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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体技术可以有效的解决各种异构信息的转换和集成问题 但是现阶段人们却缺乏有效的自动本体构

建方法D 本文根据现有的图情专业学术文献数据库 提出一种利用引文关键词共现技术的领域本体自动构建方

法D 该方法利用引文分析恩想来计算文献的学术价值 并以此来计算文献和引用文献的词语共现对权重值 完成

了本体结构中层次概念联系的表达和设计 同时还利用基于加权词语共现对序列相似度的算法实现了同义概念联

系的抽取D 最后 本文就相关实验及其结论做了详细的说明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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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在知识表示和数据共享等领域 本体技术有着

广泛的应用 尤其在处理海量异构信息方面尤为如

此D 目前 信息源的语义异构问题已经成为现代

Web 信息集成的主要瓶颈之一 由于本体在解决相

关的语义异构问题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优点 它已

经成为 Web 信息集成的主要方法之一 [1] D

但是 构建本体的难度和复杂度都非常大D 这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 由于本体自身所含有的丰富

语义信息和严格的建模要求 所以这些方法所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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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体必须要具有一定程度的层次化语义描述能

力,可以完备的描述相关领域知识内容:第二,本体

所涉及的知识概念和相互联系也会随着时间的发展

而变化,这会导致概念更新的时滞问题D 随着新专

业领域知识的出现增长,大量新的热点术语和概念

不断出现,其中包含很多和跨学科研究点相关的新

概念,而巨这些相关概念的相关关系也在变化,很多

传统意义k具有较强相关关系的概念,已经发生了

涵义的延伸和变化,不再具有密切的联系,反之也出

现了大量新的高度关联的概念:最后,各种本体往往

需要借助该领域的专家人工干预才能有效的得以构

造,而缺乏一种有效的自动构建方法,也是它所面临

的最大问题之一D 需要说明一点,现阶段还没有完

全自动化的本体构建方法,已有的本体研究主要是

借助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技术来实现一定程度k

的自动构建本体,相关本体可以为下一步的人工干

预和整理提供一个有效的基础D 因此,本体自动构

建方法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人们对此已经做了大

量的实验研究,以期找到更为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D

本文所探讨的正是此类本体的自动构建方法,该方

法完全借助计算机自动实现,并有效的应用于图情

学术趋势搜索引擎的查询扩展功能当中D

2 相关研究方法回顾

本体自动构建 技 术 也 称 本 体 学 习 < ontology

learning>,其目标是利用机器学习和统计等技术自

动或半自动地从已有的数据资源中获取期望的本

体,这个本体含有所需的全部本体概念及其概念联

系 [2] D 本体根据应用范围和描述对象的不同可分

为通用本体~表示本体~领域本体和应用本体D 随着

语义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领域本体获得了极大的

发展,它的应用也最为广泛D 本文主要探讨图情学

科的领域本体构建方法D

本体构建的基本原则是 Gruber于 1995 年提出

的五条准则=清晰性~一致性~可扩展性~最小编码原

则~最小本体承诺D 但事实k,这些准则很难得以全

部实现D 因此,现有的常见本体构建方法通常要对

这 些 准 则 做 出 适 用 于 当 前 所 在 场 景 的 权 衡 和

选择 [3] D

目前的本体构建方法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方

法主要利用某种现成的结构化语料库,从中提取所

需的本体概念及其联系D 例如,有些方法主要从机

