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表
IFLA 国际编目专家会议最终词汇表 2004 年 4 月 2 日（据迄今收到的评议）
本词汇表包括《国际编目原则声明》中出现的术语，这些术语在使用时具有特定的含义（不
单纯是一般词典的定义）
。
检索点（Access point）-- 用以查找到某一书目记录、规范记录或参照的一个名称、术语、
代码等。[来源：FRANAR]
代理（Agent）-- 在资源的生命周期中发挥某种作用的一个人（著者、出版者、雕塑家、编
者、导演等）、一群人（组织、社团、图书馆、乐队、国家、联合会等）或一个自动装
置（气象记录仪、软件翻译程序等）
。[来源：DCMI Agents Working Group，工作定义]
参见 著者，创作者
属性（Attribute）-- 一个实体的特征；属性可以是实体内在的，或由外部输入的。[来源：
FRBR]
著者（Author）-- 对某一文字作品的知识或艺术内容负有责任的创作者。[来源：IME ICC]
参见 代理，创作者
规范记录（Authority record）-- 规范文档中的一个记录，该文档的组织单元是由负有责任
的编目机构所建立的某一实体（代理、作品/内容表达、或主题）的规范标目。[来源：
IME ICC]
参见 检索点，规范标目，名称的受控形式
规范标目（Authorized heading）-- 一个实体的统一受控检索点。[来源：IME ICC]
参见 检索点，规范记录，名称的受控形式
书目著录（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记录和识别一种书目资源的一组书目数据。[来源：
ISBD (CR)]
书目记录（Bibliographic record）-- 描述和检索载体表现以及识别相关作品和内容表达的
一组数据单元。[来源：IME ICC]
书目资源（Bibliographic resource）-- 一个载体表现或单件。
书目单元（Bibliographical unit）
见 载体表现
合集[或收藏]（Collection）-- 1. [合集]，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作品结合在一起或一起发布的
一套文献。2. [收藏]，某一特定机构拥有的或创建的一组书目资源。[来源：IME ICC]

概念（Concept）-- 一个抽象的观念或思想。[来源: FRANAR, FRBR]

名称的受控形式（Controlled form of name ）–-实体所确定名称的规范化形式和变
异形式（有时也称受控标目，规范标目或变异标目），根据一套规则设立并记
录在规范记录中，以提供对书目记录和规范记录的检索。[来源: IME ICC]
参见 检索点，规范标目，规范记录，名称
团体（Corporate body）-- 由特定名称识别，并作为一个单位进行活动或可能活动
的一个组织、或一群个人和/或组织。 [来源: 经FRANAR, FRBR修改]
创作者（Creator）-- 对一个作品的知识或艺术内容负有责任的实体。
参见 著者，代理
描述性编目（Descriptive cataloguing）-- 编目工作的组成部分，提供描述性数据和
非主题检索点。[来源: IME ICC]
参见 主题编目
事件（Event） -- 一个行动或一件发生的事情。[来源: FRANAR, FRBR]
内容表达（Expression）-- 一部作品的知识或艺术的表现。[来源: FRANAR,
FRBR]
家族（Family）-- 在出生、婚姻、抚养或类似的法律身份方面存在关系的两个或多
个个人。 [来源: FRANAR, 经由IME ICC修改]
标目（Heading）
见 检索点
单件 (Item) --- 一种载体表现的单一样本。[来源：FRANAR, FRBR]
识别题名(Key-title) -- 由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网络(ISSN Network)分配给一种连续性资源
的唯一名称，与其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密不可分。识别题名可以与正题名
相同；或者，为了实现唯一性，可以在设立名称时附加发行团体、出版地、版本说
明等识别和/或限制成分。
（见“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手册”
）。[来源：ISBD(CR)]
载体表现（Manifestation）-- 一种作品之内容表达的物理体现。[来源：FRANAR, FRBR]
名称（Name）-- 用以识别一个实体的一个字符，或一组词语和/或字符；包括表示个人、家
庭、团体、实物、概念、事件或地点的词语/字符，以及为某一种作品、内容表达、
载体表现、或单件所确定的题名。[来源：FRBR，经 FRANAR 修改]
参见 名称的受控形式
实物（Object）-- 一种物质的事物。[来源：FRBR]
个人（Person）-- 一个个体的人，或由一个个体的人或团体所设立或采纳的人物角色。[来

源：FRBR，经 FRANAR 修改]
地点（Place）-- 一处场所。[来源：FRBR]
物理形式（Physical format 原有的或替代的载体表现的一种属性）-- 记录一种作品之内容
表达的容器或媒介（例如，图书、光盘、MP3 (音频压缩格式文件)、录像带、DVD
(数字化视频光盘)、缩微胶卷、数字化文档、地图、球仪、乐谱等） [来源：IME ICC]
主题编目（Subject cataloguing）-- 编目工作的组成部分，提供主题标目/词和/或分类。[来
源：IME ICC]
参见 描述性编目
统一题名（Uniform title）-- 1. 出于编目目的用以识别一部作品或内容表达的特定题名。例
如，用于汇集资源的总题名和惯用题名，用于组织显示的形式标目，以及用于区分
相同题名的不同作品的唯一题名。[来源：据 AACR2 修改] 2. 一部作品无论有无
著者，当它的各种载体表现的题名不同时，用以连接/汇集，以达到查询/检索目的
的规范形式。——[来源：GARR]
作品（Work）-- 独有的知识或艺术的创作（对知识或艺术的内容而言）[来源：FRANAR,
FRBR, 经 IME ICC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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