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LC Connexion 界面 

使用 Connexion客户端界面（基于 Windows软件）或 
Connexion 浏览器界面（在默认的浏览器窗口中打开）.  

 打开客户端：单击“开始”>“所有程序”>“OCLC 

Connexion”，或双击图标 .  

 打开 Connexion浏览器：打开浏览器并链接至 
http://connexion.oclc.org. 

多脚本只被客户端支持：以下非拉丁脚本的编目和搜索功能仅被

客户端支持：阿拉伯语、孟加拉语、中文、斯拉夫语、梵文、希

腊语、希伯来语、日语、韩语、泰米尔语、泰语。 

输入指令行或引导搜索/浏览 

搜索---客户端或浏览器 
打开搜索 WorldCat客户端窗口或浏览器界面 

步

骤 
操作 

1 客户端: 单击“编目”> “搜索” >“ WorldCat”, 或单击 

, 或使用快捷键 <F2>. 

浏览器: 单击 “Cataloging tab” > “Search” > “WorldCat”, 或使用

快捷键 <Ctrl>+<Shift>+<W> 

2 在指令行搜寻框内以正确的检索句法输入完整的搜索或

者浏览式 

        输入以下任意一种搜索类型： 

 数字搜索 

 关键词搜索 

 衍生搜索 

 扫描搜索（扫描一个索引） 

或者 

在关键词/数字搜索框内输入引导搜索的一部分，并使用

文本框和下拉菜单选择一个索引，系统可以自动创建正

确的搜索语句 

输入以下任意一种搜索类型： 

 数字搜索 

 关键词搜索 

 衍生搜索词 (无浏览) 

更多内容参见下一部分 “基本操作指南” 

注意: 使用搜索 WorldCat中的折叠或展开功能能够在指令行

搜索框和全屏之间进行切换： 

 客户端：单击“展开/折叠” 

 浏览器 
 
 
 
 
 
 

 浏览器：单击加号  或减号 . 

快速搜索: 仅客户端 
在工具条中的 WorldCat快速搜索框中输入指令行进行搜索或

浏览。点击右侧图标发送搜索。 

 

引导浏览—客户端或浏览器 
打开浏览 WorldCat 客户端或浏览器，并输入引导搜索词： 

步

骤 
操作 

1 客户端: 单击“编目”> “浏览” > WorldCat, 或单击 , 
或 <F2>. 

浏览器: 单击 “Cataloging tab”> “browse”>” WorldCat”, 或使用快

捷键<Ctrl>+<Shift>+<B> 

2 在浏览框中输入浏览词  

3 在索引选择项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索引 

更多信息详见下一部分，“基本操作指南” 

批处理搜索—仅客户端 

步

骤 
操作 

1 单击“批次”>“输入书目的搜索关键词” ，或使用快捷

键<Alt>+<B>+<B> 

2 选择一个本地文档保存搜索到的记录（默认路径为

DefaultBib.bib.db） 

3 在索引选择框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索引 

4 在查询框中输入数字、关键词、或衍生搜索，注意要使

用完整搜索语法 (和指令行搜索语法的要求相同). 

5 单击“增添”或使用快捷键Enter 

6 重复步骤3和4，每添加一个新的搜索都会依次罗列出来 

7 完成后，单击“保存” 

8 准备就绪后，运行批处理（批次>处理批次） 

 

基本操作指南 

指令行 （完整语法）搜索或浏览 
指令行搜索 (在一个指令行完成一个完整的搜索): 

 使用浏览功能时要在浏览词前面加上浏览命令(sca)，然

后加空格，但是在搜索的时候就不用加任何命令。 

浏览举例: sca ti:roots 

OCLC Connexion: 搜索 WorldCat 
快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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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确的标点符号前面加上索引标签，以识别索引的类

型，包括单词索引、词组索引（子字段数据）和完整词

组索引（字段数据）。 

o 单词索引：使用两个字母的索引标签和冒号(:) 

比如： ti:nexus 

o 词组索引：使用两个字母的索引标签和等号(=) 
比如: ti=connected islands new and selected* 

o 完整词组索引 ：使用三个字母，并以 w结尾的

索引标签和等号(=) 