读词典中抽取所需的语义概念及其关系,借助于词

典概念自身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可以实现相对较高

的准确度,但是缺点在于需要获取具有良好结构的

词典 [4] D 另外,还有些方法利用知识库和关系模式

来抽取所需信息 [5]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从文本信息

中抽取所需信息,相对于第一种方法而言,该方法更

强调一些诸如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应用,具体种

类可以分为基于模式抽取的方法~基于关联规则的

方法和基于概念聚类的方法等D 后两种方法复杂度

较高,甚至需要本体专家来介入,监督算法的学习过

程和准备一些包含词语固定搭配规则的信息库 [6] D

值得注意的是,在较早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

一种利用同义词模式来自动寻找本体概念及其联系

的恩路 [7] ,随后这种利用词语共现理论构建本体的

方法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并达成共识 [8] D 后

来有学者利用词表中的词语共现分析方法实现了

DODDLE-OWL项目 [9] ,在知识服务领域也有学者利

用此方法完成了本体构建 [10] D 近来有学者也尝试

根据用户在网络文档中的标注词语共现关系来自动

构建 Web2.0 环境下的自组织本体 [11] D

和同引分析~共篇分析一样,共词分析也是共现

分析当中的一种D 共词分析也称词语共现分析方

法,是一种分析同一个文本主体中不同词语对共同

出现的形式,并以此来定量的衡量不同词语之间的

关联关系 [12] D 它的方法论基础是心理学的邻近联

系法则和知识结构及映射原则D 根据该法则,两个

词之间的联系可以用两词共同出现的相对频率来衡

量,而巨这种联系强度还能决定用语过程中的词汇

选择D

现有的词语共现分析流程大致描述如下=首先,

从题名和关键词等宇段中抽取与研究主题最相关的

概念词语:其次,在考察词语共现对的关联度时,除

了利用共现频率外 [13] ,还有一些方法考虑了相对频

率和词间距离等其他因素 [14] D 具体的关联度测算

方法大都采用统计方法来实现,如 Dice指数~余弦

指数和 Jaccard 指数等D

在中文本体自动构建方面,由于中文语言文宇

与西方文宇的差距很大,因此难以直接使用各种已

有的国外本体构造方法D 有学者提出了 GOLF框

架,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对 Wordnet和 ~ownet等

领域词库抽取领域概念,并以此来构建分类层次体

系 [15] D 后续的研究者还提出了基于专业领域知识

复用的虚拟本体半自动构建方法,可以动态的构造

新的领域本体等 [16] D 事实k,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

中文本体构造技术至今仍然不是很成熟 [1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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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些现有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两个现

象值得关注:一是很少有学者注意到不同文献所存

在的学术价值差别,因此在实际计算中对此也往往

予以忽略 我们认为,词语共现现象确实是词语语

义相近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文献a身学术价值的

高低也客观的决定着这篇文献中共现词语联系的有

效性 借助引文分析方法来测度文献学术价值是一

种较为成熟的方法,因此可以引入该方法并以此来

改进传统的词语共现分析技术 二是鲜有学者将文

献之间的引文关联关系考虑到词语共现分析方法

中 现有的大多数方法只是考虑当前文献a身词语

之间的共现关系 由于一篇文献所引用的文献通常

都与当前文献主题相关,引文关系通常可以较好的

反映知识的传承性 

综k所述,我们认为合理的发掘引文关系并将

其引入到现有的词语共现分析技术中,可以提出结

果更为有效~恩路更为可靠的新方法 有效的构建

这种语义本体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处理语义网络中

的各种异构信息的转换和表达问题,如a动选择与

当前词语最为合适的相关本体词语 [18]  

