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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OCLC 服务打造一流图书馆 

Become a First-Class Library and Use OCLC Services 

与 OCLC 共享新理念 

Keep Up with New Ideas with OCLC 

通过 OCLC 参与全球图书馆合作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Library Cooperation through OCLC 

 

 

 

国家图书馆邵燕赴 OCLC 美国总部和欧洲分部学习的感想 

 

2009 年 8 月 IFLA 第 75 届大会上 OCLC 总裁 Jay Jordan 先生宣布了 2010 年 IFLA/OCLC 早期职业发

展奖学金的获得者名单，国家图书馆邵燕幸运成为 6 名获得者之一，能够参加为期 5 周的短期职业培训。

这也是国内图书馆员第二次获得该项目的资助，首次是 2005 年由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蔡筱青老师获得。

下文是她本人的学习体会。 

 

我于 2010 年 4 月初如期踏上了培训之旅，这是一次非常难忘的行程。第一次只身一人远赴异国，

心理和生活上面临着许多的挑战，所幸这是一个已经开展了 10 年的非常成熟的培训项目，OCLC 给予

了我们家人般的温暖，并竭尽所能帮助我们尽快进入了学习状态。 

在 OCLC 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紧张而充实、充满挑战而又丰富多彩的五周培训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满载着归来的喜悦和沉甸甸的收获，我又回到了工作岗位。重新梳理五周来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有很

多的东西希望能和大家分享，同时也希望对自己和更多人未来的工作有所参考。 

1. 培训内容 

1.1.  项目概况 

该奖学金项目由 IFL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OCLC 和

ATLA（American Theological Association）三方联合举办，来自三方的专家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每年从

来自全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馆员申请中选出 5-6 位，资助其参加为期五周的培训，其中四周安排在 OCLC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都柏林的总部，另外一周安排在 OCLC 荷兰莱顿的分部。 

项目入选基本条件：在指定时间段内取得合格的图书馆或信息科学学位；具备 3-8 年图书馆或信息

科学从业经验；是受资助国家的合法公民，在该国从事图书馆或信息科学专业人士的工作；英文阅读、

口头表达流利；持有效护照、能够获得合法入境美国和荷兰的签证。 

该奖学金项目由 OCLC 教育与职业发展部来具体管理，项目负责人是有着丰富的教学和项目组织经

验的 Nancy Lensenmayer。截至今年，该项目已持续 10 年之久，先后培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 50 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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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员。每年的培训安排大致相同，但也会根据 OCLC 当年的活动安排和前一年的学员反馈意见进行局

部调整。 

详细信息可参见：http://www.oclc.org/us/en/community/careerdevelopment/fellows/default.htm 

1.2. 培训安排 

1.2.1. 讲座 

2010 年培训期间共安排了大大小小近 40 场讲座，培训主题涵盖广泛，有目前在许多图书馆应用广

泛的 OCLC 部分服务产品如 Worldcat、QuestionPoint 等的介绍，有编目、参考咨询、图书馆服务以及信

息素养教育等传统业务的应用，也有对数字资源管理、数字化及长期保存、云计算等新兴主题的探讨，

还对 OCLC 的成员机制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了与世界顶尖图书馆专家探讨信息科

技、图书馆运作和管理及全球图书馆合作等主题的机会，后者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更是受益匪浅。 

 

1.2.2. 全球委员会 

在美期间，我们全程参与了 OCLC 第一届全球委员会会议，该会议共五天，主要是由三大区域委员

会推举的成员代表参加，共同就成员图书馆所关注的记录使用策略、成本分担和差异化定价等问题进行

探讨并谋划未来发展规划。我对此次全球会议印象尤其深刻，亲身感受了 OCLC 作为一个全球著名的图

书馆服务机构是如何通过工作机制、服务宗旨等多方面来调动其成员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共同为其

未来发展出谋划策，将合作和共享的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http://www.oclc.org/us/en/community/careerdevelopment/fellows/defaul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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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次会议的日程及部分主旨发言视频详见： 

http://www.oclc.org/us/en/councils/global/meetings/agenda.pdf 

http://www.oclc.org/us/en/multimedia/2010/2010_GlobalCouncilAnnualMeeting.htm 

 