比如: pnw=woolf, leonard 1880-1969 

o 特殊情况. 以下几种情况下可不加索引标签： 

 衍生搜索作为首个或唯一搜索词 

 ISBN搜索作为首个或唯一搜索词  

 OCLC 号搜索，并以星号(*)或者(#)号作为前

缀时 

 选择性操作 

o 输入 and, or,  not 等布尔运算符组合不同索引中的多

个词汇 

o 输入位置算符 with (w) 或 near (n)及数字（1 到 25），

以发现同一个索引中的多个词汇，它们可能分别有

特定数量的中间词汇 

o 每种类型只包含一个限定词 

o 将格式、年限、缩微资料、或者资料来源作为搜索

限定词时，要使用斜线或者索引标签 

o 将因特网/非因特网或语言作为搜索限定词时，只能

使用索引标签，而不能用斜线  

o 输入通配符(# or ?) 和星号 (*)代替字符，以检索一个

单词的不同形式（仅适用于拉丁脚本搜索） 

注意: 通配符或星号前至少需要有三个字符。 

 客户端—没有针对非拉丁脚本搜索词的单独索引: 使用

与拉丁脚本搜索相同的索引、符号、限定词，每个搜索

词都用拉丁脚本输入.  

引导搜索或浏览 
引导搜索（仅输入部分搜索词，系统自动创建搜索语句）： 

 在搜索 WorldCat窗口或界面的任一搜索框内，输入关键

词、数字、或者衍生搜索词  

 选择性操作. 在同一个搜索框中输入几个搜索词，以在

同一个索引中进行合并。在不同的搜索词之间，输入如

下布尔运算符： 

o 及, 或, 不 

o with (w) 或 near (n).  

选择: 输入数字 1-25以确定中间词汇的数量 

 在索引选择框中选择一个索引  

 其他选择性操作: 

o 继续在关键词/数字搜索框中输入搜索词，并从下

拉菜单中选择及、或、不等词汇来组合不同索引

中的多个搜索词。  

o 输入通配符(# or ?) 和星号(*)来代替搜索词中的某

个字符或者 后几个字符，以输出类似的几个单

词。 

注意: 通配符和星号前至少要有三个字符 

o 从下拉框中选择或者输入限定词。 

小窍门: 可以在长选择列表和短的选择列表之间进行切换： 

o 客户端: 单击加号键( ) 或减号键 ( ) 来增加或

减少索引、资料类型、或者语言列显示的内容。 

o 浏览器: 单击“ 更多索引” 或“ 更少索引”，或

者单击 “ 更多资源类型” 或 “更少资源类型“来扩

展或者缩短索引或资源类型列。  

注意：本快速参考中所有的搜索举例及指南均使用指

令行格式（完整语法） 

单词、词组、及完整词组索引 

索引 搜索 举例 

单词 字段中的任意单词或数字 pn:stansbury 
dd:151 

词组 子字段从头至尾按顺序出现的

单词，包含所有的子字段数据 
pn=james, henry 
pb=Pearson 
Addison Wesley 

完整词组 字段从头至尾按顺序出现的单

词，包含所有的被索引子字段

数据 

pnw=james, henry 
1843-1916 
sew=poetry in 
public places 

注意: 
 使用多个单词搜索时，要加上引号(")，以准确查找包含这

些单词（按顺序出现）的记录。 
比如： ti:"asian crisis" 

 使用词组索引和完整词组索引时，省略题名中的前缀限定

词。 
 可使用星号(*) 截断词组或完整词组索引，或使用浏览功能

进行自动截断。 
 截断符星号(*)仅适用于以下语种的搜索：孟加拉语、中

文、日语、韩语、梵语、泰米尔语、以及泰语，而不适用

于其他非拉丁脚本的搜索词。 

搜索格式 

数字搜索 

指南 

 指令行数字搜索: 搜索词前要加上索引标签和标点符号

进行搜索，冒号(:)用于数字，等号(=)用于数字词组。 

特例: ISBN作为首个或唯一搜索时不用加索引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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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ISBN、政府文件编号，及出版社编号（以前叫做

