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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LCOCLC简介

OCLC 全 名 为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 是世界

上最大的提供网络文献信息服务和研究的机
构，它创建于1967年，总部在美国俄亥俄州

都伯林。

OCLC是一个面向图书馆、非赢利性质、成

员关系的组织，以推动更多的人检索世界范
围内的信息、实现资源共享并减少信息的费
用为主要目的。



FirstSearch系统简介

FirstSearch联机信息检索服务是OCLC从1992
年开始推出的一个新产品。1999年8月，
OCLC 完 成 了 新 版 的 FirstSearch 。 新 版
FirstSearch以Web为基础，提供给用户一个便

捷、友好、世界范围的参考资源。目前通过
该系统可检索70多个数据库，其中有30多个
库可检索到全文，总计包括7,500多种期刊的
联机全文和3,000多种期刊的联机电子映象。

这些数据库涉及广泛的主题范畴，覆盖了各
个领域和学科。归纳起来,包括16个主题范畴:



(1)   艺术和人文学科 ( Arts & Humanities )
(2)   传记 ( Biography ) 
(3)   工商管理和经济 （ Business & Economics ）
(4)   会议和会议录 ( Conferences & Proceedings )
(5)   消费者事物和大众 （ Consumer Affairs & People）
(6)   教育 ( Education)  
(7)   工程和技术 （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8)   综合类 ( General) 
(9)   普通科学 ( General Science) 
(10) 生命科学 ( Life Sciences )
(11)医学和健康（消费者） ( Medicine & Health, Consumer )
(12)医学和健康（专业人员） ( Medicine& Health, 
Professinal )
(13)  新闻和时事 ( News & Current Events )
(14)  公共事务和法律 (Public Affairs & Law )
(15)  快速参考 (Quick Reference )
(16)  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



CALIS工程中心以年订购的方式购买了

OCLC FirstSearch基本组数据库，提供

给211工程的110余所院校共同使用17个
“并发用户”免费（检索费和通讯费全

免）检索，北邮师生可在校园网的任一

台计算机上使用。

注意:一定不要使用代理服务器



北京邮电大学可利用的OCLC FirstSearch数据库列表:

可利用OCLC FirstSearch 基础组 (Base Package) 的
12个数据库：

1. WorldCat ---- 世界范围图书、web资源和其他资料的
OCLC编目库.它目前包括5200多万条记录，这些记录覆盖
了从公元前1000年到现在的资料，基本上反映了世界范围
内的图书馆所拥有的图书和其他资料。该库每天更新。

* 2. ArticleFirst ---- 12,500多种期刊的文章索引,大多数为英
文期刊.大多数记录提供了收藏有这种期刊的图书馆列表。
主题覆盖了工商、人文学、医学、科学、技术、社会学和
大众文化等.该库覆盖了1990年到现在的资料，每天更新。

* 3. ECO ---- 是一个带有联机全文文章的期刊数据库,包括
来自70多家出版社的4,600多种期刊.我们能够查看该库中
所有电子期刊的书目信息和文摘。日更新。提供“按文章
购买”服务



* 4.ClasePeriodica ---- 由Clase和Periodica两部分组成，
其中Clase索引了在拉丁美洲期刊中发表的社会科学和
人文学科方面的文献；Periodica收录了科技方面的期
刊，总计达40多万条书目引文。每三个月更新一次。

5. Ebooks ---- 收录了参加WorldCat联合编目的OCLC成
员馆收藏的所有联机电子书，共计23万多种，其中也
包括OCLC的netLibrary电子书。用户可以检索所有这

些电子书的书目，并可链接到已订购且包含在
WorldCat数据库中的电子书进行阅读。日更新。

* 6. ERIC ---- 教育方面的期刊文章和报告.它囊括了数

千个教育专题，提供了最完备的教育书刊的书目信
息，覆盖了从1966年到现在的资料，每月更新记录。



7. GPO ---- 美国政府出版物. GPO 报导了与美国政府
相关的各方面的文件。这些文件的类型有：国会报
告、国会意见听证会、国会辩论、国会档案、法院资
料以及由美国具体实施部门，如：国防部、内政部、
劳动部、总统办公室等出版发行的文件。它覆盖了从
1976年7月以来的资料，每月更新记录。

* 8. MEDLINE ---- 医学期刊的文章摘要. MEDLINE 
覆盖了所有医学领域，它索引了国际上出版的9,000
多种期刊，覆盖了从1965年到现在的资料，每月更新
记录。

9. PapersFirst ---- 在会议上提交的文章索引.包括在世
界各地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它覆盖了自1993年10
月以来在“大英图书馆资料提供中心”的会议录收集的
每一个大会、专题讨论会、博览会、讲习班和其它会
议上发表的论文，每两周更新一次。



