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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13415 在西文编目中的应用
高 红

6国家图书馆 7

0121 联机计算机图书中心，是一个不以盈利为主要目

的的计算机服务机构及研究组织，成立于 89/: 年，总部设在

美国俄亥俄州。该组织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网络，

向世界上 /: 个国家和地区的 ,/，--- 多个图书馆提供各种

信息服务。0121 之所以有兴旺发达的今天，一方面是因为它

作为图书馆协调性机构，大力促进资源共享，提高各成员馆

的工作效率，并降低其成本，从而受到图书馆界的普遍欢迎；

另一方面也与其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分不开。多年来，0;
121 一直不停地开发多种文献信息产品，扩大服务领域，0;
121 13415 便是其代表之一。

! "#$# #%&#’ 简介

0121 13415 即 0121 视窗编目光盘，是 0121 开发的基

于 <=>?@AB 的编目光盘软件，既可单机操作，也可安装在服

务器上应用于局域网。其光盘数据选录了 0121 联合目录

02"1 的许多子集以及 21 全部的名称和主题规范档，可按

文献类型和主题进行选择。如，法律类文献 8 张光盘含编目

记录 :- 万条，医学类 , 张光盘含编目记录 8./ 万条，近 / 年

来的图书 , 张光盘含记录 8/- 万条，期刊 , 张光盘含记录

8.- 万条，西班牙文种出版物编目集成 , 张光盘含记录 8C.
万条，美国国会图书馆规范档集成 C 张光盘含记录 8D- 万

条，还有 89-- 年以前的旧书编目集成 , 张光盘约 8D- 万条

记录。这套光盘含有先进的编目索引和检索功能，包括标准

号、主题、出版商等检索方式，其编目功能包括 15 E F0G 检

索、记录改写、原始编目、输出规范文档和文献编目 G&F1 记

录、向 0121 成批送回馆藏记录、打印书标、打印编目卡片以

及局域网兼容。

( 利用 "#$# #%&#’ 需注意的问题

,H 8 源记录应与所编文献相一致

由于西方出版物具有国际化与多样化的特点，一种著作

或因出版历史悠久，或因出自多国，或因有多个出版商而产

生众多版本，套录时常发生所编文献版本与源记录依据的版

本不一致的问题。若不仔细审读文献，转换的数据就会出现

差错，所以在利用 0121 13415 的源记录时，一定要将源记录

的各项数据与所编文献逐一核对，确认是否与所编文献相

符，若有不相符的数据，应修改使之符合所编文献。核对时要

特别注意以下源记录字段内容。

,H 8H 8 -,- 字段 6标准号 7：由于 I#J’ 和 I##’ 在识别文献

方面具有专指性，源记录的标准号与所编文献相同时，绝大

多数情况下表明两者匹配。当标准号不同时，则可能由于装

订形式不同 6如精装本和平装本 7、版本不同或号码错误。所

以标准号不同不等于不相符，还要结合以下字段继续核对。

,H 8H , ,C. 字段 6题名项 7：此字段是识别文献最重要的字

段，源记录必须与所编文献的题名与责任说明项的全部文字

逐词核对，任何文字差异都不能忽略。例如，源记录的题名为

!KL LMNLO=L>PL @Q ?LR@PO34=S34=@> => L3B4LO> )TO@NLU BLVLP4L?
N3NLOB QO@R 4KL A@OV? P@>WOLBB Q@O 1L>4O3V 3>? )3B4 )TO@NL3>
B4T?=LBX 而所编文献题名为 !KL LMNLO=L>PL @Q ?LR@PO34=S34=@> =>
L3B4LO> )TO@NLU BLVLP4L? N3NLOB QO@R 4KL A@OV? P@>WOLBB @Q ⋯，