音乐出版社编号）中的所有数字和字母。 

输入以 X 结尾的 ISBN 的技巧：如果使用键盘输入，使

用星号(*)截断数字。 

 省略空格。 

 分类号检索  

o 包含句号，比如 dd:616.46 

o 省略其他所有的标点符号 

o 省略空格 

 关于连字符（-）在 ISBN、ISSN、和 LCCN 搜索中的使用

情况，请见下表： 

数字索引和搜索举例 

ISBN 索引 搜索目标 … 如何搜索 … 
Label = bn: 0-85109-130-x 085109130x 或 

bn:085109130x 
0-8247-7142-7 0824771427 或 

bn:0824771427 
说明: 
 当数字不是首个搜索词时，要使用索引标签 
 无索引标签时，省略连字符；有索引标签时，可省可不省 

 

ISSN索引 搜索目标 … 如何搜索 … 

Label = in: 1234-5678 in:1234-5678 

0018-165x in:0018-165x 

说明: 连字符不可省略. 
 

LCCN index 搜索目标 … 如何搜索 … 
Label = ln: map32-14 ln:32000014 或 

ln:32-14 
2002-580246 ln:2002-580246 或 

ln:2002580246 
说明: 
 连字符可要可不要 
 包含年限(两位或四位). 
 使用 (^) 排除有前缀的 LCCN 

 
 

政府文件号索

引 
搜索目标 … 如何搜索… 

Label = gn: a 1.2:R31/14/984 gn:a12r3114984 
NAS 1.2:SP1/46 gn:nas12sp146 
说明: 
 输入所有的数字和字母. 
 省略标点符号. 

 

 

OCLC 控制号索

引 
 
搜索目标 … 

 
如何搜索 … 

OCLC control 
number (no:) 

10998406 no:10998406 或
*10998406 或 
#10998406 

说明: 
 指令行/完整语法搜索：以索引标签星号

(*)或(#)号作前缀 
 关键词/数字引导搜索: .以* 或 # 开头，而

不是选择索引，不要使用索引标签。 
 

出版社号索引  
搜索目标 … 

 
如何搜索 … 

Number label = 
mn: 

CO 1979-AB5-1 mn:co1979ab51 
说明: 以前叫做音乐出版社编号 

Number phrase 
label = mn=) 

BBC 001 mn=bbc 001 
说明: 词组中可使用空格 

关键词搜索 

指南 

 存取方式索引搜索 (am: 或 am=)  

o 省略 http: 或 https:.  

o 将标点符号视为单词的分隔符  

o 包含停止词. 
比如: am:his 

 网络限定词(mt:) 限制结果为： 

o 网络资源( 856字段和第二个 indicator 为空格、0、或
1).  
在指令行输入 mt:url 

或 

o 非网络资源(所有其他资源).  
输入 not mt:url. 

关键词索引包含的停止词 

在关键词搜索中，系统将忽略以下词汇： 
a 
an 
and 
are 
as 
at 

be 
but 
by 
for 
from 
had 

has 
have 
he 
her 
his 
if 

in 
into 
is 
it 
its 
not 

of 
on 
or 
she 
so 
than 

that 
the 
their 
there 
this 
to 

was 
were 
when 
which 
with 
would 

you 

 

在检索时所有的停止词都要加引号。 

比如: 要搜索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输入: 
ti:"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关键词索引和搜索示例 

关键词索引 标签 举例 

团体/会议名称 cn: cn:enron 

团体/会议词组 cn= cn=enron corp 

团体/会议完整

词组 
cnw= cnw=enron corp board of directors 

special investigative committee 

名字 au: au:kah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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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完整词组 auw= au=kahlo, frida 1910-1954 

个人名字 pn: pn:salinger j d 

出版商 pb: pb:thousand oaks 

丛书 se: se:ergonomic 

丛书词组 se= se=ergonomic management series 

主题词组 su= su=aquatic ecosystems 

题名 ti: ti:gerontological 

题名词组 ti= ti=gerontological nursing 

衍生搜索 

衍生搜索关键限值 

衍生索引 标签 小限值 大限值 

人名 pd: 4,1,空格 4,3,1 

团体/会议名称 cd: =4,1,空格 =4,3,1 

名称/题名 nd: 4,4 4,4 

题名 td: none 3,2,2,1 

注意: 
 对于那些没有 1xx 字段的记录， 小限值可为空格,4. 
 如果搜索数据少于一个单词所应有的字符，那么用逗号

代替其他所有的字符。 
比如: 要搜索 Roots, 可输入 td:roo,,, 或 roo,,, 

 团体/会议名称要加索引标签和冒号或等号 

指南 

 如果是指令行中的首个或唯一搜索，省略索引标签.  
 省略前缀限定词汇 (a, an, the, 及相应的非英语词汇).  
 题名搜索要加限定词.  
 包含字母和数字  
 不包含其他所有的符号，比如区分标志和标点符号  
 使用音调符号 (^) 缩小搜索范围 (但在衍生题名搜索中不

