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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服务 

学术图书馆20年间的变化 

传统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 
城市第三空间 学科化服务 

变化由何而来? 变化向哪里去? 

数字化网络化推动 

基于系统的服务 

基于空间的服务 

基于馆员的服务 

系统语义化（智能化） 

空间智慧化 

馆员知识化 

2020年网络发展4阶段 



再造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基于系统的服务变化 

基于馆员的服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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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范式演变 

 1st generation DL: 基于资源的数字图书馆 
Resource-based digital library: = digital collections? 

 2nd generation DL: 基于集成服务的数字图书馆 
Integrated digital resources and related services 

 3rd generation DL: 基于用户的数字图书馆 
Digital resources and services personally organized and embedded 
into user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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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基于集成服务的数字图书馆 

分布式文献信息保障体系 

网络资源、数字文献、馆藏文献、第三方资源 

机构平台 专题门户 中心门户 学科门户 第三方门户 

集成服务体系 
跨库检索 联合目录 

数字参考咨询 远程身份认证 开放链接 

集成浏览 开放搜寻 个性化图书馆 文献传递 

图书馆Web门户 

第一代：基于资源的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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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science Researchers 
 Print is dead, really dead 
 The library seen as e-journal provider 
 Faculty don’t come to the physical 

library 
 Students come to the physical library 
 Article databases greatly underused 
 Buy books from Amazon 

引自：Lisabeth (Betsy) Wilson U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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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to the Network (Global) 
Level 

 What can/should we do at the 
global/network level that we no 
longer need to or should do at the 
local level? 
 

Lorcan Dempsey, OCLC 

引自：Lisabeth (Betsy) Wilson U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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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to Global: WorldCat.org 

 User “Finds in a Library”  

 Locates Services in 
WorldCat.org  

 Clicks to a library 
service 

引自：Lisabeth (Betsy) Wilson U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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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 View of WorldCat.org 

引自：Lisabeth (Betsy) Wilson U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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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to Group to Global 

UW First 

Then Group 

Then Rest of World 

引自：Lisabeth (Betsy) Wilson UWL 

 20% increase in use of local collections 
 40% increase in interlibrary loan requests 
 50% increase in borrowing within geographic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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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集成服务数字图书馆的问题 

 几个小案例反映的问题 
 请把你的数字图书馆装进我的PubMed 
 我要查找文献中的抗体和细胞株材料 
 我要一同查找文献和有关的植物分类信息 
 微生物科学数据与科技文献的关联 
 空天研究对大装置信息的需求 
 理论物理研究所和计算所对预印本和会议信息的需求 
 越来越多对人的查找需求 

 

第三代数字图书馆 

基于用户的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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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   Information Space +  Content 
Access… 

…capabilities 
in a single 

work space to: 

Maximise the 
information users 

can get at a 
glance 

Minimize the 
number of 

interactions 
needed to access 

a meaningful 
"piece of data” 

PLUS 
Astrophysics, Biophysics, 

Earth Science, Medicine, etc. 

Courses, Modules, Series, 
Summer Schools, etc. 

Books, Volumes, White 
Papers, Theses, etc. 

2015年应用场景与需求分析 



2015年8月10日星期一 

基于用户的数字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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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的概念本质 
 Not about books!  Never was! 
 Also not about information! 
 But it IS about people – connecting people to 

resources of all kinds needed for learn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and (hopefully) knowledge. 

 No longer just “organizing” knowledge containers, 
but helping to create them and mold them, host 
them,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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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Research Library 
 Being Global 
 Global Infrastructur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nd Peer Review 
 Data, data, and more data 
 Global Regulatory and Policy framework 

 

引自：Lisabeth (Betsy) Wilson UWL 



基于馆员的服务变化 
——从嵌入式服务谈起 



3.3 构建嵌入式学科馆员服务体系 

嵌入式 
专题信息服务 

嵌入式 
参考咨询服务 

嵌入式 
知识管理工具

服务 

嵌入式 
数字学术服务 

嵌入式 
科学数据服务 

嵌入式 
知识资产管理 

嵌入式 
知识产权服务 

嵌入式 
信息素质教育 

嵌入式 
教学支撑服务 

嵌入式 
知识发现服务 



嵌入式图书馆服务的缘起 

1990-2000年代 
变革发展期 

2000-2006年代 
成熟创新期 

1950-1990年代 
初始期 

1978年Dickinson提出
了经典学科馆员定义 
1.专业参考帮助 
2.院系联络 

2007年以来 
转型发展期 

1.建立对话机制 
2.构筑协作关系 
3.加强服务宣传 
4.创新服务能力 

1.需求驱动、个性化
嵌入式成为服务目标 
2.与用户关系从合作
协同走向伙伴式关系 

2007年David Shumaker 和Mary 
Talley：有关嵌入式学科服务发
展、管理以及实践最初调查 
《嵌入式图书馆员模式》Models 
of Embedded Librarianship 

