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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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建共享的盛会  合作交流的乐章 
---- OCLC 中国会员培训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举行 

 
作为图书馆员，要了解 OCLC，接受世界新的理念；若要与国际接轨，打造一流的图书馆那更

要利用 OCLC 的服务。 
To keep up with new ideas, librarians must be aware of what OCLC is doing; to keep pace with the 

changing world in order to be a first-class library, libraries must be users of OCLC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OCLC 中国会员培训研讨会”分别于 2008 年 10 月 9-10 日、13-14 日在北京科技大学和上海

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以及各高校图

书馆和科研图书馆等 16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OCLC 全球副总裁王行仁先生和亚洲太平洋地区主

任蔡淑恩女士莅临会议并做了生动的学术报告。报告紧扣“共建、共享”这一主题，准确而全面地

阐述了 OCLC 全新的服务理念和具体做法。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代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学会欢迎图书馆同仁出席上海会议，简要

介绍 OCLC 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是全球最大的不以赢利为目的、始终坚持使用最先进的技术维护

和管理电子资源系统并提供计算机图书馆服务的会员制合作和研究组织，其宗旨是为广大用户发展

对全世界各种信息的应用以及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 
OCLC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丘东江先生致辞，并通报了目前全球有 112 个国家和地区的 69,000

多所图书馆都在使用 OCLC 的服务来查询、采集、出借、保存资料以及编目。同时指出 OCLC 注

重学术研究与开发工作，以实现其促进世界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共享的诺言；与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

开展各种研究活动，连续发表了意义深远的学术报告；OCLC 向图书馆专业人员提供继续教育和知

识交流的机会，如 Jay Jordan IFLA/OCLC 早期职业发展奖学金计划，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图书馆

和信息学专业人员提供支持。该计划提供高级继续教育，接触广泛的信息技术问题、图书馆和全球

合作馆员关系。OCLC 还举办各种学术会议、研讨会和进修班。 
在长达 2 个多小时的报告中，王行仁先生主要阐述了 OCLC 的联机合作编目意义。联合编目是

OCLC 最有代表性的服务项目之一，通过该项服务，图书馆可以大幅度节约编目的时间和经费。也

就是说通过真诚的合作，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通过真诚的共享，能够增加信息资源；通过

支持 OCLC，为图书馆提供服务。在王先生的报告中，体现了共建共享的思想。王先生渊博的学识，

睿智的谈吐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上海的会议上，上海图书馆采编中心外文文献采编部副

主任梁甦介绍了上海图书馆利用 OCLC 的编目服务的经验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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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北京代表处赵志老师向与会者介绍了 OCLC 电子书、数据库、电子期刊和馆藏分析系统 

等服务项目。 
OCLC 的电子书被称为 NetLibrary，拥有全球最多出版社参与的电子图书计划，先后有世界上

800 多家出版社提供的 18 万多种电子图书，CALIS 文理中心曾经组织全国近 70 所高校图书馆团购

了 OCLC 电子书。赵老师详细介绍了 OCLC NetLibrary 的最新政策：单馆可以从 18 万多种电子书

中选购，其中 260 多家出版社提供的电子书可买一送一，即付一本书的钱，可由两人同时阅读同一

本书，节省了一本复本的费用。 
OCLC 的数据库主要是指信息第一检索（FirstSearch），现称信息第一站，是大型综合的、多学

科的数据库系统，涉及广泛的主题范畴，覆盖所有领域和学科。从 1999 年起 CALIS 工程中心每年

组织全国近 90 所高校图书馆团购 OCLC FirstSearch 数据库。 
OCLC 的 ECO 是指电子期刊，拥有来自全球 70 多家著名出版社的 6,000 多种全文学术和专业

期刊，涉及全部主题范畴，涵盖所有领域，电子期刊的形式和内容与印刷版完全相同，包括文章中

所有的图像和原始内容；OCLC 电子期刊收录日期自 1995 年至今，共有记录 260 多万条，并提供

所有期刊的书目信息。 
馆藏分析系统是可将本馆馆藏与其它任何一家 OCLC 成员馆的馆藏进行比较，以明确本馆馆藏

的优劣势所在，并为图书馆制定采购计划指明方向、为合理利用采购资金提供重要依据。从某种程

度上说，馆藏分析是优化图书馆馆藏，减少不必要采购的重要手段。目前武汉大学图书馆正在利用

该系统进行馆藏分析。 
在研讨会中，不仅仅着重于对电子资源的阐述，对提高图书馆设备信息化的产品也做了详细的

介绍，OCLC 亚太区主任蔡淑恩女士向与会者介绍了 EZProxy ---- 一款远程访问控制软件。利用该

软件，一方面为图书馆用户在校外访问图书馆资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一方面，图书馆也可以轻

松对校外访问请求进行有效控制。值得注意的是，该软件在国内已有用户使用且反应良好。目前北

京理工大学图书馆是国内第一家使用该软件的单位，在北京会议上，该馆王晓山老师具体讲解了该

馆采用 EZProxy 使读者从校园外访问和使用电子资源的具体做法和经验。目前，EZProxy 在国外得

到了广泛运用，尤其是欧美高校十分普遍。OCLC 资源共享服务（OCLC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是世界最受图书馆欢迎的服务项目之一，会议还特邀清华大学图书馆刘敏老师介绍该馆利用此服务

实现共享的经验和体会。 
此外，王总裁和蔡主任还对 OCLC 的其他产品和服务项目作了全面而深入的讲解，其中包括：

让网络上更多的人能搜索到图书馆资源的 WorldCat.org、旨在集合世界范围内 OCLC 成员馆的力量

将 WorldCat.org 用户化以实现本地查找和传递服务的 WorldCat Local 和任何图书馆都可以从此处管

理并以电子方式发送其机构和服务资料的 WorldCat Link Manager、实现图书馆孤本和珍贵记录数字

化的 CONTENTdm、为读者提供虚拟参考咨询服务的 QuestionPoint、省时省钱省力的选书工具

WorldCat Selection 以及通过 OCLC 使全球认识与 OCLC 合作的图书馆的免费网络服务的 WorldCat 
Registry 等等。  

这次会议的意义主要是介绍了 OCLC“共建、共享”这一先进的理念，有了这种先进理念的引

领，使我们图书馆能更好地参与全球资源共享，能与世界上多元文化进行充分而有效的交流，才能

真正的做到将中国深厚而又独特的文化全面地展示给世界。 
OCLC 中国会员培训研讨上海会议顺利召开得到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学会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在此再一次表示衷心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