要使用). 
比如: pd:harv,hen,^ 或 harv,hen,^  

 以 Mc 或者 Mac 开头的人名：如果后面跟的是大写字母，

则输入 m并省略 c或 ac；如果后面跟的是小写字母，则 
不可省略 c或 ac。 
比如: 要搜索 MacDonald, Marion B., 输入 pn:mdon,mar,b. 
要搜索 Macdonald, Andrew T., 输入 pd:macd,and,t.  

 如果姓氏是复合词或有连字符连接，将姓氏第一个逗号

前所有的内容视为首个衍生搜索要素。 
比如: 要搜索 Li-Marcus, Moying, 输入 pd:lima,moy,.  

 名字：将每一部分都视为不同的要素；连字符分开的部

分也是如此。 
比如: 要搜索 White Bull, 输入 pd:whit,bul,. 要搜索 Li-Min Tau, 输入
pd:li,min,t. 

 衍生搜索中不要使用非拉丁脚本 

衍生搜索的停止词 

使用 cd: 和 nd:衍生搜索时，将以下词汇从团体或会议名称

的首个搜索要素中省略，否则不可省略。. 
 
& 
a 
American 
an 
and 
Association 
at 
Australia 
Board 
Bureau 
Canada 
College 
Colloquium 
Commission 
Committee 

Commonwealth 
Conference 
Congress 
Council 
Department 
Dept. 
Division 
East 
Federal 
for 
France 
Great Britain 
House 
in 
India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Joint 
Meeting  
National 
North 
of 
Office 
on 
Organization 
Parliament 
School 
Seminar 
Senate 
Society 

South 
State 
Subcommittee 
Symposium 
the 
U.N. 
U. N. 
United Nations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U.S. 
U. S. 
West 
Workshop 
All names of 
U.S. states 

省略停止词的例子 

搜索目标 … 如何搜索 … 

Corporate author: Great Britain Forestry 
Commission (works published in 1985) 

cd:fore,com,/1985 

Corporate author: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d:econ,soc,c 

Corporate name and title: Indiana Supreme Court 
[name] and Race and gender fairness [title] 

nd:supr,race 

衍生搜索举例 

索引(标签) 搜索目标… 如何搜索… 

衍生人名 
(pd:)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pd:moz,wol,a or 
moz,wol,a 

De Groot, Adriaan pd:degr,adr, or degr,adr, 
Kübler-Ross, Elisabeth pd:kubl,eli, or kubl,eli, 

衍生团体/
会议(cd:) 

American Rock Garden 
Society 

cd:rock,gar,s or 
=rock,gar,s 

World Energy Conference cd:worl,ene,c or 
=worl,ene,c 

衍生名字/
题名 (nd:) 

Bergson, The creative mind nd:berg,crea or 
berg,crea 

Clarke, 2001 : a space 
odyssey 

nd:clar,2001 or clar,2001 

衍生题名
(ti:) 

Hotel td:hot,,, or hot,,, 
Miracle on 34th street td:mir,on,34,s or 

mir,on,34,s 

浏览 （浏览一个索引） 
浏览对词或词组从左到右逐字匹配。 

 

指南 

 多输入 60个字母、数字、空格，或包括( ) # &在内的

符号 
 省略前缀限定词（a, an, the, 及对应的非英语词汇） 
 包含连字符或用空格代替连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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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任意词浏览单词索引（不能是首个词）。系统可按

照被索引字段或子字段进行自动匹配. 
 浏览词组或完整词组索引时，输入字段或子字段中的第

一个词（不包含前缀限定词）。系统从首个单词开始依

次进行精确匹配 

 使用题名完整词组索引(tiw=) 浏览相关题名，或编目者

构建的题名检索点。 索引不包含 245 b字段. 
 使用题名词组索引(ti=)浏览题名/子题名的组合，索引包

含 245 b 字段. 
 浏览提供自动截断功能，只需输入必须的几个字符或单

词即可 
比如: 要浏览题名 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 输入 sca tiw=let 
us now praise 