1.2.3.  参观走访 

培训期间，我们共访问了北美和欧洲地区精选的近 20 家图书馆、文化遗产机构和图书馆组织。其

中，不仅有 LC 和 BnF 这样的国家图书馆，还有许多知名大学图书馆、市立和社区公共图书馆以及中学

图书馆，同时也参观了欧美非常有影响力的 AL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和 IFLA 等图书馆学协

会以及荷兰图书订购集成商 NBD Biblion 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图书馆让我们对美国和欧洲的图书馆服务

体系有了相对完整的认识，两大图书馆联盟组织面向图书馆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让我们印象深刻，此

外，荷兰 NBD Biblion 公司服务理念的前瞻性及其在荷兰图书馆超过 90%的市场占有率也令人咋舌。 

 

 

1.2.4. 个人职业规划 

该奖学金项目不仅要通过培训开拓受训者的视野，同时还要帮助我们开展职业规划。因此，在项目

即将结束的时候，OCLC 给每人发了一个职业发展规划表，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每人设定了自己在未

来 3-5 年内的长远目标和 12 个月内的短期计划。项目负责人 Nancy 还与每个人进行了面谈，并从自身

的角度给予我们一些指导和建议。职业规划不可能一成不变，总是需要根据现实环境和自我认知的变化

而不断调整，而设定长短期目标的过程也是对自身的兴趣、能力以及未来前景的一次系统思考和规划，

http://www.oclc.org/us/en/councils/global/meetings/agenda.pdf
http://www.oclc.org/us/en/multimedia/2010/2010_GlobalCouncilAnnualMee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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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个人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1.3.  参访机构一览表 

参观走访各种类型的图书馆和信息机构是该培训的主要内容，因此，为便于对培训有一个更加直观

的印象，现整理如下参访机构一览表，并对参访内容做以简要介绍。 

OCLC 精选的不仅有 LC、KB 和 BnF 这样的国家图书馆，还有许多知名大学图书馆、州立和社区公

共图书馆以及中学图书馆，同时也参观了欧美非常有影响力的 ALA（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和

IFLA 等图书馆学协会以及荷兰图书订购集成商 NBD Biblion 等。这些不同类型的图书馆让我们对美国

和欧洲的图书馆服务体系有了直观的认识，也对其中一些机构的服务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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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安排-美国 

 

时间 机构名称 所在地 类型 内容 

4.12-4.22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 Dublin,OH 
国际性 

图书馆组织 

OCLC 产品及新技术介绍， 

全球会议 

4.23 美国国会图书馆（LC） Washington,DC 国家图书馆 图书馆服务部，采编处 

4.26 

美国图书馆联盟（ALA） 

Chicago,IL 

图书馆联盟 概况介绍及参观 

美国神学图书馆联盟（ATLA） 图书馆联盟 概况介绍及参观 

芝加哥公共图书馆（CPL） 市立图书馆 概况介绍及参观 

4.27 
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

（UIUC） 
IL 大学图书馆 

Mortenson 中心、图书馆与情报学研究生院

参观；信息素养教育、图书馆学教育等主

题交流 

4.28 Westerville 公共图书馆 Westerville, OH 社区图书馆 概况介绍及参观 

4.29 
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OSU 

Lib） 
Columbus, OH 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参观、馆际互借、数字参考咨询等

主题交流 

4.30 

都柏林科夫曼中学图书馆

(DCHS Lib) 
Dublin, OH 中学图书馆 

图书馆参观、中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等主题

交流 

哥伦布市图书馆（CML） Columbus, OH 市立图书馆 概况介绍及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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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安排-欧洲 

 

 

时间 机构名称 所在地 类型 内容 

5.6 OCLC 莱顿办公室 Leiden, the Netherlands OCLC 地区分中心 OCLC EMEA、荷兰图书馆介绍等 

5.7 
IFLA Den Haag, the 

Netherlands 

国际性图书馆组

织 

IFLA 概况、会员机制、Advocacy 项目等

介绍 

荷兰皇家图书馆（KB） 国家图书馆 古籍展示及馆舍参观、Europeana 介绍 

5.10 

法国国家图书馆（BnF） 

Paris, France 

国家图书馆 概况介绍及参观 

法国公共信息图书馆（Bpi） 
国家 

公共图书馆 
概况介绍及参观、小型交流 

5.11 莱顿大学图书馆（UB） Leiden 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参观、数字化建设介绍 

