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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LC 北京代表处业务通讯  

OCLC APRC年会专题报道 

中国OCLC成员馆代表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第七届OCLC亚太

理事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及访问图书馆活动圆满结束 

2015年12月3-4日，第七届OCLC亚太理事会年会暨会员代

表大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召开，来自亚太地区22个

国家和地区的近300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其中中国代表21

位，分别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图

书馆及上海图书馆、杭州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合作的力量”。OCLC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Skip Prichard先生作主旨演讲，介绍了OCLC的现状，及

其在全球图书馆合作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会议期间，共有来自

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作报告。来自中国的发言人是清华大学

图书馆馆长、OCLC亚太理事会委员邓景康教授，他详细介绍了

FirstSearch、Connexion、CAMIO等OCLC主要产品在中国大陆

的使用情况，受到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 

为了充分利用此次出访的机会，增强与其他先进图书馆的交

流，与会的21位中国图书馆界代表分别于11月30日和12月2日访

问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图书馆和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认真听取

了以上两个图书馆馆员的报告和讲解。 

此次活动加深了与会代表对OCLC、亚太地区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图书馆界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图书馆最近发展动态的了

解，同时也促进了各馆在使用OCLC服务方面的经验交流。 

OCLC亚太地区理事会 

是促进双向沟通的平台——为OCLC员

工、会员馆、参与馆及第三方之间实现

极具广泛性和包容性的会晤。 

是集众家之言的论坛——为各类文化机

构提供了解OCLC、参与OCLC合作组

织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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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OCLC成员馆踊跃报名！ 

OCLC北京代表处祝图书馆界所有同仁： 

                       

 

     为增强国内同业对RDA编目规则的了解和体验，进一步促进图书馆编目事业的发展，OCLC北京代表

处邀请加拿大编目委员会主席、渥太华大学图书馆资源描述和元数据业务部主任Christine Oliver女士来华讲

学。此次分别在10月20-21日上海文献联合编目中心年会和26日国家图书馆开设两场专题讲座。探讨RDA作

为21世纪的元数据，其新的资源描述和检索方式，理论框架与实践操作，及其带给编目领域的挑战、改变

和希望。  

 加拿大编目委员会主席Christine Olive应邀来华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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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服务专栏 

WorldCat 馆藏记录实时播报 

    截至2015年12月23日，全球最大的图书馆

联合目录数据库OCLC WorldCat中馆藏记录的

总数为2,302,253,492 条，书目记录约3.54亿

条。WorldCat中 共有 482 种 语 言，下 图 为

WorldCat中书目记录数量排名前十的语种和占

比（截至2015年6月31日）。其中，中文排名

第五，共有近1,100万条记录。 

排名 语种 记录数 占比 

1 英文 131,940,014  38.58% 

2 德文 44,505,353  13.01% 

3 法文 31,271,420  9.14% 

4 西班牙文 15,628,722  4.57% 

5 中文 10,999,748  3.22% 

6 日文 9,799,974  2.87% 

7 意大利文 8,277,827  2.42% 

8 荷兰文 5,851,479  1.71% 

9 俄文 4,597,743  1.34% 

10 拉丁文 4,479,047  1.31% 

其他   4,164,170  21.82% 

      OCLC FirstSearch Base Package 

       OCLC FirstSearch（信息第一站）基本组数据库服务

从1996年开始推出，是一个综合性在线参考咨询服务系

统。该系统将13个子数据库整合在一起，涵盖的文献类型

多样，包括图书、硕博士论文、学术期刊、会议论文、百

科全书、年鉴等；涵盖所有学科；所有信息来源于全世界

知名图书馆和知名信息提供商。其中世界上最大的联机联

合目录数据库WorldCat，从1971年建库到目前为止，总计

达23亿多条的馆藏记录、3.5亿条独一无二的书目记录。 

    至今国内高校图书馆已经连续16年通过CALIS全国工

程中心DRAA订购FirstSearch，每年有近百所各类图书馆

使用这项服务。 

       2016年FirstSearch将迁移到基于云计算技术研发的先

进的WorldShare平台，包括教师和学生、科研人员、图书

馆员等在内的用户将以无并发的模式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

和更强大的功能，例如平台内一站式检索、移动访问界

面、社交网络功能等。 

       2015年，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和东莞理工学院图书馆

正式成为FirstSearch基本组数据库用户（无并发用户数限

制），免费享受Worldshare ILL馆际互借/文献传递服务。 

上海市文献联合编目中心举办2015年第十四届年会 

        2015年10月20～21日，上海市文献联合编目中心2015年第十四届年会在上海好望角大饭店召开。 

    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加拿大编目委员会主席、渥太华大学图书馆资源描述和元数据业务部主任

Christine Oliver女士、麦吉尔大学图书馆高级编目专家孙小燕女士、上海图书馆采编中心主任倪道敏、上海

交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李芳、OCLC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丘东江先生和汪丹博士等出席会议。参会的还有来