 不要组合词汇或使用限定词、截断或掩蔽 
 如果是从某个记录的子字段中复制文本并作为一个浏览

词粘贴到浏览框中，要删除分隔符、子字段代码，和标

点符号  
 如不确定准确的浏览词，则用关键词搜索代替。 

 

部分浏览索引和举例 

索引 标签 举例 

团体/会议完整词组 cnw= sca cnw=hershey chocolate 

杜威分类号 dd: sca dd:151 

LC 分类号 lc: sca lc:z5063.2.a2 

名字完整词组 auw= sca auw=dewey, melvil 

个人名字完整词组 pnw= sca pnw=james, henry 1843-1916 

出版商词组 pb= sca pb=macmillan 

丛书完整词组 sew= sca sew=literacy 2000 

主题完整词组 suw= sca suw=library science 

题名完整词组 tiw= sca tiw=birds and beasts 

统一题名完整词组 utw= sca utw=concertos f 44 f major 

 

限定、组合 或展开搜索  

使用限定词、布尔运算符、位置算符、通配符，及截断符

号来限定、组合、及（或）展开搜索  

限定词 
加入限定词缩小搜索范围。 

限定词(标签) 输入 … 

类型/格式 (mt:) /bks 或 mt:bks (图书)  

/com 或 mt:com (计算机文件) 

/cnr 或 mt:cnr (连续资源) 

限定词(标签) 输入 … 

/map 或 mt:map (地图) 

/mix 或 mt:mix (混合资料) 

/sco 或 mt:sco (乐谱) 

/rec 或 mt:rec (录音) 

/vis 或 mt:vis (视觉数据) 

注意: 你也可以使用: 

 /ser 或 mt:ser (丛书)  
 /int 或 mt:int (整合资源) 

(上述广义上的连续资源索引(cnr) l包
括这两种格式.) 

出版年限(yr:) 一年(比如: /1980 或 yr:1980) 

十年 (比如: /198? 或 yr:198?) 

一个世纪 (比如: /19?? 或 yr:19??) 

某一年及其以后的年份 (比如: /1980- 或 yr:1980-
) 

某一年及其以前的年份(比如: /-1980 或 yr:-1980) 

跨越几年 (比如: /1980-3 或 /1980-93 或 
/1880-921 或 /1990-2005 或以索引标签，而不是

斜线开头 

未知日期 (代码 u) (比如:日期代码 19uu, 输入 
/1900 或者 yr:1900) 

无日期: 输入零(比如: /0000 或 yr:0000) 

缩微资料/非缩

微资料 (mf:) 
/mf 或 mf:mic (缩微资料)  

/nm 或 mf:nmc (非缩微资料) 

资料来源(dl:) /dlc 或 dl:y (国会图书馆提供的记录，或者团体

编目的程序)  

注意: 使用编目来源词组索引 (cs=) 和 OCLC代

码来查找某个特定图书馆贡献的记录  

因特网/ 
非因特网(mt:) 

mt:url (网络资源)  

not mt:url (非网络资源) 

语种 (la:) 索引标签后加语种的名字或者 MARC代码 
比如: la:english 或 la:eng 

 

说明: 也可以使用编目语言（用 040 b字段搜索语言）限定

搜索： 

 指令行：使用索引标签 ll: (两个小写的英文字母 l，跟着

冒号)和一个语言代码。(代码列表请见 
http://www.loc.gov/marc/languages.)  
比如: ti=to the lighthouse and ll:ger 

或 
 关键词/数字搜索：在任一搜索框内输入语种，并选择

编目语言索引，和另一搜索词组合使用。 

限定词指南 

 格式、年、缩微资料、及资料来源的限定格式：使用斜

线或索引标签作为限定格式（称之为“斜线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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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特网/非因特网、语种的限定格式：只能使用索引标

签 

 每个搜索的每种类型只能使用一个限定词 

 斜线限定只能出现在搜索的后面；搜索标签限定可出现

在搜索中的任意位置， 和布尔运算符一起使用.  

 可以任意顺序输入限定词. 

操作符 
使用布尔运算符和位置算符连接搜索词. 