所以应将源记录中的“Q@O”改为“@Q”，从而与文献保持一致。

,H 8H Y ,.- 字段 6版本项 7：如果源记录的题名、责任者或

页码与文献均相同，仅版本说明不同，例如，,>? L? 和 ,>?
’@O4K &RLO=P3> L?X 这通常表明出自不同出版商，但有些重印

版的信息因不显著而易被遗漏，还要结合 ,/- 字段核对，以

免误认为是一种版本。

,H 8H C ,/- 字段 6出版发行项 7：此字段转换数据时最易出

错，遇到下面几种情况要具体分析，做不同的处理。

!出版物由不同的出版者分别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源

记录的出版者与所编文献不同，应按不同版本对待，修改出

版者数据和其他连带数据 6如 I#J’ 号 7。例：

源记录：-,- #3-YYY/:::-/
,C. -- #3JO=4=BK B@P=3V ALVQ3OL => 4KL 4AL>4=L4K

PL>4TOZH
,/- -- #3J3B=>WB4@P[X $3RNBK=OLU #\G3PR=VV3> ]OX

#P8999H
所编文献数据：-,- #3-Y8,,,88C,

,C. -- #3JO=4=BK B@P=3V ALVQ3OL => 4KL
4AL>4=L4K PL>4TOZH
,/- #3’LA ^@O[U #\#4H G3O4=> _ B ]OX #P8999H

所以应修改源记录的 -,- 字段与 ,/- 字段，使之与所编

文献相符。

"原版与重印版。如果源记录反映原版数据，而所编文

献是重印版时，转换数据一定要用所编文献数据代替源数

据，有关源数据均作为版本史入附注项 .-- 字段。

#重印本。一种出版物由同一出版者在同一版本时期内

多次重印，各印刷年仅表示不同印刷批次，内容无任何改变，

即使所编文献重印年与源记录出版年相距较远，也无须著录

重印年，因为它没有识别版本的意义。只有所编文献某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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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本因少许修订 0 1234 5672829: ; 而具有书目意义时，才在出版

年后加注印刷年，或因出版年不详而用印刷年替代。

,< =< . >-- 字段 0载体形态项 ;：从出版形式看，有的出版物

以一卷本和多卷本形式同时出版，内容完全相同。如源记录

是一卷本，而所编文献是多卷本，就要把页码改为卷数，必要

时还要在 .-. 字段 0内容附注 ;反映分卷题名。另外如果源记

录的载体形态项出现类如小册子、音像资料、计算机软盘等

附件数据，而所编文献不具备，就应删除这些数据。

,< =< ? .-- 字段 0附注项 ;：该字段经常说明源记录与所编

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条好的书目记录不仅反映文献本身

特征，还能反映文献之间的书目关系和版本沿革。常用的附

注引语有：@52A2:BCCD EFGC2846H 0原来由⋯⋯出版 ;，I6E52:3 0重
印 ;、I67< 6H< 9J 0⋯⋯之修订版 ;等等。如果源记录版本史附注

指的就是所编文献，应全部删除这种附注。

,< , 源记录的标目形式应规范

标目规范化的意义在于使一种名称或词语的标目形式

在目录中具有惟一性和一致性，使读者能在同一标目下找到

所有相关文献。

,< ,< = 名称标目。&&KI,I 对有关个人名称、地理名称和团

体名称标目形式做了重要规定。个人名称强调使用为人熟知

的名称，这个名称可取自个人的真名、笔名、宗教名、首字母、

短语和其他类型名称。如 %695A6 L65:B5H #4B1 肖伯纳 0真名 ;
而不是 %< L65:B5H #4B1 和 L65:B5H #4B1。团体名称同样选择

为人熟知的名称，这个名称应是识别该团体最显著 0系指明

显的标记位置、专有名称正规的书写形式和突出的印刷字体

字样 ;的名称形式。如M N))) K9OEF365 #9P263D 而不是 N:8323F36
9J )C6P352PBC B:H )C6P359:2P8 ):A2:6658< K9OEF365 #9P263D。因此，

&&KI,I 以前的源记录如未经回溯修订，要尽可能地查询

QK 最近的名称规范档或 &&KI,I。

,< ,< , 中国专名标目。我国《西文文献著录条例》规定，中国

人名按汉语拼音方式转写；地理名称的专名部分用汉语拼

音，通名部分尽量采用英语形式；中国团体名称选择该团体

正式的英文译名，并为其汉语拼音和韦氏拼音的名称做参

照。因此当源记录出现中国专名标目时，要依我国著录条例

的规定修改。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49:AAF9 R6SF6 T284F
S264F2M 或 +49:AAF9 R6S26 0简称：中国科协 ; 要改为 K42:B &8U
89P2B329: J95 #P26:P6 B:H !6P4:9C9AD<
,< ,< > 统一题名。源记录的统一题名在下列情况下应保留：