嵌入式学科服务是用于描述一个研究型图书馆员持续地参与研究型课程并且在
课程中教授信息素养技能。这也包括馆员需要将工作场地从以图书馆为中心转
移到用户身边，便于更好沟通与合作 



专业学科 1）具有用户的学科/专业的深度知识；2）具有与学科/专业相关的内容方面（在各种
相关载体）良好的知识；3）具有在该学科/专业领域的书目和其他查找工具的良好知
识；4）具有就本地和其他地方相关档案和特藏提供咨询的知识 

研究过程 5）了解本单位当前和变化的研究兴趣；6）了解有代表性的科研人员的经历，包括其
工作流，科研人员在一个学科/专业和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的不通过阶段怎样获取和
利用信息；7）具有获取个人/项目需求的能力，包括有效的倾听技能；8）拥有研究
资助信息源的知识，帮助科研人员找到潜在的资助者 

沟通合作 9）具有与科研人员和校内其他专业人员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技能，并与外部建立协
同关系，管理好客户关系；10）意识并能够由国家和国际合作计划和机构提供服务价
值和机会；11）能够有效地参与研究项目，包括确认图书馆在项目中的角色，辅助投
标和报告撰写；12）能够能动地向科研人员提供咨询和宣传推广图书馆的服务。 

信息 13）娴熟的信息发现、文献检索等技能；14）具有综合、分析和提供所发现信息摘要
的能力；15）具备提供科研人员信息管理咨询的知识，包括可携带性，特别是参考文
献管理工具（如Endnote）；16）具备对科研人员信息的处理与展示进行咨询的能力；
17)具备对引文和参考文献提供咨询的知识，并能使用文献管理软件。 

研究数据 18）具有良好的该学科/专业数据源的知识；19）具备提供有关数据管理和监管咨询
的知识，包括萃取、发现、获取、传递、保存和可携带；20）具备对该学科/专业所
使用的潜在数据处理工具提供咨询的知识；21）具备对数据挖掘提供咨询的知识。 

信息素质 22）具备良好的设计信息素质教育的技能（面对面和在线），以满足不同类型科研人
员的不同需要。 

2012年1月，英国大学图书馆委员会Mary Auckland《重新确立支撑科研所需的技能》
（Re-skilling for Research）对当前和今后2-5年学科馆员所需要的潜在技能和知识进
行了研究，提出32个方面的技能和知识 



学术交流 23）能提供有关国内外研究成果出版与传播方法和模式的当前趋势、最佳实践和可能
的选择等方面的咨询，包括学术交流和开放获取出版；24）能提供有关研究成果保存
方面的咨询；25）能提供有关项目记录（如信函）保存方面的咨询。 

资助机构要求
评估 

26）具有足够的支持科研人员遵守资助机构各种要求的知识，包括开放获取的要求；
27）了解国家和本单位科研评价过程，以及可再生能源基金会(REF)的要求；28）了
解科研影响因子和绩效指标以及怎样使用，并能够提供引文分析、文献计量学等方面
咨询；29）了解作者权利、版权法和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剽窃，必要时提供咨询或指导。 

元数据 30）具备元数据的宣传、咨询、使用方面的知识；31）能够制订元数据架构，并为每
个科研项目提供学科/专业标准和实践的咨询。 

新兴和Web2.0
技术 

32）能够提供有关移动技术、web2.0和其他通信工具（如开源免费软件Mendeley、虚
拟研究环境）的价值和利用方面的咨询。 

当前和在今后的2-5年将继续并越来越重要的9大方面的技能和知识：1）在该学科/专
业具有良好的书目和其他发现工具的知识；2）具有良好的设计信息素质教育的技能
（面对面和在线），以满足不同类型科研人员的不同需要；3）具有良好的信息发现、
文献检索等方面的技能；4）具有对引用和参考文献提供咨询的知识，并能利用文献
管理软件；5）能够能动地向科研人员提供咨询并宣传推广图书馆的服务；6）具有良
好的该学科/专业数据源的知识；7）具有良好的有关该学科/专业内容的知识；8）了
解本单位当前和变化的科研兴趣；9）能够获得每个科研人员/项目的需求，包括有效
的倾听技能。 
 