在图情专业的本体构建研究这一方面,目前的

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有学者提出了基于历史领域资

源本体的数宇图书馆检索模型,但是所使用的方法

却为人工组织方法 [19]  我们目前进行的图情学术

趋势搜索实验主要针对图情方向的学术文献,研究

按照以知识点为线索的概念组织方式,改变以学科

知识为体系的传统层次组织模式 但是,由于用户

查询词语和文献关键词的一词多义和同义词问题,

我们需要利用与当前查询词语最为相关的同义词和

k位词~下位词来进行a动查询扩展 这种基于引

文的词语共现分析方法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3 基本恩路

构造本体的关键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对本体中

概念词语的抽取,二是对本体中各种概念之间联系

的获取 

对于本体中概念词语的抽取方法而言,在学科

专业知识领域中,我们认为关键词是较为有效的本

体概念词语抽取源 但是客观的说,这些关键词的

价值并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对它们的有效性进行

区分和做出判断 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利用

词频,具有较高词频的关键词能反映该学科方向主

流研究内容的研究概念:二是利用文献a身的学术

价值,学术价值较高的文献所含有的关键词应该

比学术价值较低的文献关键词更能够反映该学科

的研究内容 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一种核定文

献学术价值的定量方法,并以此来区分不同文献

的权重 

对于本体概念之间联系的获取而言,常见的方

法是利用语义层次结构来组织各种概念 由于词语

存在诸如多词一义和一词多义等复杂性问题,而巨

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理解也并非一致,所以这种

概念联系的构造难度最大 

我们定义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概念联系,分别是

层次概念联系和同义概念联系 

第一种是层次概念联系,即得到当前词语的k

位词和下位词等 具体实现方法分两步来进行:首

先利用词语共现方法来获取词语之间的语义联系,

从整体来看,共现程度较高的关键词常常都是语义

关系密切的词语对 退一步说,即便语义关系不密

切,如此高度共现的联系也反映出这些关键词之间

事实k存在的其他密切关系,而这种关系显然能够

帮助我们解释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们通过实验

对比,寻找到一种比利用文献关键词共现更为有效

的方法,即利用引文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利用文献

中的关键词和当前文献引文的关键词作为共现依

据,并根据共现频率和相关文献的权值来得到所有

关键词共现对的共现有效度:其次,共现只能反映一

种词语之间双向的语义联系关系,要想构造语义层

次结构,必须将这种双向联系转换成单向联系 我

们认为语义层次高的概念通常会更为广泛的分布在

不同文献中,而语义层次低的概念因为涵义具体明

确,相对词频较小 因此,我们按照词频,将词语的

双向联系转换为高频词语指向低频词语的单向联

系,并据此构造整个语义层次结构 

第二种是同义概念联系 很多不同概念虽然在

宇面k具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含义却一致 理解和

发现此类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构建本体概念

之间的完整语义联系 我们在该本体概念联系的研

究中,提出了一种利用共现词语序列来a动识别同

义词语的有效算法 它的基本恩路描述如下:首先

得到每个词语的完整共现词语序列,并按照共现权

重将该序列的词语倒序排放 如果两个词语为同义

词语,则它们的共现词语序列应该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同时与其他非同义词语共现词语序列的差别

也比较大 据此可以a动识别当前词语的同义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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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具体算法

4.1 文献学木价值计算方法

  实践证明!基于 PageRanR 引文分析方法的文献

学术价值算法有着非常优秀的效果!和单纯利用引

文量的引文方法相比!它可以更为准确地发现潜在

高质量重要文献D 但是!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也发

现现有的方法仍然存在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甚至

发现现有算法的部分理论依据也非常不充分D 因

此!合理的对其进行改进!使之建立在更符合学术文

献引文规律这个基础k!我们才能相信其结果更为

有效D

现有的基于 PageRanR 引文分析方法的文献学

术价值算法主要采用和网页权重算法类似的假设和

恩路!认为所有的文献引文代表着不同文献之间的

链接关系!一个文献所具有的被引用数量越多!相应

的链入值也越大!则越能证明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D 同时!当前文献如果具有更大的权值!则它对每

一个被引文献的权值推荐能力也越大!即一篇文献

的学术价值决定也同时依赖于具有引文关系的其他

相关文献D

然而!学术文献的引用关系并非网页链接那么

简单!它具有很多a身独有的特注D 首先!这种引文

链接存在与时间相关的联系!越是新的文献!相对而

言具有越少的被引量!相反!越是陈旧的文献!通常

它的被引量越多!该数量只增不减D 因此!这对有效

识别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新文献非常不利D 其次!传

统的文献权值扩散往往以引用文献总数为分母来稀

释当前文献对不同引用文献的权值贡献作用!但这

本身并无道理D 事实k!优秀的高质量文献比那些

低质量文献往往具有更多更全的参考文献!而此时

的引文数量稀释方法无疑会严重降低高质量文献对

引文文献的权值贡献能力D

按照k 述 恩 路! 我 们 从 两 方 面 改 进 了 基 于

PageRanR 的文献学术价值算法;第一!我们认为新

文献由于存在面世时间短的特点!因此所获得权值

提升步幅应该比旧文献要强D 在短期内如果新文献

能够获取到被引链接!这要比旧文献因为时间久远

所a然获取到的 不断增多的被引链接更有价值!更

能反映文献的重要注D 因此!我们不再采用统一的

权值扩散策略!而是根据当前文献与引用文献的时

间差!时间差值越少!权值扩散的程度越大D 第二!我

们认为以引文数量来分配扩散权值并不合理!因此去

除该扩散因素D 最终得到的改进算法如式(1)所示;