运算符 作用 

and 

和 

找出某一记录任意位置所包含的所有词 

比如: su:wom?n and ti:history and yr:1970- 

Or 

或 

找出某一单个搜索词或所有搜索词 

比如: pn=woolf, virginia or pn=woolf, leonard and 
yr:1900-50 

not 

非 

排除某个搜索词，后缀加 not 

比如: ti=civil war not su:battle not gc=united states 

with (w) 找出包含按顺序输入的两个词的记录；如果后缀加

数字 1-25，则找出两个搜索词之间不超过限定数量

的记录 
比如: 
ti:aluminum w wiring 或者加引号 ti:"aluminum wiring" 
或 ti:aluminum w2 wiring 

near (n) 同 with,唯一的区别两个词可以任意顺序出现 

比如 s: ti:moon n eclipse 
ti:chicken n3 egg 

操作符使用指南 

 浏览中不要使用 and, or, not, with 或 near 等词 

 衍生搜索中不要使用 with 或 near 

 在每个衍生搜索中输入 多限度的词汇，并使用 and, 
or, 或 not 连接 

 使用 and, or, not, with, 或 near作为搜索中的关键词，并使

用引号。  
比如: 搜索题名 Neighbors Near and Far, 输入 ti:neighbors "near" 
"and" far.  

 限定词适用于组合搜索中的任意部分 

截断和通配符 

使用截断和通配符来展开或聚焦搜索结果。 

截断符 如何使用 

* (星号) 置于某个单词的后面，以搜索具有相同前缀的不同

单词 

比如: invest* 可搜索到 investor, investment, investment 
fraud,等 

 

通配符 如何使用 
# 替代单词中某个未知的字符 

比如: wom#n 可搜索到 woman 和 women 

? 替代单词中几个未知的字符  
比如: emp?e 可搜索到 empire, empale, emphasize, and 
emplace 

?n 指明要替代的字符数(n= 1-9)  
比如: str?3 可搜索到 street, stream, streak, stride, strait, 
string, 等. 

截断符和通配符使用指南 

 限制： 前面至少有三个字符 

 不适用于非拉丁脚本的搜索：截断搜索支持孟加拉语、

中文、日语、韩语、梵语、泰米尔语、泰语；其他的语

言可使用浏览的自动截断功能  

限定、组合及展开搜索举例 

关键词/数字搜索和衍生搜索格式： 

关键词/数字搜索 衍生搜索 

au:rendell, ruth or au:vine, 
barbara 

rend,rut, or vine,bar, 
或 
pd:rend,rut, or vine,bar, 

au:cervantes/1970-80/vis 
或 
au:cervantes and mt:vis and 
yr:1970-80 

cerv,mig,d/1970-80/vis 
或 
pd:cerv,mig,d and yr:1970-80 and 
mt:vis 

au:camus and ti:etranger and 
la:french 

pd:camu,alb, and td:etr,,, and 
la:french 

更多限定、组合及展开搜索的例子： 
su:scotland and mt:map and yr:2000- 
cn:microsoft and yr:2003 not mt:url 
su:civil and war not battle/1970 
dd:880 and la:eng/bks/1960-70 
ti:bring w2 bacon 
gon,wi,th,w/bks/19??/mf/dlc or td:gon,wi,th,w/bks/19??/mf/dlc 
=adri,col,/bks/1970-90 or cd:adri,col,/bks/1970-90 

通过资料类型限制搜索 
要通过资料类型限制搜索，使用一个单词或词组限定索引

标签(mt: 或 mt=)，和三个字母组成的代码或资料类型的名称，

如下所示：（名称不区分大小写，但是必须完全正确输入） 

比如: 要搜索 Sound of Music in CD audio ：: 
sou,of,mu, and mt:cda 或 sou,of,mu, and mt=cd audio 

以下所列的资料类型代码和名称是按照广义上的限定组分

类，然后在每一组内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 

代码 意义  代码 意义 

通用类型: 
书籍(使用 mt:bks 或者 /bks) ；混合资料 (使用 mt:mix 或/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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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意义  代码 意义 

shs 青少年  mss 手稿 

arc 档案资料 mmc 主微缩资料 

acp 文章 mcd 不透明缩微件 

bio 书目 mfc 微缩平片 

brl 盲文 mfl 微缩胶卷 

cnp 会议刊物 ngp 国家级政府刊物 

elc 电子 ejh 青年前 

fic 小说 pre 学龄前 

gpb 政府刊物 pri 小学 

igp 各国政府刊物 sgp 州或省级政府刊物 

juv 少年读物（所有类

型） 
deg 硕博士论文 

lpt 大字本 web 网络存取 

lgp 本地政府刊物 

有声材料 (umt:rec 或者 /rec) 