5.12 
NBD/Biblion 公司 

Amsterdam 

图书馆 

服务公司 
概况介绍、加工车间参观 

阿姆斯特丹公共图书馆（OBA） 市立图书馆 概况介绍及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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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行见闻及感想 

一路走来，由于时间比较紧，在各个图书馆待的时间都不长，所以对美欧图书情报机构的印象更多

来自馆舍、设施以及服务这些比较直观的方面，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国外图书馆尤其是美国图书馆对宣

传推广（Promotion）的普遍重视。 

此外，作为这个项目的主要资助方和组织方，OCLC 的许多管理人员和员工五周的时间里与我们朝

夕相处，也正是通过他们，我们对 OCLC 有了更真实和深入的了解，而 OCLC 也从一个概念性的符号

变成了一张张笑脸和一点一滴回忆所组成的鲜活形象。 

2.1. 图书馆服务体系 

美国是我们所参访国家中公共图书馆体系最完善的，在 OCLC 的精心筛选和安排下，我们参观了美

国国会图书馆、州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中学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等各种类型图书馆的代表以及美国

图书馆协会等图书馆合作组织，从而对美国的图书馆体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看到了各类型图书

馆各司其职，保障其特定用户群需求；也看到了他们之间相互协作，在许多领域开展合作与交流的默契；

同时，我们还见识了图书馆协会如何为图书馆用户定制服务、如何指导和帮助国内的图书馆开展宣传推

广活动等。正是这由点及面、环环相扣的图书馆服务网络共同保障了美国人的文化信息需求，使得美国

的图书馆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2. 服务多元化与以人为本 

近些年，图书馆也掀起了号召服务要“以人为本”的风潮，而在此行参访的图书馆内，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以及一项项“不可思议”的服务：进图书馆看书不用办卡也不用刷卡；读者选

书用的是超市购物篮；入口处总是能发现一些备用的轮椅；咨询台是开放的，馆员和读者并肩而坐；图

书馆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外加讲故事；饮料是可以带到阅览室里的；借还书是不用下车的；图书馆员的

服务热线是不用拨号的；图书馆的书和座位都是可以通过网上预约的…… 

 

    透过这些多元与差异化的服务，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服务政策的差异，还有实实在在的以人为本，

以用户的需求和感受为第一，并根据用户的反馈不断进行调整，使图书馆成为像家一样亲切、舒适、便

捷的地方。 

2.3. 图书馆宣传推广 

图书馆的宣传推广也是颇受注目的一个领域。而许多图书馆仍然停留在通过制作资源、服务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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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等比较传统的模式上来进行推广，此次在参访过程中看到了许多很有创意的做法，对我们日后的工作

也有一些启发作用。 

我们在 ALA 看到了他们为美国图书馆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定制海报的服务，从而使图书馆与用户走

得更近，其宣传和推广也更易为用户接受。比如 Westerville 图书馆不仅充分利用馆藏制作海报，其馆长

本人还成为其中一幅海报的主角、Coffman 中学图书馆则鼓励中学生报名成为海报明星，芝加哥图书馆

的走廊里都是各式各样定制的海报，ALA 还邀请各行各业的明星人物来担当他们的海报人物，这些人大

都手捧一本书来向公众宣传阅读。 

 

此外，我们还发现 Coffman 中学图书馆墙上贴着许多国家的国旗，询问之下得知这些国旗代表的是

该中学所收学生的国籍；而芝加哥公共图书馆进门墙上醒目的写着图书馆的宗旨，宣传着其开放、平等

的理念；OSU 大学图书馆的电梯和室内地板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和符号，表示其馆藏的语种和类型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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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图书馆的差异 

