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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LC 北京代表处业务通讯      2018年9月第40期 

OCLC（中国区）学术年会暨成员馆代表大会在上海图书馆隆重召开 

2018年5月8日，由OCLC亚太部和北京代表

处主办、上海市图书馆学会协办、上海图书馆采

编中心承办的OCLC（中国区）学术年会暨成员

馆代表大会在上海图书馆顺利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13个省和地区的61所图书馆

的120多位图书馆员出席了这次盛会。上海图书馆

陈超馆长、OCLC亚太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浙

江图书馆馆长褚树青先生、合作伙伴--上海阿法迪

智能标签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俊先生到会致开幕辞。 

会上OCLC资深专家、副总裁王行仁先生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向与会者讲述了OCLC 50年的发展

历程，分享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将书目数据上传至WorldCat

联机书目数据库的故事。OCLC专家、亚太部主任蔡淑恩老师介绍了OCLC全球图书馆管理云平

台，作了题为《OCLC WorldShare Management Services发展》的报告。OCLC北京代表处的专

业人员就OCLC服务及其最新发展做了报告。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执行主任何明星

教授作了题为《WorldCat为例讲述书目数据库在传播学研究方面的价值与利用》的研究报告；上

海市图书馆学会资源建设与组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采编中心主任倪道敏老师作了题为

《基于OCLC平台上海图书馆外文文献编目实践》的报告 ；南方科技大学图书馆助理馆长黄飞燕老

师作了题为《WorldCat—助力南科大图书馆采编工作》的报告，介绍了如何利用WorldCat为学校

师生推荐教参书和学科馆员选书的实践经验；上海图书馆文献提供中心文献服务部主任张帆老师作

了题为《连接合作分享》的报告；南京图书馆副馆长王兵老师作了题为《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积极作为-南京图书馆利用OCLC国际馆际互借系统开展服务的基本情况》的报告；杭州图书馆

编目中心主任陈琦老师作了题为《馆藏资源国际共享的基石--杭州图书馆书目数据批处理实践》的

报告；广州图书馆采编中心副主任蔡晓绚老师分享了广州图书馆利用OCLC批处理服务的实践，作

了题为《广州图书馆与OCLC—批处理数据上传经验分享》的报告；国际图联（IFLA）多元人口的

图书馆服务专业组常务委员、华美图书馆员协会2017-2018年主席、温州肯恩大学数字图书馆与馆

藏发展部主任杨乐老师就温州肯恩大学利用EZproxy的经验，作了题为《EZproxy Integration for 

Better User Experience》的演讲。 

会议的节奏紧张有序，参会者纷纷表示参加这次会议对于OCLC以及OCLC服务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会议秉着紧密结合图书馆具体实践工作精神，介绍和谈及与具有实际意义的经验和体会，

大家纷纷表示这是一次接地气的会议，从中受到较大的启发和感受，对推进图书馆工作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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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Share Interlibrary Loan即OCLC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依托世界上最大的联合书目

数据库WorldCat，为图书馆提供创建、发送、管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请求提供强大、便捷的服

务平台，实现全球图书馆间的资源共享。目前，全球有2万多家图书馆使用WorldShare ILL服务，

平均每4秒处理一个馆际互借/文献传递请求，一年通过WorldShare ILL服务互借的文献多达1,000

多万件，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高请求满足率。2018年度亚太地区前30的借入馆和借出馆情

况如下： 

                                  OCLC WorldShare ILL 服务 

FY 2018亚太地区借出馆Top 30 

国家 机构 Symbol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AUT 

日本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LWU 

中国 上海图书馆 SLY 

新西兰 奥克兰理工大学 Z5A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图书馆 UV0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 YQU 

中国台湾 台湾大学 NTU 

澳大利亚 莫纳什大学图书馆 LM1 

中国 中国国家图书馆 N5L 

中国香港 香港大学 HUA 

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 UMV 

新西兰 奥塔哥大学图书馆 UZ0 

新西兰 梅西大学图书馆 UW1 

澳大利亚 查尔斯特大学电子资源库 ATCSE 

新西兰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 NZ1 

新西兰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UX0 

中国 南京图书馆 CNNAN 

新西兰 坎特伯雷大学图书管 UX1 

澳大利亚 麦考瑞大学 ATNMQ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 LS1 

中国 杭州图书馆 CCHGZ 

澳大利亚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图书馆 RM0 

中国香港 香港浸会大学 H2K 

泰国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图书馆 TULIB 

中国香港 香港科技大学 HNK 

泰国 泰国农业大学图书馆 KASET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CSIRO黑山图书馆 RF#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CSIRO信息管理与