45s 每分钟 45转的唱片  msr 音乐录音 

78s 每分钟 78转的唱片 nsr 非音乐录音 

cas 卡式录音带 rtr 转盘式录音磁带 

cda 光盘录音 rll 卷 

dva 音响光盘 wxc 蜡筒 

lps 密纹唱片 wrr 钢丝录音 

mp3 MP3 

可视数据(mt:vis 或者 /vis) 

ngr 平面图像  oar 艺术品原作 

art 立体物体/器件 pal PAL 

anm 动画 pan 部分动画 

rep 艺术品复制品 pht 照片 

可视数据（继上表） 

ats ATSC  pgr 投影图像 

bta Beta rbj 实物  

blu 蓝光磁盘 rbj 实物  

cht 图表 scm SECAM 

dio 透视画 sld 幻灯片 

dio 透视画 tch 技术制图 

dvv 数字视盘  toy 玩具 

代码 意义  代码 意义 

mot 胶卷  trn 透明正片 

flm 条状底片 umc U-matic 

crd 闪光卡 vhs VHS录像带 

gam 游戏 vca 卡式录像带 

grp 图形 vdc 视频光碟 

kit 套件 vid 录像 

msl 显微单片 

mdl 模型 

nts NTSC  

地图及地理材料( mt:map 或者 /map) 

atl 地图册  mcm 手稿地图 

cgl 天球仪 mmp 模型图 

egl 地球仪 pgl 行星仪 

gsc 地址分布 pcm 出版的地图 

glb 地球仪 rsi 遥感图像 

音符 ( mt:sco 或者 /sco) 

mmu 手稿乐谱  pmu 出版的乐谱 

持续资源 (mt:cnr 或者 /cnr) 

*int *整合资源  mse 丛刊 

new 报纸 upd 更新数据库 

per 期刊 upl 更新活页 

*ser *丛书 upw 更新网站 

计算机文件 (mt:com 或/com) 

312 3.5 英寸光盘  fnt 字体 

514 5.25英寸光盘 imm 交互式多媒体 

bdt 书目数据 ndt 数字数据 

cdc 计算机用光盘 oss 联机系统或服务 

cgm 计算机游戏 pgm 程序 

cig 美工图案/图像/图形 snd 音效 

dct 文档 

*对于整合资源(int) 和丛书(ser) 来说，你可以以 mt: 或 mt= or作为前

缀，也可以加在某个搜索词的后面，作为斜线限定词 (/ser or /int)，
类似于主限定词 (见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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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 

关于 WorldCat搜索索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earching WorldCat Indexes 

关于 Connexion 客户端的使用，请参见： 

 Connexion Client System Guide: Search WorldCat  
 （或见客户端帮助） 

 Searching WorldCat tutorial (客户端) 

关于 Connexion浏览器的使用，请参见： 

 Connexion Browser System Guide: Find Bibliographic 
 Records  
 （或见客户端帮助） 

 Searching WorldCat tutorial (浏览器) 

支持 

联系 OCLC 客户支持 

邮箱: support@oclc.org 
电话: 1-800-848-5800 (USA) or +1-614-793-8682 
传真: 1-614-764-2694 
（美国东部时间周一至周五早 7点到晚 9点） 

也可使用网页上的 support form  

客户端或浏览界面： 

 客户端: “在线帮助” >“客户端在线帮助” 

 浏览器:点击屏幕上方标题栏的 contact 

 

获取此快速指南的印刷版 

 可通过以下方式免费获取此快速指南的印刷版： 

方式 

发送邮件至 orders@oclc.org，请在邮件中写明产品

编号(REF2083) ，见此页右下方 
或 
通过在线服务中心： 

1. 登陆并点击页面左列“Order OCLC products and 
services” 的 “Documentation”. 

2. 找到 “Connexion: Searching WorldCat Quick 
Reference” ，并点击 “Add to shopping cart”. 也可以链

接至 HTML或 PDF格式. 

3.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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