10. Proceedings ---- 会议出版物索引. Proceedings
是PapersFirst的相关库，它包括在世界各地举行
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的目录表。

*11. WilsonSelect ----科学、人文、教育和工商方
面的全文文章.它包括1,300多种期刊，覆盖了从
1994年到现在的资料，每周更新一次。

12. WorldAlmanac ---- 世界年鉴.它是适用于包括
学生、图书馆的读者、图书馆的参考咨询人员和
学者等几乎每个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参考工具。
涉及的范畴包括：艺术和娱乐、新闻人物、计算
机、科学和技术、经济学、体育运动、环境、税
收、 周年纪念日、 美国的城市和州、国防、人
口统计、世界上的国家等等，每年更新一次。

带“*”号6个数据库能查询到部分或所有全文



数据库检索入口
图书馆主页（www.lib.bupt.edu.cn)-----电子资
源----OCLC FirstSearch



并发用户数满

说明:所有211高校共享17个并发用户



正常登陆



提示:

进入OCLC  FirstSearch系统后，如不

进行任何操作，4分钟时系统会自动询问

“是否延长检索时间”。如阅读全文，则

系统会在14分钟时提示。建议使用时,不
要设置拦截网页弹出功能.

检索完毕后,请一定按“退出”键退出.



OCLC FirstSearch主要屏幕及检索方法

FirstSearch Home（首页）屏幕;
快速检索

数据库屏幕

检索屏幕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专家检索

历次检索

检索结果屏幕



一、FirstSearch Home（首页）屏幕

快速检索:
在“查询”后键入检索式，单击“选择”右方的箭

头，选择一个主题范畴(或某一数据库)， 缺省
选择为General（综合性）主题.点击Search
（检索）按钮，系统完成一个简单的检索.

屏幕上将显示出在每个数据库中匹配的估算记
录数。然后可最多选择3个数据库完成检索。

注：如果您是位新手，可不在此屏进行任何操作，点击导航菜单
的Databases（数据库）直接进入数据库屏幕.



FirstSearch Home（首页）屏幕

快速查询

数据库屏幕

高级检索屏



快速检索

命中数据
库列表

命中文献记录数



二、数据库屏幕 包括以下操作：

1.列出所有数据库——选择数据库

数据库表按数据库名的字母顺序依次排列，表内包

括以下各列：选择、数据库、描述、 更新日期、信

息、 全文;

如仅选一个数据库，直接点击库名。要选择多个数

据库(最多3个)，需先点击数据库名前的复选框，然

后点击库表顶部或底部的Select（选择）。



所
有
数
据
库



2.列出按主题分类的数据库——改变当前

的主题范畴
点击Topic area（主题范围）右方的箭头得到
一个包括各主题范畴的下拉表。

从列表中选择并点击一个主题范畴，即可在
下面得到一个对应该主题范畴的数据库表。



列出按主题分类的数据库

改变主题范畴

选择数据库



3. 推荐最佳数据库

具体操作为：

（1）点击导航菜单的“推荐最佳数据库”链
接。

（2）在提示“必须包括”后的空白框内键入关
键词或短语。

（3）在索引表中选择一个索引（关键词或著
者或资料来源），缺省为“关键词”。
（4）在提示“主题范围”后选择一个主题。缺
省选择是General（综合性）。

（5）点击“列出”按钮，FirstSearch将显示一
个在每个可用数据库中估算的结果数。



推荐最佳数据库

转换到高级检索界面



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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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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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索屏幕