协同服务思考 

当研究型图书馆树立从“馆藏资源为核心”
到“用户参与为核心”的领导地位时，图书
馆需要思考如何衡量这种“参与”为教员、
学生和其他群体带来的积极影响，这种思考
会很有意义和益处。发挥学科馆员模式的影
响将对图书馆展示新的形象至关重要，图书
馆需要展示出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资源内容
的供应商，图书馆所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会应该是延展至校园内外的整个学术知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馆员将继续拓展他
们所在机构和所在院系的成功程度和成功的
疆界。上述的转变将让我们不再是去定义一
个21世纪的“优秀图书馆”，而是去参与和
投身于建设21世纪“优秀的研究型大学”。 

Ithaka S+R研究报告：发挥学科馆员服务模式效能 
Anne R. Kenney著 



从关注图书馆员的工作到关注学者的工作，并基于学者的需求和成果指标制定图
书馆参与的战略，这是学科馆员服务模式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转变。学者
Jaguszewski 和Williams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学科馆员角色转变的专著，他们认
为，“嵌入式的学科馆员服务，旨在提高科研人员的学术生产力、提高学习人员
的综合能力，并参与和融入到研究教学和学习的整个生命周期。”在2013年
ARL举办的主题为“科研事业总动员”（Mobilizing the Research Enterprise）
的秋季研讨会上，Karla Hahn介绍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对于研究全过程的支持活动，
包括制定了覆盖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地图”（Stakeholder Map）。 

过去十年间，图书馆学科馆员发展模式从传统上的全职参与馆藏建设和参考服务，
转型到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增值和组合的延伸服务。《研究图书馆议题》
（Research Library Issues）于2009年8月发表了学科馆员的新角色相关案例研
究报告，Karla Hahn在报告引言中提出，“构建新的合作关系，尤其是构建与教
职员工的合作，对有效发挥学科馆员服务的功能至关重要。” 
Karen Williams从岗位职责描述上，阐明了学科馆员从以馆藏为中心到以参与为
中心的巨大变化。尼苏达州大学图书馆对学科馆员主要的岗位描述框架进行了调
整，包括了学术交流、在线学习、数字工具、延伸服务、资金申请等方面。新的
服务样式也随之产生，包括：数据管理、学术简历、数字科研、研究工作流、学
术出版新形式、创造性呈现、公共倡导、数据驱动学术、影响力评估、语义网开
发、联邦资助授权和托管、全球化合作及研究态势分析等等。 



学科馆员模式发展的第三个主题是日益注重推广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参与的
工具和模板。 

研究型图书馆通过可用的数字功能，如机构知识库、引文管理软件，以及
最近通过提供诸如数据管理计划工具（DMPTool）这样的系统，帮助研究
人员建立数据管理的计划。 

最近，大家把的重点关注在了整合信息碎片，特别是自动获取及处理（例
如通过Symplectic Elements工具从各大学和出版商的数据库获取数据） 

充分利用跨平台的程序和工作流（例如在机构及学科知识库存储或提交年
度报告以及完善教师信息系统） 

在用户空间嵌入工具/模板，保证更高的利用率（例如在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的PubMed中心，突显SPARC作者附录或提供一个说明信模板作为手
稿提交的一部分，或通过课程管理系统上传课程Libguides） 

通过链接数据、持久数字标识符、以及语义网的发展丰富整个研究系统。 

协同服务思考 



协同服务 
参与式设计 

服务支撑 
数字知识基

础设施 

服务创新 
创新系统构

建 

新场景 
新定位 
新角色 

协同服务思考 

购买服务 
 
协同创新 

主仆关系 
合作关系 
伙伴关系 

文献保障 
 
数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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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姆·格雷（Jim Gray