不同的图书馆有不同的宗旨与风格，而造成这种差异化的因素也非常多，历史、地域、文化、管理

等等，在此结合此行见闻谈谈个人一些浅显的认识。 

从地域上来看，总体来说，美国更加开放，公共图书馆的体系也非常发达，各种类型图书馆各司其

职，保障不同用户的需求，但又在许多方面有着合作。此外美国的各种学会协会和联盟，在图书馆的合

作共享方面发挥了很强的作用。而法国给人的感觉是等级更严格，图书馆的两级分化严重，国家图书馆

或国家级别的图书馆经费非常充足，设备设施也比较奢华，但是一些小图书馆却面临着馆藏更新的困难，

我们参观的时候发现位于蓬皮杜艺术中心内的巴黎公共信息中心就人满为患，他们工作人员也说服务压

力很大。而荷兰的某些图书馆如同其整个国家一样，在管理风格上比较松散和开放。比如我们在阿姆斯

特丹市图书馆看到了关于同性恋的展览，他们的咨询台、桌椅沙发、电脑都是在开放的空间里，门口有

警卫和门禁，但不用刷卡，如果你来看书，什么证件都不用，但借书就需要办卡。 

从语言上来看，美国因为说英语的缘故，所以开放性更强，对外交流也更加便利。但在巴黎的两天

时间里，尽管有 OCLC 当地办事处的员工陪同，但仍然感到了交流的困难，有些在美国可以靠眼睛获取

的信息在那里却是无能为力，所以从法国回到荷兰，我第一次感到英语这么亲切。由此也倍感，对于一

个到了陌生环境中的外国人，英语的标识是多么重要。语言并不是造成图书馆差异的根本因素，但是对

于国际通用语言的使用确实会影响到一个图书馆的国际化发展。  

而管理的差异毋庸置疑会造成图书馆的差异。比如馆长的风格，Westerville 图书馆馆长是一个非常

随和也非常开放，自己还在网上开博客宣传图书馆，所以图书馆看起来像是家里，随处可见一个个贴心

的举措；而有些图书馆的馆长则有些严肃，咨询台没有椅子，馆内也是非常井井有条。 

了解造成图书馆差异化的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认识这些图书馆以及他们的服务和理念，也

有助于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在对比中，也能以更加客观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身。 

 

2.5. OCLC 的特色 

印象最深刻的首先就是 OCLC 的共享合作理念，从它的机构宗旨、产品特性到以区域和全球委员会

为代表的用户协商机制，无不渗透着合作共享的理念，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一个企业或一个机构不断发展

和保持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其次，OCLC 每年在战略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大的投入，关注图书馆发展前沿和问题，他们近

些年每年发布的战略研究报告在图书馆界都享有很高的赞誉，非常有参考价值。在人才培养方面，他们

有多个奖学金项目，资助全球的图书馆员开展研究或进行提升。这个职业发展项目就是其中一个。即便

在经济危机普遍冲击着美国社会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不懈，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未来发展的长远眼

光。 

此外，也是我个人认为 OCLC 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把对机构运行来说至关重要的两个能动因素——

用户和员工——管理得很好。  

OCLC 通过专门的区域委员和全球委员会机制，聚集全球的用户共同就公司发展的战略和具体操作

问题进行商讨、辩论。区域委员会和全球委员会成员是从用户中选举出来的，通过把全球的用户吸引过

来，参与到 OCLC 的产品改进和政策制定中来，不仅更准确获取了用户的真实需求，也共享了全球用户

的智慧，可谓非常明智之举。 

而在员工管理方面，我们在 OCLC 总部看到了许多细致入微的设施设计，尽管我们在美国只待了四

周，但是他们却为我们准备了专门的办公室、桌签、电脑、手机以及其他的设施，安排非常细致周到。

此外，我们还接触了许多工作了几十年的资深员工，他们对非营利机构文化的认同非常根深蒂固，谈起

工作也是反复强调工作热情（passion），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对工作和这个机构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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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开放共享的理念和着眼未来的视野使得 OCLC 拥有了不断发展的可能，那么用户的积极参与

和员工的认同与支持，则是 OCLC 能够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制胜法宝。 

 

2.6. 一些启示 

首先关于合作共享方面。从自身来讲，服务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态，让用户走进来，参与进来，才能

真正留住用户。从对外合作来说，利用集体智慧，形成优势互补，是实现规模效应节约成本的最好方式。

因此不管是部门内部的合作、部门之间的合作还是机构之间的合作乃至国家之间的合作，大家都应该打

破本位主义的狭隘，以共建共享为基础，以开放的心态来合作。数字图书馆的发展为我们进行共建共享

创造了条件，当然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可以充分吸收不同国家不同机构好的经验，更好开

