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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LC 北京代表处业务通讯       2017年7月第38期 

OCLC 北京代表处十周年回顾 

      OCLC 北京代表处于2007年7月20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在过去的十年中，OCLC北京代表处秉承“人类

知识必须共享”的理念，致力于OCLC服务在中国大陆图书馆的传播，促进资源共享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

作；和中国大陆成员馆携手共进，为利用OCLC服务打造世界一流的图书馆而努力！以下是OCLC进入中国

大陆十年风雨历程的精彩点滴回顾。 

OCLC北京代表处成立典礼—2007.7北京 第一届OCLC APRC会议—2009.9北京 

OCLC FirstSearch用户会议—2015.5北京 

杭图编目研讨会—2012.5杭州 

OCLC与CALIS合作签约仪式—2011.10北京 

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2017.5北京 

OCLC馆际互借与文献提供用户会议—2013.10北京 

OCLC学术研讨会—2010.3陕西 

OCLC副总裁来访—2016.12北京 

OCLC全球信息报告中文版发布仪式—2008.8北京 

OCLC副总裁访问上海图书馆—2014.4 上海 

OCLC总裁访问清华大学图书馆—2011.10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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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 OCLC 成立50周年 

※ 1967年7月6日发布第

一份OCLC最初合作条

款，54 家 图 书 馆 成 为

OCLC的成员馆。 

※ 1971年俄亥俄州大学图书馆使用OCLC在线联合编

目服务系统编辑了第一本图书。 

※ 1973年 Beehivez终端用来在线编目。 

※ 1977年OCLC研究部成立。 

※ 1979年OCLC发布OCLC馆际互借系统。 

※ 1981年OCLC迁至新的位于美国俄亥俄州都柏林市  

的技术中心，在英国的伯明翰市成立了OCLC第一家海外

办公室。 

※ 1986年OCLC将服务扩展至亚太地区。 

※ 1988年OCLC开始出版杜威十进制分类法。 

※ 1991年FirstSearch开始

向终端用户提供联机参考咨

询检索服务。 

※ 1995年OCLC将服务扩展

至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 

※ 1997年加拿大魁北克办公室成立。 

※ 1999年和荷兰Pica基金会合作。 

※ 2002年OCLC开始提供CONTENTdm电子资源管理服

务。 

※ 2003年OCLC莫斯

科办公室成立。 

※2003年WebJunction

发布，向公共图书馆提

供资源。 

※ 2004年OCLC发布OCLC环境扫描报告。 

※ 2006年WorldCat.org发布。 

※ 2007年OCLC北京办公室成立。 

※ 2008年全球理事会和三个地区理事会模式形

成。 

※ 2010年WorldCat中非英语内容首次超过英

语。 

※ 2011年WMS图

书馆云端管理系统

发布。 

※ 2015年OCLC

印刷了最后一批图书馆卡片目录，结束卡片目录时

代。 

※ 2016年OCLC意大利佛罗伦萨办公室、西班牙

巴塞罗那成立。 

※ 2017年OCLC WorldCat拥有独一无二的书目

记录3.95亿条、总馆藏记录25亿多条。 

       2017年7月6日是OCLC成立50周年纪念日。经过这么

多年，我们的目标依旧清晰：在帮助图书馆控制成本的同

时提高获取图书馆资源的可获取性。希望全世界越来越多

的图书馆加入到我们的合作使命和愿景中来。 

OCLC 历届总裁 

         1967-1980 

Frederick G. Kilgour 

         1980-1989 

Rowland C. W. Brown 

         1989-1998 

Dr. K. Wayne Smith 

         1998-2013 

Jay Jordan 

         2013-present 

Skip P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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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研究报告

      2017年4月OCLC发布《揭秘IT：档案管理员和IT专业人员达成共识

的框架》(Demystifying IT: A Framework for Shared Understanding

between Archivists and IT Professionals)。这篇报告是2015年Dooley

Jackie发表的《档案优势：集成档案管理技能到原生图书馆资料的管

理》的续篇，2015年的报告描述了档案管理如何帮助图书馆馆长、管

理者和IT专家以及其他人员意识到将档案专业知识转化为数字图书馆

发展和实施的许多领域的重要性。在最新的报告中作者继续探讨档案

管理中的原生数字图书馆资料的管理（如创建和管理数字格式）。

       2017年3月OCLC发布《研究数据管理的现实》（The Realities of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系列报告，第一部分研究数据管理