）认为互联网能把所
有科学数据与文献
联系在一起，创建
一个数据和文献能
够交互操作的世界
，以提高科学的“
信息速率”，促进
研究人员的科学生
产力。 

Tony Hey, Stewart Tansley, Kristin Tolle著；潘教峰，张晓林等译
[M]. 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 科学出版社，2012 

再造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动力与愿景 



2020年网络发展4阶段 

再造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动力与愿景 



 增强出版、语义出版和融汇型期刊的挑战 
 自然出版集团（NPG）在学术交流未来方向中明确提出了语义出
版的模式，信息的发现是通过结构化的、交互化的、可查询的图
表与文本实现，服务已更多地转为科学信息内容的分析、可视化
与分发功能 

 RSC期刊Molecular Biosystems通过增强HTML标记机制，对文本中
被化学术语数据库收录的词汇和来自基因、序列和细胞知识本体
的词汇进行高亮显示，并提供外部链接 

 Elsevier启动了“Article of the Future project”，力图实现科学论文
格式的彻底变革，并已经推出了SciVerse和科学工作流解决方案
Reaxys Xcelerate 

 Elsevier和Thomson Reuters为代表出版机构和数据库商致力于对自
身海量信息的开发利用，通过关联、计量和挖掘直接面向用户提
供科研评价、分析和战略咨询服务，对学术图书馆的传统文献服
务带来巨大挑战 

再造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动力与愿景 



 第三方关联检索、语义丰富与知识发现服务的挑战 
 在W3C为代表的各类结构化、数据化、语义化标准的支持和语义
网技术推动下，以知识关联、重组和语义互操作为特征的新型知
识产品与知识服务首先集中呈现在生命科学领域，如PubMed 
Entrez、NxOpinion、NCIt、NCBO、VIVO等 

 VIVO通过一个广泛适用于科研领域的科研本体和生命科学领域本
体支持对海量科研人员、仪器设备、科研活动和项目、科学数据
、科研成果以及文献资源等进行结构化、语义化的知识表示与可
视化展示，支持科研人员的关联发现 

 NCBO 基于NCI Thesaurus（参考术语本体）和连接到UMLS中的
200多个本体，实现了对自由文本大规模语义标注，使非结构化的
自由文本数据变得结构化、标准化。为研究人员提供在线工具及
基于网络的资源（如BioPortal），使研究人员可以在生物医学研究
及临床实践的各个方面实现对不同本体的访问、审查与集成，搜
索与特定的本体术语相关的生物医学资源 

再造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动力与愿景 



 开放信息环境中，新的科学研究范式和学术交流模式对信
息的利用要求是：在e-Science基础设施（网格、工具和
中间件等）支撑下，对开放综合、异构互联的各类信息对
象进行基于知识单元和语义互操作的集成分析与计算 

 Patrick Wendel 在 Discovery 
Net中提出了“信息网格：
动 态 数 据 集 成 （ InfoGrid: 
Dynamic Data Integration）”的
信息利用模式，支持用户
按需访问各类数据源和结
构化信息，并创建自己的
数据集进行集成分析 

再造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动力与愿景 



工具（平台）服务 

数据（内容）服务 

文献服务 

Wha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I know I don’t know 

What I know I need to know Data ( document) 

Information 

knowledge 

馆藏信息资源体系 用户知识环境 嵌入/植入 

再造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动力与愿景 



数字知识表示应用需求 

开放信息环境中海量异构信息与碎片化需求
的矛盾： 

• 海量数据分散在各种书籍、报纸、不同格
式的音视频媒体以及互联网和其他媒介中，
并快速的数字化。这些数据的指数增长导
致人们利用计算机查找专门数据和有用的
相关信息的能力迅速降低。 

• 搜索引擎的算法主要依赖关键词匹配，而
不考虑关键词的各种不同含义以及位于短
语中组合关键词的复杂含义，甚至是关键
词和短语被用于不同上下文中的不同含义。 

• 多数知识呈现出要么非结构化要么是异构化的，致使其不能被进一步处理，
根本性问题：如何从海量数据源中有效提取需要的数据？如何找到那些代
表着问题答案或有助于解决问题的必要和潜在可用的却又未知的信息片段？
如何集成那些潜在的记录（信息片段）？ 



