘鲁秘鲁秘鲁从每期 INIS NCL-CD-ROM 选择少量题录编成一个电子通报，叫做

“Alerta”。这个通报定期用电子邮件发给用户。相关的 NCL 全文放

在内部网上，用户要一个口令就可获取感兴趣的文献。这样 INIS 中

心就可维护使用率统计。用户认为及时获得全文有积极意义。

 用这种介质推广信息对我来说似乎真绝妙。祝贺你们！

                      

                      保拉·奥利弗拉·德·莱斯卡诺

                      秘鲁核能研究所化学部

                      X射线荧光实验室

                                                   

 保持基于 INIS 数据库的定题服务的国家还有：奥地利、澳大利亚、

白俄罗斯、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法国、加纳、匈

牙利、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朝鲜、黎巴嫩、墨西哥、摩尔多瓦、新

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西班牙、南非、

斯里兰卡、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

INIS WebINIS WebINIS WebINIS Web 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INIS Web 服务(http://www.iaea.org/inis/ws/)对 INIS 主题范畴约 2000 个互

联网资源提供入口式访问。Web 站点是可检索的；为便于访问，每个

款目都是按主题、国家和缩写分类做索引的。每个月有 50 000到 60 000

次 web页下载。

NEANEANEANEA（核能机构）数据库服务（核能机构）数据库服务（核能机构）数据库服务（核能机构）数据库服务

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与 OECD/NEA 之间的计算机程序服务的合作

在成功地继续着，向 22个 IAEA成员国（非 OECD成员）提供了（3514

个程序中的）373 个计算机程序；非 OECD 成员提供了 134 个程序中的

2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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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和技能提高

INIS 的基础设施给 IAEA 成员国，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以极大的

好处。对这些国家来说，在建立超越纯核领域的信息基础设施方面 INIS

起了推动作用。

值得称赞的是 30 多年的成功运作，INIS 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范围的

INIS 中心国际网络。这已促成了信息技术领域里巨大的知识和技术的

传播。

● 在国家中心，将近 1800个职员接受过培训。

● 为建立和改进 INIS 中心，完成了国家的、地区的和地区间的 32

个合作项目。

过去 30 年，通过课堂培训、奖学金培训、科学访问、在职培训以及

国家 INIS 中心之间的非正式交流，INIS 不断地传播专门知识，提高

信息专业技术。

互联网上的远程教学互联网上的远程教学互联网上的远程教学互联网上的远程教学

INIS 远程教学计划（INIS DLP）于 2000 年 12 月 12 日提前正式向成

员国开放。该计划包含了有关输入准备的全部细则。它包括两门课程：

主题标引和题录描述，其中还有提交电子版全文的规则。INIS 远程教

学计划的目标是培训新职员，也可以用于更新老职员的知识。

培训班培训班培训班培训班

维也纳维也纳维也纳维也纳

INIS 秘书处 2000 年 11 月 4～8 日在维也纳举办 INIS 培训班，该班是

面向国家 INIS中心的中级职员的。以下 32个成员国出席了该培训班：

白俄罗斯、比利时、中国、埃及、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印

度、伊朗、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立陶宛、马来

西亚、挪威、巴基斯坦、波兰、斯罗文尼亚、瑞典、叙利亚、前南斯

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突尼斯、乌干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南斯拉夫、赞比亚。培训班安排了与 INIS 有

关的全面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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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那哈瓦那哈瓦那哈瓦那

古巴核能机构的核能信息中心主办了 2000 年 6 月 19～30 日，在古巴

哈瓦那为期两周的第二届区域信息职员业务提高培训班。该培训班在

INIS科的合作下，由名为“核领域信息网络（ARCAL XLII）”的 IAEA/TC

项目 RLA/0/017 组织和资助。17 个学员代表 14 个拉美国家参加了研

讨班。学员来自：阿根廷（2人）、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古巴（3 人）、厄瓜多尔、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乌