展我们自己的工作。  

另外，从这个培训项目的发展和组织上我也深切体会到了坚持的重要性，我们经常说“计划赶不上

变化”，但在 OCLC，我们感觉到的是定了计划就争取没有变化，所以即便有经济危机，但是他们认为

这个事情重要仍然还是要投入精力和经费来做，而十年来针对年年遇到的问题和学员反馈不断进行改

进，也使得这个项目日臻完善和细致入微，让我们看到了工作的可持续性对于做好做成一件事的重要性。  

还有就是图书馆的定位，一个图书馆的服务应该是跟其职能定位直接关联的，什么样的职能决定我

们应该开展什么服务。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没有哪两个图书馆是一样的，同样是国家图书馆，职

能差异，导致服务内容也不同。因此，不同的图书馆一定首先要确定好自己的智能定位，从而相应制定

自己的服务重点和服务政策。同样的，用户需求是服务的根本，通过多种方式获取用户的真实需求，并

结合这些需求制定我们的服务策略，才能提供真正有价值留得住用户的服务。  

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还可以引入更多国际化的措施，比如：英文网站的建设、馆内英文标识的完

善、英文宣传片等等。 而且，还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在传统宣传手册等方式的基础上，推行“嵌入式

广告”，充分利用身边与读者密切相关的环境来提高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显示度，拉近与用户的距离。 

 

3. 结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五周的培训学习，收获颇丰，感慨良多，在此仅就其中感触最深的部分进行

了总结，希望能够对各位同事有些参考价值。而对于我个人来说，培训结束后，有些收获很快就能在工

作中应用，有些心得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去体会和理解，但终究，它们都将成为未来工作的有效

辅助和推动，不断发挥作用！ 

最后再次感谢项目资助方 OCLC、IFLA 和 ATLA 对此项目的大力支持，也感谢 OCLC 提供了这么

宝贵的学习机会给我，以及在整个培训过程中所做出的各项努力，感谢国家图书馆各位领导、同事对我

的理解和支持，感谢 OCLC 王行仁副总裁及蔡淑恩主任在美期间对我的照顾和热情款待，感谢 OCLC

北京代表处丘东江老师对此次出行给予的指导和关心，也感谢各参访机构对我们的热情接待和周密安

排！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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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短讯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田晓迪女士荣获2011年度The Jay Jordan IFLA/OCLC 早期职业

发展奖学金  

8月12日，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的第76届国际图书馆协会与学会联合会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期间的

记者招待会上，OCLC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杰伊•乔丹（Jay Jordan）宣布了2011年度The Jay Jordan 

IFLA/OCLC 早期职业发展奖学金计划的获奖者名单。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访馆员田晓迪女士获此殊

荣，其余5位获奖者分别是来自博次瓦纳农学院助理馆员Khumo Dibeel、尼泊尔图书馆与信息协会协调

员Bishwa Raj Gautam、菲律宾日出基督教学院基金会馆员Geanrose Lagumbay、马拉维姆祖祖大学图书

馆助理Fiskani Ngwira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城市图书馆馆员培训师Milan Vasiljević。 

2011年的项目执行时间从2011年4月1日到5月6日，为期5个星期，获奖者将参与图书馆情报界领军

人物的讨论、图书馆参观与指导活动。其中4个星期在美国俄亥俄州都柏林的OCLC总部进行，1周在

OCLC荷兰莱顿分部进行。项目的主题包括信息技术及其对于图书馆的影响、图书馆业务与管理以及全

球图书馆合作。 

田晓迪女士是中国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图书馆员，之前的两位分别是中山大学的蔡筱青女士和国

家图书馆的邵燕女士。 

 

 日本国会图书馆将向 WorldCat 添加记录 

6 月，OCLC 与日本国会图书馆 (NDL) 签订协议开展合作，使全球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可通过 

WorldCat 检索并访问 NDL 的 500 多万条记录。在协议中，NDL 和 OCLC 阐明了其造福于图书馆、

图书馆用户和信息服务终端用户的合作意图。日本国会图书馆自 2007 年起采用 WorldCat 进行西方语

言资料的编目。通过这一新协议，NDL 将定期向 WorldCat 添加 JAPAN/MARC 数据库的完整内容，

该数据库是日本的官方国家书目。已有 35 家国家图书馆通过成批载入记录和在线提交方式向 

WorldCat 添加数字图像、国家文件和书目。 

 