WeigztPR(Doci) =c z
DocijEB(Doci)

WeigztPR(Docij) >(period -(timeDocij-timeDoci))

period
+(1 -c) (1)

其中! WeigztPR(Doci) 表示文献 Doci的学术价值!

B(Doci) 集合表示所有引用文献 Doci的其他文献!

perioc 参数为所有文献集合的时间周期!在我们的

实验中该数值为 10!即表达 10 年的全部文献!time

为文献的发表年代!c设置为 0.5D

4.2 结台引文权值的词语共现分析方法

单纯使用同一文献中的词语共现现象!实际实

验效果并不理想D 事实k!由于大量相同概念对应

的关键词广泛的分布于各种不同的文献中!汇总成

不同的研究方向和主题D 因此!单纯以这些在总体

k主题并不明确的同一文献共现词语!往往会产生

较为明显的主题分散现象!难以将语义相近的词语

组织在一起D 反观引文!不同文献如果通过引文组

织在一起!在整体k会形成一个研究方向明确 主题

较确定的文献群!以这个文献群为基本单位!寻找其

中的共现词语!更易于构造语义层次结构D

我们设计了一种实验证明较为有效的方法D 该

方法遍历所有文献!对其中任何一篇文献取出所有

关键词!并寻找当前文献的引用文献!并以当前文献

的所有关键词和所有引用文献的关键词组成一组词

语共现对!同时以词语共现对所在的两篇文献学术

价值之和作为该词语共现对的共现权值D 我们称之

为 : 加 权 词 语 共 现 对 ( weig1ted co-occurred term

pair),D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消除标点符号和英文

单词大小写的影响!这些词语应该进行必要的预处

理!得到规范的一致表达方法D 我们设计了一种词

语对的共现强度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WeigzttermPairi!j=z(WeigztPR(Doctermi) +

WeigztPR(Doctermj)) (2)

其中! WeigzttermPairi!j表示词语 i和词语 j的共现

对强度!WeigztPR(Doctermi) 表示词语 i所在文献的

学术价值D 因为同一种词语共现对会在不同的引文

关系中多次出现!所以式中的求和就表示了对多次

出现的同一种词语共现对累加它们的权值和D

在计算中!会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冗余词语共现

对;第一种是由相同词语组成的词语共现对!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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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词语共现对意义不大,应予以去除:第二种是出