!作品很著名；"原作品有多种形式，如小说、剧本、电影、电

视剧、歌剧等；#原作品是另一语种；$法律或宗教作品。中

文单部作品统一题名要由韦氏拼音改为汉语拼音

,< > 源记录的著录和主要款目应符合 &&KI,I
,< >< = 著录信息源。&&KI,I 规定，凡是取自文献主要信息

源的信息一律 “如实反映”照样原录，不加任何符号，只有取

自规定信息源以外的数据才加方括号。而 &&KI,I 之前的编

目条例对取自题名页以外的数据都置于方括号内，如，V ,:H
6H W、V ,--- W 等。因此，源记录中出现的方括号大多数情况下

应予删除。

,< >< , 著录标识符。&&KI,I 采用的著录标识符是：第一责

任说明冠以斜线号 0 X ;，并列题名冠以等号 0 Y ;，其他题名信

息冠以冒号 0：;，其他责任说明冠以分号 0；;，补编题名或分

辑题名冠以句点 0。;等等，套录源记录时，一定要全部换用标

准著录标识符。

,< >< > 选择主要款目。&&KI,I 对主要款目的选择是：!个

人著者范围更加明确，只有对文献知识内容负有主要责任的

人才能作为主要款目，编者不再作为主要款目。"团体名称

作为主要款目的范围仅限于 ? 种类型文献，详见 &&KI,I。而

&&KI,I 之前的源记录以编者或团体作主要款目的情况很

常见，遇到这种情况套录编目时，应重新选择主要款目。

,< >< Z 书写规定。要根据 &&KI,I 的大小写和缩写规定修

改源记录。例如，)H236H GD 应改为小写 6H236H GDM 版本缩写 >H
6H 应改为 >5H 6H，插图缩写 2CCF8< 应改为 2CC< 等等。

,< Z 源记录的 [&IK 格式有时须做修改

,< Z< = --\ 字段。出版类型和出版日期按所编文献的出版

年改写，出版地代码按所编文献出版地改写，插图代码要注

意的是，如源记录是根据在版编目资料 0 KN] ; 编制的，>-- 字

段往往是空缺的 0 E< PO;，因此，要在 --\ 字段相应位置添加

插图代码。

,< Z< , 与检索点对应的字段变动

首先是编目条例引起的变动。@KQK KB3K^ 源记录以编

者或团体作为主要款目时，著录在 CSS 字段，正题名是附加款

目。而按 &&KI,I，编者或团体 0后者在大多数情况 ; 只能作

为附加款目，著录在 /SS 字段。这样，原来的附加款目就变为

主要款目，因此 ,Z. 字段的第一指示符就要改为 @，不产生附

加款目。例如：

源记录：==- , #B&O652PB: &PBH6OD 2: I9O6<
,Z. =- #B[6O9258 9J 346 &O652PB: &PBH6OD 2:
I9O6<
,?- #B&:: &5G95M [2P4_ #G":2765823D 9J
[2P4< ]5M #P,---<
>-- #B7< Z= X 0=‘‘\ ; _ #G2CCa #P,‘PO<

修改后：,Z. -- #[6O9258 9J 346 &O652PB: &PBH6OD 2:
I9O6<

,?- #&::&5G95M [2P4< _ #G":2765823D 9J [2P4< ]5<M
#P,---<

>-- #7< Z= X 0 =‘‘\ ; _ #G2CC< a #P,‘PO<
/=- , #B&O652PB: &PBH6OD 2: I9O6<

其次，根据本馆的编目方针，可根据实际需要对源记录

检索点做出取舍。例如，Z‘- 的第一指示符是 -，不产生丛编

检索点，若是 =，则产生的丛编检索点与著录形式不同，须由

\-- b \>- 字段产生丛编统一题名的检索点。因此，当本馆不

需要这种检索点时，切不可只把 - 改为 =，还要删除 \-- b
\>- 字段。

! "#$# #%&#’ 的优势与不足

@KQK KB3K^ 的数据是由美国图书馆编目专家审定的，

数据量大且较完整，包括新书、旧书、=‘-- 前的图书、期刊、医

学、音乐、影视资料和计算机文档、法律、西班牙文种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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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的查准率，大大简化了编目过程，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

