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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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LC 2011 年度会员报告中文版现已出版 

 

1978 年成立的 OCLC 研究部是世界图书馆界研究活动处于领先的中心，致力于研究

和解决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问题。其丰富的研究成果不仅成为 OCLC 的创新资源，而且成

为联盟图书馆，甚至是整个信息世界的宝贵财富。专为面临迅速变化的信息技术环境挑战

的图书馆服务。该研究部现已成为致力于帮助各图书馆迎接数字时代挑战的全球重要的研

究中心。  

  

OCLC 始终注重学术研究与开发工作，以实现其改善世界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的诺言，与大学或研

究机构合作开展各种研究活动，迄今已发表了 220 个意义深远的学术报告。所有这些研究报告发表后在

很多国家的各级各类图书馆以及相关信息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其中的很多观点仍在被不断引用。 

2011 年 1 月，OCLC 发布了其最新的会员研究报告，即《图书馆的认知度（2010）：环境与社会》

（Perceptions of Libraries, 2010: Context and Community）。 

该报告是自 2005 年《对图书馆和信息资源的认知》（Perceptions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的后续版。该报告更新了数据，同时也

指出这 5 年间信息用户以及他们的上网习惯、选择偏好、认知所发生的变化

等。该报告特别提到经济低迷如何影响信息搜索行为以及图书馆的服务数据

如何反应这些使用和认知的变化。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图书馆的利用率增加，

书馆论坛》2011 年第 4 期上全

第

有 人士好好读一读。” 
所总

这也体现了图书馆对社会教育的价值。 

该报告运用了大量的图表，生动活泼、色彩绚丽多变，内容一目了然。 

经 OCLC 总部批准授权，由 OCLC 北京代表处协助，在上海图书馆馆

长吴建中博士和国际交流处处长沈丽云女士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图书馆同仁

的全部翻译工作。该文章的中文版在《数字图夏磊、张帆老师作了高质量

文专刊发表。 
 

“《数字图书馆论坛》

中含有大量最新数据，很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

4 期发表了 OCLC 的研究报告的中文版《图书馆的认知度（2010）》，报告

价值，推荐图书馆、情报学界

工、研究员、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导武夷山老师在其博客上的推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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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目录如下： 

 

 

 

 

报

 

 
1. 景分析：互联网时代 远

 

 
2.  息消费者：2003-2010 信

3.  部环境 外

2010 年信息消费者技术环境

经济大衰退

经济危机影响下的美国人

图书馆----可以帮助美国人

美国人如何使用网络资源和图书馆

2010 图书馆品牌

      图书馆----一个有价值的社会资产 

4.  群体 

大学生

各年龄段对于图书馆的看法

各年龄段使用互联网的情况

老年人

青少年和青年人

婴儿潮一代

X 一代

 

 
5. 远景分析：展望未来 

6.  附录 

方法论

OCLC 研究和报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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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011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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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何获取全文： 

《图书馆的认知度（2010）：环境与社会》英文版的全文，可访问 OCLC 网站下载（网址：

http://www.oclc.org/us/en/reports/2010perceptions.htm）；该报告中文版请阅读《数字图书馆论坛》2011 年

第 4 期。如果贵馆没有订阅《数字图书馆论坛》，请与该刊编辑部联系：北京市复兴路 15 号，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所内 （100038），电话：010-58882613/58882614。 

案例 1：深圳大学图书  

    学图书馆于 年 5 月成 成功部署 EZproxy，很好地为全校师生提

供远程访问服务，下文重点介绍该馆为何以及如何采用 CAS 认证方式。  

1. 为什么采用 CAS 认证方式 

主要是基于以 认证方式，

ibboleth 等；（2）深圳大学已在全校范围实现了校园一卡通，读者利用图书馆

取了通过 CAS 与校园卡认

2. 

的 user.txt 文件，加入以下代码： 

p://opac.lib.szu.edu.cn/opac/szul/loginforez.aspx/login

 
 

EZproxy 远程访问软件在国内图书馆应用的成功案例 
馆

2010 为 EZproxy 用户，通过深圳大

下两个现实：（1）EZproxy 的认证方式比较灵活，可连接至各种用户身份

包括： LDAP、SIP 和 Sh

仅凭校园卡认证即可。 

因此深圳大学图书馆在部署 EZproxy 服务时，对于读者身份的认证，采

证无缝对接的方法。 

如何部署 CAS 认证服务 

（1）部署 CAS 认证服务器，负责与校园卡中心进行用户身份的认证工作 

（2）编辑 EZproxy

::CAS 

LoginURL  htt  

p://172.31.3.215/opac/szul/loginforez.aspx/serviceValidateServiceValidateURL htt  

左图为 EZproxy 的 CAS 认证过程： 

（1）用户访问 Ezproxy 服务器（这时

色是 CAS 的客户端）； 

收到用户的访问请

求，将该请求重定向到 CAS 服务器，这时

用户

/CAS 

EZproxy 的角

（2）EZproxy 服务器接

访问的是 CAS 服务器； 

（3）用户访问 CAS 服务器，输入身份验证

信息； 

（4） CAS 服务器验证用户身份，生成一个

Ticket，并且将这个 Ticket 发送至 CAS 客户

端，即 EZproxy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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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服务器将验证结果发至 EZproxy 服务器，如果验证成功，用户可正常使用；如果验证失