拉圭、委内瑞拉。

研讨会和科学访问研讨会和科学访问研讨会和科学访问研讨会和科学访问

2000 年期间有 13 人代表 11 个国家受益于与 INIS 有关的研讨会以及

对 INIS 科的科学访问或短期介绍性访问。INIS 秘书处接受了来自安

哥拉、布基纳法索、刚果、喀麦隆、拉托维亚、尼日利亚、马其顿、

墨西哥和尼日利亚的职员。日本接受了来自孟加拉的科学访问者。

国家项目国家项目国家项目国家项目

IAEA 帮助建立拉托维亚和斯洛伐克 INIS 中心的技术合作项目已

经圆满结束。

ARCALARCALARCALARCAL

借 2000 年 INIS 联络官会议的机会，2000 年 6 月 9 日，德国在卡尔斯

鲁厄专业信息中心主办了拉丁美洲国家 ARCAL会议。

巴西核信息中心于 12 月份主办了 ARCAL XLII 协调员 终会议，那是

一个实施核信息区域网络的两年项目。15 个拉丁美洲国家参加该项

目。

  通过及时文献传输服务共享各国馆藏使地区核信息的利用率得到提

高。提供了硬件、软件和培训使文献以电子形式交换成为可能。这种

交换从项目开始那年的 168 份增加到 2000 年的 777 份,同时还达到了

几个别的目的，包括地区对 INIS 数据库的更大的输入。与该项目实

施之前 5 年里的平均数相比，1999 年和 2000 年的平均地区参与分别

增加 45%和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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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INIS 秘书处和国家中心进行的 INIS 宣传活动旨在使 INIS 产品和服务

为所有的潜在用户所了解。这些活动使 INIS 数据库在科学家、信息

技术人员和学术界有了较好的知名度。例如，苏丹苏丹苏丹苏丹说他们增加了用户

数量，文献收集范围扩大。

诸多诸多诸多诸多 WebWebWebWeb 站点涉及站点涉及站点涉及站点涉及 INISINISINISINIS

在 Google（http://www.google.com）的一次搜索表明，700 多个 Web

站点专门涉及到了 INIS 数据库。选择 INIS 的意向说明对该系统的有

用性的认同。

EUSIDICEUSIDICEUSIDICEUSIDIC

应 EUSIDIC（欧洲信息服务联合会）的邀请，INIS 秘书处的一个职员

作了关于 INIS系统的讲演，内容包括 INIS 30年运作的构想和发展。

INIS成员为成员为成员为成员为 INIS宣传活动采取的措施宣传活动采取的措施宣传活动采取的措施宣传活动采取的措施

澳大利亚根据 INIS 秘书处提供的统计数据把目标特别指向低利用群

体，为那些人举办了专门演示会。结果，INIS 数据库（CD-ROM 的
和/或 Web 的）的利用率增加，在有的情况下甚至成倍增加。

巴西 INIS 中心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国约 1500 个核医学专家发出了推广

SDI 服务的信件。向医学学会、专业刊物、Web 站点管理员和大学图

书馆发了新闻稿和宣传画。

各个成员，如印度和马其顿出版或在会议上发表了一些论文。通过准

备已收录于 INIS 数据库的期刊论文，马其顿 INIS 中心确定了一个宣

传 INIS，促销其产品和服务的好方式。

马其顿 INIS 中心继续给 INIS 产品和服务的潜在用户散发小广告和信

件进行 INIS 宣传。

在澳大利亚，在由 ANSTO 组织的各种科技会议和讲座上散发了自己准

备涉及特定的专题的有关 INIS的检索示例和宣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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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欧洲的 20多次会议、展销会和展览会上介绍了 INIS。