 “OCLC合作方对WorldCat的使用权限与职责”的新记录使用政策于8月1日生效 

OCLC 董事会已经批准这项由记录使用政策委员会（the Record Use Policy Council）发起的，并由图

书馆业界发布的 WorldCat 记录使用新政策。2010 年 8 月 1 日，OCLC 合作方对 WorldCat 的使用权限和

职责（WorldCat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OCLC Cooperative）正式生效。 

新政策概述了 OCLC 合作方在联机合作中有关 WorldCat 目录和馆藏数据库管理的使用的权限和职

责，其中包括有关使用和交换 OCLC 成员馆数据（这些数据组成了 WorldCat）的问题。新政策是由记录

使用政策委员会起草的。该委员会成员是由 OCLC 董事会委托的 12 名图书馆馆长组成，同时委员会的

任务就是要替换 1987 年发布的“OCLC 记录的使用和转让指南”（Guidelines for Use and Transfer of OCLC 

Derived Records）。 

 

 



 全球图书馆，连接在一起                             
 

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北京代表处   Newsletter No.16               2010 年 8 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丹棱街 3 号中国电子大厦 B 座 1207室  邮编 100080   

电话:010-82607931/7538 传真:010-82607539 网址:http://www.oclc.org E-mail: China@oclc.org 

                                                                                                     

12 

 

 OCLC网络规模级图书馆管理服务于7月1日对首批使用者开放 

从 7 月 1 日起，OCLC 会同有兴趣致力于基于网络的图书馆合作发展资源采购和流通服务。此次合

作将会带动电子资源征订和许可管理功能的不断更新，还将推动智能合作——相关的分析和建议将基于

参与网络规模级管理服务的图书馆本身的统计数据和工作流程的评估。云计算环境和敏捷开发方法的运

用将会进一步扩大资源，同时还能降低图书馆的运作成本。 

OCLC将元数据管理、资源共享和搜索的功能运用到了采购和流通的后台管理服务组件中，这些组

件能够增强WorldCat图书馆全面管理功能和推进工作流程”，OCLC网络图书馆服务部执行董事Andrew 

Pace说道，“这是OCLC工作职能和任务发展的必然，这将协同众多图书馆进一步降低费用，增进合作。”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与OCLC共获基金用以研究图书馆编目推荐系统 

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与 OCLC 研究部共同获得英国人文艺术研究委员会（UK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颁发的研究基金，该基金将用于双方研究基于用户需求和偏好的图书

馆编目推荐系统。 

    该研究项目的目标是以用户为中心来开发图书馆目录荐系统，并在使用 WorldCat 数据库中目录数

据检索用户感兴趣的类似的杂志期刊、图书、数字媒体和音像制品，挖掘书目数据之前建立用户的需求

和偏好系统。WorldCat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书目系统，是足以让研究员在此基础上做各种大规模的

研究来论证这个推荐系统的，所以这并不会让推荐系统仅仅局限于一个单一机构在馆藏的获取和流通上

的操作。 

     

 OCLC 研究人员分析并综合数字信息搜索者的研究 

OCLC Research 部门的科学家与 JISC 合作，分析并综合了 12 项单独的研究，使信息专业人员能

更轻松地深入了解图书馆用户的信息搜索行为，并且对有关最适合此类用户需要的信息服务开发的问题

进行了评价。 12 项所选研究由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部门委托和/或支持，并由负责评审的 Connaway 博

士和 Dickey 博士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其分析内容，找出重复和矛盾的结果。 

通过对这些主要用户研究结果的综合，为各图书馆提出了多项研究中都有出现的大量内在含义，包

括： 

 图书馆系统必须更好地提供对资源的无缝访问； 

 馆员必须更多地考虑提高数字格式和内容的多样性；  

 图书馆系统和内容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用户行为；  

 图书馆系统的外观和功能需要更接近 Google 和 Yahoo 等搜索引擎和 Amazon.com 等网络服

务，因为乐于使用这些搜索引擎和网络服务的用户对其更加熟悉；  

 优质元数据对于适当资源的发现越来越重要；  

 图书馆必须在社区内更好地宣传其品牌、价值及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