了建库周期；它的数据在机读目录格式方面采用 "#2&34 格

式，在文献著录方面使用 &&43,3，在分类标引方面使用国

会图书馆分类法和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在规范控制方面使用

54 编制的规范档，包含有个人名称、团体名称、丛编、主题、

地理名称等，其数据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代表着国际水平；该

软件人机界面设计合理，操作方便简练，在编目时可同时根

据要求按标准格式显示，帮助编目人员及时审查，减少差错

率。

但是，在 6454 成员馆不断增加，著录格式不断完善的

今天，6454 47849 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编目记录有不少

属于再版编目，由于实物未出版，记录中有些项目与实物不

符；部分数据来自众多的成员馆，各馆带有自身的习惯，故在

某些字段的著录上不符合 &&43,3 的要求。另外，&&43, 是

:;<0 年出版的，其修订版是 :;00 年出版的，编目条例在不断

地完善，编目规则随之而变，这些变化必然会反映在编目记

录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能否充分接受和灵活地利用

先进技术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先进成果，不仅直接影响到编目

工作效率，而且对编目人员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工作技能的提

高也会起到重要作用。无论系统和软件再先进，也无法替代

人去处理数据。编目人员要提高业务素质，就必须增强质量

意识，熟练掌握各种编目技术 =如 &&43,3、54#$、2&34、

994 和相关规范、标准等 >，同时，还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学

识，积累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数据质量得到保证。

参考文献：

: 吴龙涛，叶奋生 ? 最新详解《英美编目规则，第二版，:;00
年修订本，:;;@ 年修订》，:;;0

, 中国图书馆学会《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编辑组 ? 西文文献

著录条例 ? :;0/
@ *? A7BCD #EF8G? $7HHB ,/8GIFJ8GK7B 6454L 6454

’DMNOD88DJP :;;.P QROB S &RTRN8U V:
=来稿时间：,--: S :, S :-；编发者：徐向东。 >

文献标引人员在工作中经常遇到分类法、主题法的类目

体系和主题词中未包括的新学科、新技术、新思想、新方法、

新事物等文献，要在一个庞大的类目体系及繁多的主题词中

找出适当的类目和主题词，很不容易。

对文献进行标引，一般可分为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两

种。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参考了一些文献资料，依照分类标

引、主题标引原则，采用 《中图法》= W 版 > 的分类号和 《汉语主

题词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上的主题词和少量的新增词，

试对下列 ,. 种新兴学科文献进行标引，供同行们参考。

人的素质学 是研究人的各种素质的结构及其发展完

善与提高的一般规律的新兴边缘学科。

分类标引：I-@0 主题标引：人—素质

民族伦理学 是一门横向性跨界的新兴边缘学科。它综

合地全面地研究民族道德的各种问题。

分类标引：I0, S -/, 主题标引：民族学：伦理学

企业伦理学 是研究企业伦理道德的科学，是一般伦理

学和管理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一般伦理学和企业管理学

的深化。

分类标引：I0, S -/@ 主题标引：道德—关系—企业管

理

名声学 是通过对不同种类的名声效应和对各个领域

名人的透视、分析，探讨成名的一般规律的新兴学科。

分类标引：4;:,? : 主题标引：名人舆论传播学

老年哲学 是老年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各项基本原理，在老年人这

一特定对象与人生老年阶段这一特定领域的具体运用。

分类标引：4;:@? . 主题标引：老年学—哲学；老年哲

学 =建议增词 >
决策经济学 是指研究决策的经济价值的一门学问，即

研究决策效益与它的代价之间的关系的学说。是决策和经济

学的交叉学科。

分类标引：4;@W 主题标引：决策学：经济学；决策学

行政案例学 是研究行政案例采集、编写、应用和管理

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是从政治学中派生

出来的，是政治学的分支学科。

分类标引：9-@/ 主题标引：行政案例学；行政学

妇女史学 是 ,- 世纪 .- 年代兴起的历史学新的分支

学科。它以历史上的妇女为研究对象，揭示妇女在历史和社

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状况与作用。

分类标引：9WW:? ; 主题标引：妇女史学

法律经济学 是一门法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的新兴边

缘学科，也是一种综合考察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

方法。

分类标引：9;- S -/; 主题标引：法律经济学 =建议增词 >
灾害经济学 是研究灾害预测、灾害防治和害后完善过

程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介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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