（RDM）服务空间之旅介绍，主要介绍了RDM在研究性大学出现的

相关背景，提出从E-E-C（即Education-Expertise-Curation）教育培

训-专家意见-综合管理这一框架来认识RDM服务，介绍研究报告

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并预览报告四部分的主体内容。研究数据管理

（RDM）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目前关注的热点，并在服务、资源和基

础设施方面引发了大量投资，用以支持研究者的数据管理需求。

       2017年1月OCLC发布《推进国家数字平台：美国公共图书馆

和州立图书馆的数字化现状》（Advancing the National Digital Plat-

form: The State of Digitization in US Public and State Libraries）研究

报告，该报告总结了美国公共图书馆和州立图书馆开展数字化活

动的需求评估和差距分析结果。相关调查涉及全美9206家公共图

书馆和47家州立图书馆。

第九届OCLC亚太理事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报名持续进行中

   第九届OCLC亚太理事会年会暨会员

代表大会将于2017年11月29-30日在日本

东京早稻田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是

“Hello I'm the Smarter Library ”。欢迎

OCLC广大成员馆委派代表参加。关于会

议 的 详 细 信 息 请 见 页 面 ： https://

www.eventbrite.co.uk/e/oclc-asia-pacific-
regional-council-meeting-2017-hello-im-
the-smarter-library-tickets-35073281128

※2009年9月   中国北京 

※2010年9月   日本东京 

※2011年10月  中国台北 

※2012年9月   马来西亚吉

隆坡 

※2013年10月  泰国曼谷 

※2014年10月  韩国济州岛 

※2015年12月 澳大利亚墨尔

本 

※2016年12月 中国香港 

※2017年11月 日本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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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新闻资讯 

èOCLC研究部与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LIBER（the 

Association of European Research Libraries）推出合作

项目，以探索在欧洲研究信息管理（RIM）基础设施

中采用和整合持久性标识符（PIDs）。该研究将会向

大学和研究型图书馆的领导提供实用的有关机构、组

织、国家和跨国范围的研究管理实践和挑战的建议。 

http://www.oclc.org/en/news/releases/2017/201716dublin.html  

è全球已有500多家图书馆选择了 OCLC WorldShare 

管理服务。WMS是一款基于云的图书馆服务平台，能

够提供管理图书馆所需的全部应用程序，包括采购、

流通、元数据、资源共享、许可证管理以及面向用户

的检索服务。此外，该系统还提供一系列报告，这些

报告有助于图书馆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活动，并持续追

踪关键指标。 

http://www.oclc.org/en/news/releases/2017/201719dublin.html 

èOCLC正在开发一款名为 Digby 新移动应用程序，

该程序不久将会被纳入到基于云的图书馆服务平台 

WMS服务中。Digby 采用特殊设计，能够提高图书馆

学生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准确性和独立性。  

http://www.oclc.org/en/news/releases/2017/201717dublin.html 

èOCLC与Wikimedia基金的Wikipedia图书馆协作让编

辑者更加容易的将Wikipedia的引文链接至全球最大的

图书馆馆藏信息数据库WorldCat中的数百万条图书馆

资料。  

http://www.oclc.org/en/news/releases/2017/201706dublin.html 

èOCLC同意收购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领先的图书馆

间支付解决方案供应商Relais International，从而显著

增加Relais客户和全球OCLC成员图书馆和集团的资源

共享的可选性和服务能力。OCLC还发布了Tipasa™服

务，这是第一个基于云服务的馆际互借管理系统，可

以为单独的图书馆自动执行借入和借出功能。http://

www.oclc.org/en/news/releases/2017/201701dublin.html 

èOCLC全球理事会于2017年3月27日至29日在美国

俄亥俄州都柏林召开。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成功

当选亚太地区理事会理事，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邓

景康和上海图书馆前馆长吴建中也都曾经担任过这

一职位。 

http://www.oclc.org/en/news/announcements/2017/global-

council-election-results.html  

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使用Google Analytics（分析）

塑 造 其 CONTENTdm 馆 藏。使 用 OCLC 的

CONTENTdm，图书馆可以增加其数字馆藏的可见

性，并使其更易于发现。CONTENTdm可以存储，

编辑和显示数字馆藏，使资源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搜

索者的任何类型的设备上访问。 

http://www.oclc.org/en/news/announcements/2017/

CONTENTdm-news-item-February-2017.html 

è马里兰州和马里兰大学图书馆联盟（University 

System  of  Maryland  &  Affiliated  Institu-

tions (USMAI)），其中包括马里兰州17所大学和图

书馆，选择OCLC可持续馆藏服务（ OCLC Sustain-

able Collection Services）来分析和通报其成员图书

馆纸质馆藏的管理。 

http://www.oclc.org/en/news/releases/2017/201712dublin.html 

èOCLC 研究部和图书情报学教育协会 (ALISE) 

将研究基金授予给由四名研究者开展的三个项目。

1 月 19 日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 ALISE 2017 

年度会议颁奖午宴上授奖。 OCLC/ALISE 图书馆

学情报学研究基金旨在为能够推动图书馆事业和情

报科学发展的各项研究提供支持。 

http://www.oclc.org/en/news/releases/2017/201703dublin.html 

èOCLC 已经和 315 家出版商和信息提供商签订了

提供元数据的协议，目的在于添加高质量图书、电

子书、期刊、数据库和其他资料的元数据，通

过 WorldCat 检索服务即可检索到这些出版商的内

容。http://www.oclc.org/en/news/releases/2017/201714dubli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