现多次的同一种词语共现对,我们对此不进行消重,

反而利用这种重复次数的出现来累加得到该词语共

现对的最终共现强度:第三种是互补的词语共现对,

即 A和 b的共现对必然会对应一个 b和 A的共现

对 在后续计算中,我们只需考察一种即可 

4.3 本体概念的语义层次结构抽取

在得到的所有加权词语共现对数据中,隐含着

这些词语之间的层次语义结构 然而,由于同一个

词语既可以被很多其他词语所共现,也可以同时和

其他词语所共现,同时词语共现对的数据总数极为

庞大 因此在实际处理中,应该进行三方面的整理

工作:一是忽略文档频率较低的词语,此类词语虽然

价值非常小,但是总数却十分惊人,去除此类词语将

极大的提高注能并巨保留下有效的词语共现对:二

是为了得到树状的本体语义层次结构,我们应该把

双向的词语共现关系截取一半,只保留文档频率较

高词语和文档频率较低词语的共现对:三是为了减

少最终本体结构的体积,我们只保留和当前词语具

有最高共现强度的 10 个词语共现对 

4.4 本体同义概念联奈的抽取

在现有本体结构中,增加概念之间的同义联系,

将会形成多维的本体结构特征 用户既可以按照语

义层次来纵向遍历获取相关概念,同时也可以按照

同义关系来横向遍历获取相关概念,因此这种多维

结构将会给本体带来更好的遍历特点 

传统的基于形态的相似度计算方法显然并不适

用,很多同义词的宇面差别很大,甚至包含英文和中

文的互译形式:同样,宇面相似度很大的两个词语往

往也并非同义词 为了a动获取同义概念,我们做

了一个假设 如果有两个异型同义的概念,那么在

大量的文献集合中,它们和其他词语的共现关系应

该具有一致注 如果考虑到加权词语共现对,那么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假设它们与其他词语的加权词语

共现对具有大小相对一致的权值特征 为此,我们

对所有的词语共现对中的概念词语进行了遍历,逐

一去查找和当前词语共现特征一致的其他词语,并

计算两者的词语共现对序列相似度 具体算法的伪

代码说明如下:

输入 词语 termX,词语 termY

输出 词语 termX和词语 termY的加权词语共

现对序列相似度

//分别得到词语 termX和词语 termY各a的加

权词语共现对序列,每个序列只取权值最大的 20 个

元素

Collection collectionX=getWeig1tedTerm Cooc-

currenceSeguence<termX>:

Collection collectionY=getWeig1tedTerm Cooc-

currenceSeguence<termY>:

//按照权值降序排列词语 termX和词语 termY

加权词语共现对序列中不同元素

orderbyWeig1tDeSc<collectionX>:

orderbyWeig1tDeSc<collectionY>:

//该变量累计两加权词语共现对序列的相

似度

intSimilarity=0:

//循环遍历第一个加权词语共现对的每个

词项

foreac1 termIin collectionX%

 //得到在当前加权词语共现对序列中该词

项前面的所有词项

 String ] termSbeforeInX =getTermSbefore

<termI, collectionX>:

 //得到在待比较的加权词语共现对序列中

相同词项前面的所有词项

 String ] termSbeforeInY =getTermSbefore

<termI, collectionY>:

//循环遍历当前词项的所有前词项

foreac1 termJin termSbeforeInX%

 //如果也出现在待比较词项的所有前词项

序列中,则累加相似度

 if<e iSted<termJ, termSbeforeInY>

 Similarity++:

 

  

//规范化相似度值

normaliZe<Similarity>:

根据k述算法,我们最终可以得到当前词语和

所有其他词语的词语共现对序列相似度,其中相似

度最高的词语就可以作为与当前词语具有同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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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词语O

5 实验说明

5.1 数据准备

  我们对万方和 CSSCI两大中文期刊数据库进行

了文献数据获取!抽取了图情方向期刊文献共 59

种!其中核心期刊 35 种!时间跨度为 2000  2009 年

共 10 年! 总 共 获 得 202 759 篇 有 效 文 献! 共 计

232 987个有效引文链接O 限于数据集合的有限性!

不包含非图情专业文献的引文链接O

5.2 文献学木价值计算的实验结果

利用前文所述的文献学术价值计算方法!可以

对现有的图情类文献进行了处理!从中可以发现!很

多发表年代较近的高质量文献获得了极大的权值提

升!因此该方法更适合发现新的高质量文献!以及在

发表年后快速获得引文数量提升的文献!见表 1O

而对于采用基于标准 PageRanR 的文献学术价

值测度算法而言!前 10 位权值最大的高质量文献则

有一半为 2001 年前的旧文献(而在新算法的计算结

果中只有 2 篇 !见表 2O

表 1 权值排名前 10 位的文献详细信息

标题 期刊 年份 权值

图书馆 2.0I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 4.93551 E-6

走向知识服务I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 4.93543 E-6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4 4.93440 E-6

数宇化参考咨询服务 四 图书馆学报 2001 4.93421 E-6

复合图书馆的概念及发展构想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1 4.93406 E-6

论 21 世纪的虚拟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k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8 4.93399 E-6