基本检索

高级检索

专家检索

历次检索



基本检索屏
点击导航菜单“检索”下面的“基本检索”即可进

入。基本检索的操作为:
(1) 如要更换数据库，展开“所检索的数据库” 的

数据库表下拉菜单，选择另一个数据库。

(2) 在关键词、著者、题名、资料来源和年的图框

内键入一个或多个检索词。如果要检索一个准确短

语，将短语放在引号内。（单字节的双引号）

(3) 点击“检索”按钮。



基本检索

数据库选择

数据库信息

检索字段



高级检索屏
点击导航菜单的”高级检索“即可进入高级检索屏幕。高

级检索屏幕允许用户构造更复杂的检索语句。该屏幕可

进行的操作包括：

(1) 如要更换数据库，展开“所检索的数据库”后的数据
库表，选择另一个数据库。

(2) 在第一个“查询”后键入一个或多个检索词。检索准

确短语时，把短语放在引号内（单字节的双引号）。当
需要时，在第二和第三个检索框内键入检索词。

(4) 布尔算符包括:and 、or和 not。
(5) 如果想缩小检索范围，选择使用限制功能。

(6)如果想重排检索结果，从“排序”下拉菜单选择选项。



数据库选择

检索字段选择
逻辑关系选项

限定项



专家检索屏幕

点击导航菜单中的专家检索即可进入专家检索屏
幕。专家检索是为有经验的检索员而设计的，具
体操作为：

(1) 如要更换数据库，展开“所检索的数据库”后
的数据库表，选择另一个数据库。

(2) 在“查询”后的检索框内键入检索式。

(2) 如果想缩小检索范围，选择使用限制功能。

(3) 如果你想重新排列检索结果，从“排序”下拉

表单选择条件。



数据库选择

输入检索式

限定项
索引代码查询



索引代码

各个数据库不尽相同，在多库检索时尤其要

注意。



检索式构造规则:
字段代码紧跟一个冒号 (:) 和检索项，如：
ti:computer
固定词组是字段代码后跟一个"="号和一个检索
项，例：ti=one day in the life
位置算符包括:(注意必须是小写)

n   指明两个检索词必须相临,但前后顺序不固定;
w   指明两个检索词必须相临,且前后顺序固定;
n或w后可有(1-25)之间的数，表示两个词之间允许
的最多词数.例:ab:power w2 system
“civil war” 也就是表示 civil w war



检索式构造规则:

布尔逻辑算符:(不区分大小写)
AND、 OR、 NOT,例 ti:jazz not ti:blues
带括号的检索式:表示检索系统两个或多个被结合的检索
词使用相同的标识符。例
ti:(“civil war” and “stone river”)

检索式中的禁止词:

a as but from he in of zhat was you 
an at by had her is on zhis which & 
are be for have his it or to with 



检索式构造规则:
截词符:

(1)“+” :表示检索一个词和它的复数（形式为“s” 或
“es”的复数）。例 coach+表示coach，coachs，
coaches
(2)“*”:表示词根检索 .例， econ*，将获得包括
econometrics、economics、economist等的结果

(3) “# ” :代表一个字符。例，键入wom#n，会获得
包括woman 和women的记录;
(4) “?”:代表零个或任意个字符。 例，用colo?r检
索 ， 将 得 到 包 含 color 、 colour 、 colonizer 和
colorimeter的记录。



历次检索

历次检索屏幕显示出已经完成的所有检索
式和每次检索结果数的一个表，在这个屏幕
你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检查先前的检索 、重复一个先前的检索;

在另一个数据库完成一个先前的检索;

组合检索式;

完成一个新检索:在查询输入框键入一个新
检索式 ;



历次检索屏幕

数据库转换

检索式组配

可输入一新检索式



四、检索结果

记录列表屏幕

记录列表屏幕列出了和检索式匹配的的简
短信息。在这个屏幕可进行如下操作：

翻页功能、 进入详细记录屏幕 、获取某
一记录的全文、作标记或清除标记记录(最
多可标记100个记录) 、打印、限制检索屏
幕、查找相关数据库等功能;  



记录列表屏幕
数据库转换

翻页

详细记录格式

馆
藏
情
况

全文链接

具体记录号



详细书目记录屏幕

详细记录屏幕显示一个记录的全部内容.
在这个屏幕可进行如下操作：

翻页功能、 作标记或清除标记记录、
点击作者字段的作者名可检索同一作者
的其他著作 、获取拥有该文献的图书馆
列表、将记录、馆藏等信息送到用户指
定的电子信箱内、打印、观看、打印或
e-mail联机文献的全文等功能;  



详细书目记录屏幕

馆藏情况

作者字段检索



标记记录屏幕

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文献进行标记，并使之集中在
一起，便于输出。

可以通过详细视图和简略视图两种方式查看已标记
的记录。并可以将记录、馆藏等信息送到用户指定
的电子信箱内、打印、观看、打印或e-mail联机文
献的全文。



标记记录屏幕



已保存记录屏幕

该功能只有OCLC已注册用户登陆后方可以

使用。如为非注册用户，通过该界面可链接
到注册界面进行注册。

注册用户可以保存已经调试好的检索式和检
索结果，便于下次检索和使用时调用。



注册用户

接受
OCLC协
议后方
可注册



在检索过程中，可以在任意时刻，根据检
索需要在以上各检索界面中相互切换。

OCLC FirstSearsh基本组内有12个数据

库，各数据库根据收录内容设置的数据项
不尽相同，所以检索入口、检索结果显示
等等都存在不同。本次讲座介绍的只是一
些基本和共同的使用方法，至于具体到各
个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希望大家在实践中
进一步摸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