败，则弹出验证失败界面。 

3. 使

，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CAS 服务进行 EZproxy 系统的身份认证，用户信息变更由服务器自动从校园卡中心获取，

管理

oxy 服务器的运载负荷； 

户不能访问 EZproxy 系统。因此，在减轻 EZproxy 服务器运载负荷

的情

 

案例 2：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通过试用和校内全面测试，于 2010 年 10 月成为 EZproxy 用户。下文介绍其

如何利用 EZproxy 向校内师生提供远程访问服务。 

mysq 

/ezlibrary.sufe.edu.cn/

 

（5）EZproxy 服务器将接收到的 Ticket 信息发送至 CAS 服务器进行验证； 

（6）

用心得 

（1）CAS 服务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单点登录方法，减少了用户重复登陆系统的次数，为用户提供了

一个比较友好的人机交互体验

（2）采用

员不需要维护用户身份信息； 

（3）EZproxy 服务与用户身份认证分离，减轻了 EZpr

（4）CAS 服务器的运行情况将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平稳运行。2011 年 3 月份，由于 CAS 服务器

故障，在长达一周的时间内，校外用

况下，也增加了服务器维护的工作量。 

（深圳大学图书馆  宋亚伟老师  供稿） 

 

 

1. 软件环境：centos 5.5+php+

2. 使用对象：我校硕士，博士，教职员工，共计 7000 余人。默认就对读者开放，无需申请。 

3. 设计思路：根据读者在ezproxy登录页面（https:/ ）提交的学/工号和密码至我校

进行比对，通过后进入数据库页面（menu.htm），同时在部署ezprxoy

 

 文本认证：在 user.txt 内添加“管理员名:管理员密码:admin”，用于设置软件管理员信息； 

的身份认证。 

5. 实现简单，成本低；用户端无需设置，访问速度快。 

老师 供稿） 

 

公共数据平台LDAP服务器数据库

的服务器端的mysql库记录读者的登录时间、学/工号、类型信息，以提供读者使用统计使用。

4. 认证实现：我馆采用 IP 认证、文本认证和数据库认证三种认证方式。 

（1）IP 认证：在 config.txt 配置文档中添加“ExcludeIP 本校 IP 地址段”，使得软件排除校园网内

用户启用代理； 

（2）

（3） 数据库认证：在软件的 user.txt 内添加以下代码，用于实现读者

“::external=http://localhost/tt.php,post=user=^u&pass=^p,valid=+OK”，  

对 EZproxy 评价：

 

（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 连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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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 短讯： 
 

 OCLC 与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签署合作协议，将其内容添加到 WorldCat Local 

2011 年 6 月 13 日：通过签署合作协议，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的参考文献、图书和期刊内容将

rldCat Local。截止到目前，用户通过 WorldCat Local 可访问到 1,400 多个数据库和

5 文章记录。 

 

   

 Web-scale Management Services 将于 7 月 1 日发布 

采购、流通、许可管理和工作流等功能。目前，早期试

用阶段已结束，OCLC 将于 7 月 1 日正式发布这些基于云计算技术的创新服务。 

 

采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并进

行过广泛的可用性测试。可访问http://sandbox.contentdm.org/

添加到 OCLC 的 Wo

馆藏库，约有 亿多篇

 荷兰蒂尔堡大学选择 OCLC Web-scale Management Services 和 WorldCat Local  

2011 年 6 月 9 日：蒂尔堡大学将于 2012 年 6 月实施 OCLC Web-scale Management Services（网络规

模级管理服务）和 WorldCat Local（OCLC 发现与传递服务），实现其图书馆管理和资源发现。这项服务

将对其的工作流管理、电子资源管理和集成许可管理、元数据管理、采购和馆际互借提供解决方案。

 

 西班牙阿里坎特大学选择 WorldCat Local 

2011 年 6 月 6 日：阿里坎特大学图书馆选择 WorldCat Local 作为其全新的发现服务。该校图书馆管

理层计划将于今年底，通过 WorldCat Local 中央索引档向其用户提供多达超过 8 亿个条目，包括纸质图

书、电子期刊文章、原生数字资源，等等。 

 

 32 所图书馆引领网络规模级创新——OCLC

2011 年 6 月 2 日：自 OCLC 宣布向早期用户开放基于云计算技术的 Web-scale Management Services

（网络规模级服务）的 10 个月后，已有 32 所图书馆决定使用 OCLC 的网络规模级管理服务，即基于网

络的图书馆管理工具套件，可实现元数据管理、

 

牛津大学与 OCLC 研究部合作研究从高中向大学过渡期间的数字“居民”和“访客”理论 

2011 年 3 月 31 日：牛津大学与 OCLC 研究部正在合作进行一项由 JISC 提供资金支持、为期六

个月的研究，这项研究是一项大型三年期纵向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主要为了调查过渡教育阶段（即中学

或高中后阶段到大学一年级期间）学生的数字居民和访客理论。 

 

 OCLC 推出重新设计的 CONTENTdm 数字馆藏管理软件 

2011 年 3 月 8 日：OCLC 广受欢迎的CONTENTdm数字馆藏管理软件的最新版本 CONTENTdm 6 

迎来全新设计，以优化最终用户的体验，同时提供新的网站配置工具，让数字馆藏管理员能够轻松定制

其馆藏网站，而无需掌握专业编程知识。新版本的 CONTENTdm

，进行用户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