数宇资源整合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 4.93391 E-6

谈大学图书馆 学科馆员 制度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2 4.93379 E-6

论数宇图书馆个性化定制服务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1 4.93377 E-6

21 世纪高校图书馆管理的新理念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3 4.93367 E-6

表 2 基于标准 Pagerank算法权值的排名前 10 位文献详细信息

标题 期刊 年份 权值

走向知识服务I寻找新世纪图书情报工作的生长点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0 4.93374 E-6

图书馆 2.0I构建新的图书馆服务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 4.93327 E-6

论 21 世纪的虚拟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k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1998 4.93291 E-6

数宇化参考咨询服务 四 图书馆学报 2001 4.93274 E-6

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及发展策略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8 4.93265 E-6

电子资源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初探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2 4.93259 E-6

知识经济与图书馆产业化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9 4.93256 E-6

图书馆服务新论 图书馆 2000 4.93256 E-6

21 世纪图书馆员的使命 图书馆杂志 1999 4.93255 E-6

数宇资源整合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02 4.93253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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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共现强度排名前 10 位的词语对

关键词 1 文档频率 关键词 2 文档频率 共现强度

图书馆 15785.0 高校图书馆 10004.0 1.61519 E-2

图书馆 15785.0 信息服务 4059.0 1.17136 E-2

图书馆 15785.0 网络环境 3054.0 1.04560 E-2

图书馆 15785.0 数宇图书馆 4983.0 1.01996 E-2

高校图书馆 10004.0 信息服务 4059.0 9.56810 E-3

高校图书馆 10004.0 网络环境 3054.0 8.42392 E-3

图书馆 15785.0 图书馆管理 1487.0 7.32412 E-3

图书馆 15785.0 知识管理 2063.0 7.24513 E-3

信息服务 4059.0 网络环境 3054.0 5.64720 E-3

高校图书馆 10004.0 数宇图书馆 4983.0 5.31681 E-3

5.3 结台引文权值的词语共现实验结果

我们 从 所 有 文 献 中 抽 取 的 关 键 词 总 数 为

108 142个y虽然数量庞大y但是文档频率为 1 的关

键词却只有 77 260 个y而值为 2 的则迅速降落为 12

508 个y而文档频率大于 100 的只有 488 个D 其中y

具有最高文档频率的关键词多为与 图书馆 有关

的词语y同时这些词语也往往组成具有最高共现强

度的词语对y表 3D

利用 prefuSe开源包y我们制作了可视化的词语

共现展示界面y允许用户通过调节文档频率和共现

强度这两个参数y来探寻相关词语的共现关系D 将

文档频率和共现强度皆设置为最大值后y可以清晰

的看见图情方向文献的核心关键词有  图书馆 \

 高校图书馆 \ 数宇图书馆 \ 信息服务 和  网

络环境 等y它们共同组成一个互相高度关联的概

念核心区y界面如图 1 所示D

本演示系统的网址为I1ttpI//www.nJmarS.netI

8088/tg/1tml/termrela.1tmly界面如图 2 所示D

值得关注的是y这些词语的共现关系并非始终

和我们的直观感受一致y对此类词语及其共现关系

的进一步考察将加深我们的认识D

例如y有些文档频率较高的词语之间共现强度

却非常小y这说明了相关研究的交又点非常少y也能

说明相关交又研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y见表 4D

日 1 处于概念核心区的日惰方向关键词及其联奈

  还有一些更有价值的分析结果y如有些词语文

档频率很小但是词语之间的共现强度却很高y 这些

词语对代表了一些关注程度不高的交又研究点y见

表 5D

5.4 本体抽取的实验结果

为了确保本体结构的规模y我们对收集而来的

所有词语共现对y只保留了每个词语共现强度最大

的 10 个共现对y总计得到本体节点 36 740 个y本体

节点链接 36 034 个D 实验效果比较理想y最高层的

语义概念词语为 图书馆 y它下分十个子概念y分

别为 高校图书馆 \ 信息服务 \ 网络环境 \  数

宇图书馆 \  图书馆管理 \  知识管理 \  公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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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 日惰方向的可视化词语共现展示界面