自各地的参会代表、业内专家近120人。 

    周德明副馆长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对新环境和新挑战下上海市文献联合编目中心如何利用新系统进一步

发挥作用，如何明确联编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提出了要求。采编中心倪道敏主任在会上作2015年联编中

心工作报告。强调联编中心对成员单位能提供优质的书目数据支撑作用，对联编中心工作提出展望和规划。

中文采编部研究馆员丁建勤就上海联编中心ALEPH-UCS的引进及在中文采编部的应用情况进行了介绍；北

京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区域经理范嘉桐就北京新华书店与上海图书馆开展的数据合作情况

进行了报告。 

     Christine Oliver女士带来的是RDA专题报告。报告对21世纪的图书馆需要什么样的数据、RDA可以为我

们带来哪些好处、RDA未来发展的方向等方面进行了清晰、详细的介绍,引导与会者对RDA在中文图书编目

方面进行思考和探索。 

     2015年联编中心奖励了具有突出贡献的成员单位，包括浙江图书馆、浦东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和湖北省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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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闻资讯 

èOCLC结束目录卡片打印业务。OCLC于1971年开

始联机编目，1985年业务量达到了顶峰，年印刷1.31

亿张卡片目录，每周发送4000个包裹总重量超过8吨

的卡片。随着图书馆开始用电子目录取代卡片目录业

务量持续下降。这项历经了45年的图书馆目录卡片打

印服务于2015年10月1日正式结束，被当地媒体称为

“一个时代的终结”。 

http://www.oclc.org/news/releases/2015/201529dublin.en.html 

è美国芝加哥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Cleveland Public 

Library)电子展示厅通过互动视频墙让电子资源的展示

更加生动。2015年的早些时候，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

安装了一面可以进行触摸互动的视频墙，用以让读者

学习和了解当地的历史。这些电子资源都是由OCLC

的 CONTENTdm 来 进 行 技 术 支 持 的，通 过

CONTENTdm可以让电子资源更容易被用户发现和使

用。 

http://www.oclc.org/en-US/news/announcements/2015/CONTENTdm-
news-item-November-2015.html 

èOCLC出版了名为《用户生活中的图书馆：图书馆

参与的人们生活和学习》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包含了

超过十年的图书馆用户的信息获取行为的研究。 

http://www.oclc.org/en-US/newsreleases/2015/201532dublin.html 

èOCLC WorldShare Management（WMS）再增新

用户，分别是荷兰格罗宁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

sity of Technology），和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Libraries）。 

è英国的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成 为 英 国 第 一 家 选 择 OCLC 馆 藏 可 持 续 发 展

（Sustainable Collection Services，简称SCS）服务

的图书馆，OCLC的分析工具和服务将会帮助图书馆

更加合理的管理其纸质资源。谢菲尔德大学将会使用

OCLC的SCS服务来更好理解其物理馆藏，保护珍贵

资料以及帮助其更好的管理低利用率的资料。 

http://www.oclc.org/en-US/news/releases/2015/201536dublin.html 

 

èOCLC正在与七家前沿图书馆合作一个实验项

目，旨在研究更多关于关联数据在未来将会如何影

响图书馆的工作流程。这七家参与的图书馆包括康

奈尔大学，哈佛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医学

图书馆，波兰国家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 

http://www.oclc.org/en-US/news/releases/2015/201526dublin.html  

è博物馆与图书馆服务协会（IMLS）最近授予

OCLC相关奖项，其中包括两项图书馆的领导奖项和

一项劳拉.布什21世纪图书馆员计划奖。 

http://www.oclc.org/en-US/news/releases/2015/201525dublin.html 

èOCLC2015年度报告新鲜出炉，今年报告的亮点

是在知识共享，联结用户，传递价值和空间改造方

面的新突破，欢迎下载阅读。 

http://www.oclc.org/en-US/annual-report/2015/home.html 

èOCLC与国际图联（IFLA）联名提名2016年Jay 

Jordan IFLA/OCLC早期职业发展奖学金得主。这项

计划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和信息科学专业

人员，这五位图书馆员分别来自孟加拉国、肯尼

亚、尼日利亚、菲律宾和塞尔维亚。 

http://www.oclc.org/en-US/news/releases/2015/201523dublin.html 

è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图书馆服务中心（The 

North Rhine-Westphalian Library Service Centre）

是位于德国人口众多的州的一个图书馆联盟，其与

OCLC签订了协议，添加 1,900万条书目记录到

WorldCat数据库，让这些珍贵的馆藏更加容易被全

世界的学者发现并获取。 

http://www.oclc.org/en-US/news/
releases/2015/201506Oberhaching.html 

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西班牙马德里康普

顿斯大学，决定添加200万条记录到WorldCat数据

库，更加高效的向研究者以及对于西班牙文化感兴

趣的全球读者展示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珍贵馆

藏。 

http://www.oclc.org/en-US/news/releases/2015/201531dublin.html 

更多资讯请关注OCLC北京代表处官方微博：OCLC北京代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