几个成员国报道趁特别场合之机演讲和展示 INIS：印度、罗马尼亚、

苏丹、叙利亚、乌克兰、美国。

为了赢得未来的用户，白俄罗斯 INIS 中心为国际萨哈罗夫环境大学

的两个系（放射生态和放射生物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举办了 INIS

培训班。学生们择其所需，学习了 WinSPIRS 和 INIS 数据库和光盘版

非常规文献的利用。

波兰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出现在用户中。

针对潜在用户，向 100来个单位发了一份 4页的波兰语宣传单。

罗马尼亚与核信息生产和消费方面 重要的国家中心的关键人物建立

了联系。他们将作为中间人，向他们的同事转达一切信息，即关于如

何与罗马尼亚 INIS 中心联系、在 INIS 数据库的基础上他们能提供些

什么服务、在他们所能及的范围内，如何告知 INIS 中心 INIS 感兴趣

的新出版物。

澳大利亚 INIS 中心组织了周演示会，向新职工、学生和那些需要更

新其检索技能的人介绍 INIS。

在印度核学会年会 INSAC-2000期间，印度组织了一个展览，展示 INIS

活动的各个方面，还组织了一个 INIS CD-ROM 数据库演示。展览占地

约 500 m2，有显示 INIS 和印度自 1970 年以来对 INIS 数据库的贡献

的大型广告牌和图片。

为庆祝核信息中心（CIN，即巴西 INIS 国家中心）30 周年搞了一个展

览。在核能委员会本部主展厅展出了反映 30年来 INIS的服务、产品、

大事记和人物的宣传画。重点放在 CIN 和 INIS 同时纪念 30 年以及与

INIS 相关的活动的意义和不断改进。核能委员会的领导和许多业务人

员出席了开幕式。

南非开发了可作为电子邮件附件的标准 HTML 电子广告。它解释了什

么是 INIS，国家中心在 INIS 系统/国家里的作用。，可能的非常规文

献复制/版权问题，以及与 INIS和国家中心的联系和 URL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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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资格
INIS 起始于 1970 年 5 月。在首 12 个月的运营中，39 个成员国和 11

个国际组织正式加入该系统。每个 INIS 成员由其政府或（如果是国

际组织的话由）首席执行官指定一个联络官在 INIS 作代表。也可以

指定一个候补联络官。

30 年后，INIS 由 103 个成员国和 19 个国际组织组成。成员国的数目

在 IAEA是惟一多的，且是长久的。它还是惟一提供访问积累信息达 30

多年，范围涉及 IAEA所有领域的系统。

一个合作系统的理念要求所有参与成员都对其建立和经营做出贡献。

这才是本系统的力量所在。本着这个目标，2000 年通过了一个新的成

员资格安排，要求每个成员每年上报至少向 INIS库输入多少文献。

INIS 成员

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国际组织国际组织

阿拉伯原子能机构（AAEA）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

欧洲委员会（EC）

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国际科技信息中心（ICSTI）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联合核研究所（JINR）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NEA）

非洲统一组织（OAU）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

世界能源理事会（WEC）

世界卫生组织（WHO）

世界气象组织（WMO）

世界核工作者理事会（WONUC）



20

INIS 成员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孟加拉

白俄罗斯

比利时

玻利维亚

巴西

保加利亚

喀麦隆

加拿大

智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

厄瓜多尔

埃及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加纳

希腊

危地马拉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大韩民国

科威特

拉托维亚

黎巴嫩

阿拉伯利比亚社会主义

民众国

立陶宛

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马里

墨西哥

蒙古

摩洛哥

缅甸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摩尔多瓦共和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新加坡

斯洛伐克共和国

斯罗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

国

突尼斯

土尔其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UK）

美利坚合众国（USA）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南斯拉夫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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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S 发展大事记

1966 提出国际系统

1967 成立秘书处

1969 理事会批准 INIS系统

1969 首次公布使命陈述

1970 生产出第一批产品

1970 举办第一次培训班

1973 覆盖了所有主题范围

1976 文摘作为可检索项

1978 INIS数据库可在传统的联机系统访问

1983 评价了文献覆盖率

1986 达到百万条记录

1990 开始研制输入软件

1991 INIS数据库 CD-ROM产生

1993 进行了用户需求研究

1993 开始新的数据处理系统研制

1994 重视宣传计划

1994 修订成员资格条约

1995 修订使命陈述

1995 开发战略计划

1995 试验了用电子介质储存全文

1996 INIS Web网站

1997 INIS非常规文献 CD-ROM开始生产

1997 达到二百万条数据库记录

1998 INIS数据库迁移到国际互联网上

1998 IDPS（INIS 数据处理系统）在客户机/服务器上实施

2000 国际互联网上的 INIS远程教学计划

INIS 2000年年度报告

2001 年 4月 IAEA印刷于奥地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