技术中心 C7F 

澳大利亚 昆士兰科技大学 LQ0 

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图书馆 CULIB 

FY2018 亚太地区借入馆Top 30 

国家 机构 Symbol 

韩国 韩国教育与信息服务研究院 K4R 

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 UMV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 LS1 

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图书馆 UV0 

中国香港 香港理工大学图书馆 HKP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 YQU 

泰国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图书馆 TULIB 

澳大利亚 西澳大学 UWA 

中国香港 香港大学 HUA 

新西兰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UX0 

韩国 高丽大学图书馆 KUB 

澳大利亚 麦考瑞大学 ATNMQ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 LJ1 

泰国 清迈大学图书馆 THCMU 

澳大利亚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图书馆 RM0 

澳大利亚 莫纳什大学图书馆 LM1 

韩国 延世大学图书馆 YOS 

韩国 国立首尔大学图书馆 S4N 

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大学 LE1 

澳大利亚 格里菲斯大学 LG0 

新西兰 坎特伯雷大学图书馆 UX1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 LK0 

澳大利亚 拉筹伯大学图书馆 HE1 

澳大利亚 墨尔本国防科技组织 DSTKN 

中国 中国国家图书馆 N5L 

中国 清华大学 T3U 

澳大利亚 新英格兰大学，阿米代尔 LN1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AUT 

澳大利亚 伍伦贡大学 LP1 

新加坡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SGY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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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LC WorldCat 馆藏数据更新 

截至2018年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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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0,332,841条，其中独一无二的书目记录为426,316,272条。2017年5月 -2018年5月期间，

WorldCat增长情况如下： 

截至目前，WorldCat共包含491种语言，

各种语言的记录数及所占比例详情如下： 

语言 记录数 比例 

英语 161,000,000+ 39% 

德语 52,000,000+ 12% 

法语 38,000,000+ 9% 

西班牙语 20,000,000+ 5% 

汉语 13,000,000+ 3% 

日语 13,000,000+ 3% 

意大利语 11,000,000+ 2% 

荷兰语 7,000,000+ 2% 

俄语 6,000,000+ 1% 

波兰语 6,000,000+ 1% 

“我们完全依赖与 WorldCat 编目记录的高匹

配率。如果我们必须进行原始编目，哪怕只是新资

料的一小部分，我们就没时间专注于本地项目，说

实话，从长远看，这些项目有更高的价值。”  

Deb Lewis 

系统和成员服务管理员（已退休） 

奥农多加县公共图书馆 

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  

OCLC FirstSearch 界面更新通知 

自FirstSearch数据库包进入中国地区提供服务10年以来，FirstSearch数据库包（内含全球联合书

目数据库）成为图书馆本馆书目库的一个有力补充，高效的支持教研人员的科研工作和图书馆员的

参考咨询工作。惟界面配色和布局略显老旧，应成员馆的要求，OCLC技术部门广泛搜集图书馆意

见，保留FirstSearch精确性的检索功能基础上，在配色和布局上稍作优化，使之更为简洁、美观、

合理。欢迎各成员馆积极使用，找到和发现更多的更新点，或提出宝贵意见，让我们一起共同维护

和共享这个全球最大的书目数据库和文献资源查询通路。 

“高匹配率...” 

“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可见...” 

  “将 1000 多万条记录导入 WorldCat 帮助各大

学实现了一个重要目标：让我们的文化遗产在全球

可见，并增加了图书馆间开展全球合作的机会。”  

Renato Tamburrini 

前主任 

CIPE（电子工程跨机构联盟） 

意大利利古利亚大区热那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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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LC 研究报告 

《公共图书馆：营销和沟通景象》（Public Librar-
ies: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s  Land-
scape）。该报告通过调查研究，探讨了美国公共图

书馆如何与其用户和更广泛的社区进行沟通，以及

如何进行图书馆营销的情况。 

《研究数据管理的现实》系列报告四《获取和部

署大学研究数据管理服务（The Realities of Re-
search Data Management Part Four: Sourcing 
and Scaling University RDM Services）。研究

了RDM服务的来源获取（是由内部开发还是由

外部供应商提供）和扩展部署（是在整个大学层

面还是在超出或小于大学范围的层面）方面所采

取的策略。 

《研究数据管理的现实》系列报告三《激励大学

开展研究数据管理服务建设（The Realities of Re-
search Data Management Part Three: Incentives 
for Building University RDM Services）。基于案

例研究以及更广泛的RDM环境，提出了四大类可

能会影响大学做出开发RDM服务决策的激励措

施：合法性、不断演变的学术规范、机构战略以

及研究人员的需求。 

《从认识到资助：2018年选民对公共图书馆的

认知与支持》（From Awareness to Funding: 
Voter Perceptions and Support of Public Li-
braries in 2018）。该报告通过调查研究，得出

选民对公共图书馆的认识和支持情况，并与

2008做出显著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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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存档的描述性元数据：用户需求的文献综