表 4 共现强度较小但文档频享较高的排名前 10 位词语对

关键词 文档频率 关键词 文档频率 共现强度

信息检索 1205.0 信息化 772.0 4.9317680 E-6

数据库 1636.0 图书馆学 1152.0 4.9317680 E-6

科技期刊 1340.0 参考咨询 753.0 4.9317704 E-6

竞争情报 1073.0 建设 746.0 4.9317704 E-6

数据库 1636.0 信息化 772.0 4.9317899 E-6

搜索引擎 901.0 服务 874.0 4.9317899 E-6

知识管理 2063.0 科技期刊 1340.0 4.9317923 E-6

数宇化 797.0 档案 784.0 4.9318069 E-6

知识管理 2063.0 档案 784.0 4.9318264 E-6

大学生 1077.0 数宇化 797.0 4.9318312 E-6

表 5 共现强度较犬但文档频享较低的排名前 10 位词语对

关键词 文档频率 关键词 文档频率 共现强度

信息资源共享 290.0 学位论文 259.0 9.8637598 E-5

功能 210.0 图书馆文化 205.0 9.8638588 E-5

图书馆建筑 289.0 人文精神 225.0 1.0850411 E-4

馆藏建设 285.0 藏书建设 263.0 1.1343520 E-4

图书采访 230.0 图书采购 224.0 1.1836474 E-4

人本管理 254.0 管理创新 234.0 1.1836819 E-4

机读目录 267.0 CnMARC 250.0 1.2329574 E-4

评价指标 258.0 网站 253.0 1.3316313 E-4

图书馆联盟 284.0 恩考 221.0 1.3316580 E-4

知识组织 282.0 方法 211.0 1.4797630 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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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3 日惰方向的专业知识领域本体展示界面

书馆 \  读者服务  \  图书馆服 务  和  信 息 资

源 D 我们利用 prefuSe制作了可视化的本体展示

界 面y 网 址 为I 1ttpI//www nJmarS netI 8088/tg/

1tml/ontology 1tmly界面如图 3 所示D

5.5 同义词抽取的实验结果

我们从实验中共计得到 6 202 590 个初始同义

词对的备选集合y考虑到有效性y最终只保留每个同

义词对中相似度最大的 3 个y共 7 473 个D 最终得

到的具有最高相似度的同义词对如表 6 所示D

表   具育最高相似度的前 10 位同义词对

关键词 同义词 相似度

数宇参考服务 数宇化参考咨询 1.0000

虚拟参考服务 数宇化参考咨询 0.9714

因特网 InTERnET 0.9643

nAS DAS 0.9357

特色数据库 数据库建设 0.9286

著者号 书次号 0.8857

虚拟参考咨询 数宇化参考咨询 0.8786

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 0.8714

作者分析 载文分析 0.8643

数宇参考咨询 数宇化参考咨询 0.8571

从实验效果来看y初步达到预期目标D 该方法

不仅可以获取宇面相似的同义词y而巨还可以获取

一些宇面差别较大的同义词D 不过y我们也发现部

分同义词对不甚理想y但总数量不高D

6 结 语

现在我们已将这些功能集成到了 图情学术趋

势搜索引擎  中y网址为I 1ttpI//www.nJmarS.netI

8088/tg/D 用户可以在具体查询图情方向相关文献

的时候y搜索引擎可以a动利用该本体对查询词语

进行有效的扩展y并据此提供更为全面的查询途径y

界面如图 4 所示D

我们也发现目前的方法仍然存在着很多值得改

进的空间y如文献学术价值的测定y我们准备在下一

阶段的研究中y引入时变分析方法来更好地识别新

的高质量文献D 同时y目前对于本体模型的应用尚

处于实验阶段y我们设想这种本体应用的最好形式

应该以一种对用户透明的方式来提供服务y无需用

户去了解和关注本体的语义扩展行为y而是直接获

取到与a己兴趣相关的所需学术专业文献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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