述》（Descriptive Metadata for Web Archiving: Lit-

erature Review of User Needs）。该报告围绕面向

存档型Web内容的描述性元数据，通过一次文献综

述探讨了该领域的发展情况。文献分为两个明确的

类别：最终用户的需求和元数据从业者的需求。 

《Web存档的描述性元数据：OCLC研究图书馆合作

伙伴网站存档元数据工作组的建议》 

（Descriptive Metadata for Web Archiving: Recom-
mendations of the OCLC Research Library Partner-
ship Web Archiving Metadata Working Group）。该

报告围绕面向存档型Web内容的描述性元数据给出了

一些建议。期望在考虑最终用户和元数据从业者的需

求之下，开发社区中立，标准中立的面向存档型web

内容的具有一致性的描述性元数据，以解决具有独特

特征的网站和馆藏的元数据需求。 

《Web存档的描述性元数据：对收割工具的审

查》（Descriptive Metadata for Web Archiving: 

Review of Harvesting Tools）。该报告提供了对

11个元数据收割工具的客观分析，审核了选定的

网络收割工具，以确定其描述性元数据功能。并

确认这些网络收割工具能否自动生成支持存档网

络资源可发现性的描述性元数据。 

更多研究报告请参考：https://www.oclc.org/research/publications/

《爱尔兰在出版记录中的存在探析》（An Exploration 

of the Irish Presence in the Published Record）。该

报告主要陈述了通过借助图书馆馆藏数据，特别是通

过WorldCat数据库对爱尔兰存在或其他任何国家的存

在进行统计分析，揭示爱尔兰人的存在在全世界是如

何被人们所知和所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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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Jay Jordan IFLA/OCLC早期职业生涯发展奖学金现开放申请 

       2018.8.26.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最新消息—OCLC与国际图联（IFLA）现已接受图书馆专业

人员参加2019年Jay Jordan IFLA/OCLC早期职业生涯发展奖学金计划的申请，获奖者名单将于

2019年1月公布。 

    此奖学金是由OCLC与IFLA发起，在美国俄亥俄州都柏林市OCLC总部举办、为来自发展中国家

的早期职业生涯图书馆员提供教育与专业发展机会。奖学金计划为期四周，2019年度奖学金计划

将自3月16日开展至4月12日。 

   在2019年8月28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的世界图书馆与信息大会上，已经对奖学金计划进行了

说明，包含申请、挑选和参加的日期等。关于计划、指导方针与申请的详细信息现已在网站公布。

奖学金申请的截止日期为2018年9月28日。 

      IFLA/OCLC 奖学金计划提供高等继续教育以及与信息技术、图书馆运营和全球馆际合作等一系

列议题相关的信息。截止到目前，已有 39 个国家的 90 位图书馆员和信息科学专业人士参与了这

一奖学金计划。 

    “过去数年，IFLA/OCLC 奖学金计划已对参加过该计划的人员的职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OCL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kip Prichard 说。“当这些杰出的图书馆员在他们的祖国成为图

书馆领导者后，奖学金计划同样持续影响了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事业。我们很荣幸能在这些杰出的专

业人员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时为他们提供此项计划，在他们帮助塑造图书馆事业的未来时，他们也

继续激励着我们。” 

获奖者以此获得专业知识、参观合作模范的领导机构、在国际图书馆界建立联系，这些将有助

于他们在未来许多年持续进步。获奖者同样可以向其他获奖者、在奖学金计划中结识的朋友和主办

方分享他们家乡的风俗习惯与文化。 

来自赞比亚的2017年的获奖者Patience Ngizi-Hara说：“这次经历会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专

业人士，它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 

来自肯尼亚的2018年的获奖者Arnold Mwanzu说：“我喜欢奖学金计划对合作的关注以及对全

球图书馆员的领导能力的关注。” 

中国大陆地区来自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蔡筱青老师、国家图书馆的邵燕老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的田晓迪老师分别于2005年、2010年、2011年获此殊荣。欢迎更多的中国图书馆员积极报

名参加。 

关于Jay Jordan IFLA/OCLC奖学金计划的更多信息请见OCLC网页： 

https://www.oclc.org/zh-Hans/about/awards/ifla-fellowship-progr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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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LC 新闻资讯 

è2018.8.20.OCLC与瑞典图书馆软件提供商的领导者

Bibliotekscentrum Sverige AB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将

其 旗 舰 服 务—WorldShare 管 理 服 务（WMS）和

WorldShare 电 子 服 务 提 供 给 瑞 典 的 高 校 图 书 馆。

Bibliotekscentrum将通过添加这些OCLC服务来加强和补

充 它 已 提 供 给 瑞 典 市 场 的 解 决 方 案 组 合。https://

www.oclc.org/en/news/announcements/2018/oclc-new-partner.html  

è2018.8.7.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麻醉师学院（ANZCA）选

择了使用OCLC的WorldShare管理服务（WMS），这是一

个基于云的图书馆管理应用的集成套件,提供了图书馆管理

的所有功能，包括采访、流通、元数据、资源共享、以及

发现服务。目前全球已有600余家图书馆使用WMS服务。 

https://www.oclc.org/en/news/announcements/2018/anz-college-of-

anaesthetists-selects-wms.html 

è2018.7.29.OCLC扩大了与新西兰国家图书馆的合作，

同意为超过200家新西兰图书馆提供WorldShare 馆际互借

(ILL)服务，该服务将全球数千家图书馆连接在一起。

https://www.oclc.org/en/news/releases/2018/20180729-oclc-national-
library-new-zealand-partner-worldshare-ill.html 

è2018.6.24.  OCLC 与研究型图书馆中心 (CRL) 密切协

作，已获得安德鲁梅隆基金会的研究经费，以增强 OCLC 

WorldCat 数据库的底层基础架构，以及 CRL 的印刷档案

留存登记 (PAPR)，为共享印刷期刊管理提供服务并使可

操 作 数 据 能 够 被 访 问。  https://www.oclc.org/en/news/

releases/2018/20180624-oclc-awarded-mellon-foundation-grant.html 

è2018.6.21.OCLC会员和研究部副主席兼首席战略师

Lorcan Dempsey刚刚完成了一个关于“图书馆联盟的力

量”的四部分博客系列。在本系列中，Lorcan Dempsey

深入探讨了大规模合作为图书馆带来的优势，例如在自己

的机构和图书馆网络中扩大影响力、分享学习和创新以及

建立和扩展能力。https://www.oclc.org/research/news/2018/06-

21.html 

è2018.5.30.德克萨斯州博蒙特泰利尔历史图书馆于2011

年开始使用CONTENTdm托管服务来管理数字馆藏，2017

年 哈 维 飓 风 过 境 后，该 图 书 馆 曾 临 时 闭 馆，但

CONTENTdm使得该馆能够继续提供服务，用户在闭馆期

间仍可访问近三分之一的馆藏。 

https://www.oclc.org/en/news/announcements/2018/tyrrell-continues-

è2018.5.19.OCLC员工Merrilee Proffitt在其所著的《利

用维基百科：连接知识社区》一书中展示了图书馆如何为

维基百科做出贡献以提高内容质量并使图书馆服务更加醒

目。Merrilee Proffitt与她的合作者们还提出了激励图书馆

参与维基百科社区的计划和活动，例如贡献内容并帮助弥

补维基百科的重要漏洞、与维基百科教育社区合作等。

https://www.oclc.org/research/news/2018/05-09.html 

è2018.5.8.挪威图书馆中心(Biblioteksentralen SA)与

OCLC合作，让挪威的公共图书馆可以将各自的馆藏记录

添加到 WorldCat中。https://www.oclc.org/en/news/

releases/2018/20180508-norway-public-libraries-add-collections-to-
worldcat-via-biblioteksentralen.html 

è2018.2.21.Digby 移动应用程序在美国成功发布后，

OCLC又将其介绍给世界各地的图书馆，与 WorldShare 

管理服务一道改善了图书馆学生工作者、志愿者和员工的

效 率、准 确 性 和 独 立 性。  https://www.oclc.org/en/news/

releases/2018/201807dublin.html 

è2018.2.8.OCLC研究部和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教育协会

（ALISE）提名2018年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研究基金获得

者，为五个研究人员开展的三个项目颁发了研究经费。该

奖项于2月8日在科罗拉多州丹佛举行的ALISE2018年度大

会 颁 奖 午 宴 上 颁 发。https://www.oclc.org/en/news/

releases/2018/201805dublin.html 

è2018.1.30.OCLC已与世界各地的325家著名出版商签

订提供元数据的协议，目的在于添加高质量的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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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OCLC与7

家来自不同国家的出版商、内容提供商或由出版机构共同

维护的目录与数据库签订了协议。https://www.oclc.org/en/

news/releases/2018/201803dublin.html 

è2018.1.15.OCLC与ProQuest合作推动电子图书管理工

作流程的自动化，OCLC 宣布由 ProQuest Ebook Central 

提供的89个新 WorldCat 知识库现在可供使用，这有助于

实现电子资源管理工作流程的自动化，其中包括：已购馆

藏和需求驱动采购 (DDA) 馆藏、WorldCat 馆藏维护、

MARC  记 录 传 递 以 及 可 定 制 的 持 续 更 新。https://

www.oclc.org/en/news/announcements/2018/proquest-ebook-central-

january-201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