2020年网络发展4阶段 

语义网络与知识表示技术 
知识表示发展光谱 



数字知识表示框架 



语义网 
数据挖掘 

长期保存 OAI-PMH Web 2.0 

社交网络 

知识库 

VIVO 

数字科研 

Diligent 

RDA 

SKOS 

ISO25964 

Semantic Web Big Data 

知识计算 

关联数据 

知识组织 

本体驱动 RDF 

Ontology 

开放存储 

开放链接 
KOS 

Knowledge Base 
数据化 

结构化 

开放化 

开放接口 

语义化 

知识计算 

信息资源知识网络实现路径 
知识表示与语义化路径包括：利用开放关联数据实现语义关联、利用本体
实现开放信息语义化、利用实体识别实现开放信息语义化和利用文本挖掘
实现开放信息语义化等。（引自钱庆） 



传统资源 

开放化 

开放资源 

开放期刊 
开放会议 

开放资源集合 

开放项目 

开放经济社会法律资源 

长期保存 
开放存储 

权益分析 
技术分析 
应用策略 

数据化 

元数据收割 

Linked data 

信息抽取 
属性识别 

关系结构化 

文本结构化 

Metadata 

RDF文本 

语义化 

Thesauruses 
自动标注 

SKOS 
Semantic Web 
Ontology 

Ontology 

FOS NeOn 

参考网络 

大规模语义计算 

信息资源知识网络实现路径 



 关联检索、语义丰富与知识发现服务层出不穷 
 在W3C为代表的各类结构化、数据化、语义化标准的支持和语义
网技术推动下，以知识关联、重组和语义互操作为特征的新型知
识产品与知识服务首先集中呈现在生命科学领域，如PubMed 
Entrez、NxOpinion、NCIt、NCBO、VIVO等 

 VIVO通过一个广泛适用于科研领域的科研本体和生命科学领域本
体支持对海量科研人员、仪器设备、科研活动和项目、科学数据
、科研成果以及文献资源等进行结构化、语义化的知识表示与可
视化展示，支持科研人员的关联发现 

 NCBO 基于NCI Thesaurus（参考术语本体）和连接到UMLS中的
200多个本体，实现了对自由文本大规模语义标注，使非结构化的
自由文本数据变得结构化、标准化。为研究人员提供在线工具及
基于网络的资源（如BioPortal），使研究人员可以在生物医学研究
及临床实践的各个方面实现对不同本体的访问、审查与集成，搜
索与特定的本体术语相关的生物医学资源 

数字知识表示与语义网络应用 



 Nature关联数据 
 自然出版集团（NPG）明确提出了语义出版的模式，信息的发
现是通过结构化的、交互化的、可查询的图表与文本实现，服
务已更多地转为科学信息内容的分析、可视化与分发功能 

数字知识表示应用案例分析 



开放关联数据（Open Linked Data） 



The Semantic Data Layer 
 
Contextualizing objects by connecting them to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s (KOS) in the Semantic Data Layer. 

The Semantic Data Layer 
 
Bridging “isles of information” by connecting objects from different 
Domains via cross-vocabulary links. 

EDM and Linked Open Data Information Spaces 
•DBpedia 
•PND and SWD(prototype) 
•Geonames 
•LCSH 
•… 

数字知识表示应用案例分析 



事物关联，而不是字符串检索 

基于本体的数据结构 

数字知识表示应用案例分析 

引用：刘峥-语义网下的知识组织案例分析 



数字知识表示应用案例分析 

引用：刘峥-语义网下的知识组织案例分析 



数字知识表示应用案例分析 

引用：刘峥-语义网下的知识组织案例分析 



引用：刘峥-语义网下的知识组织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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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知识表示应用案例分析 



知识表示发展光谱 



 关联检索、语义丰富与知识发现服务层出不穷 
 在W3C为代表的各类结构化、数据化、语义化标准的支持和语义
网技术推动下，以知识关联、重组和语义互操作为特征的新型知
识产品与知识服务首先集中呈现在生命科学领域，如PubMed 
Entrez、NxOpinion、NCIt、NCBO、VIVO等 

 VIVO通过一个广泛适用于科研领域的科研本体和生命科学领域本
体支持对海量科研人员、仪器设备、科研活动和项目、科学数据
、科研成果以及文献资源等进行结构化、语义化的知识表示与可
视化展示，支持科研人员的关联发现 

 NCBO 基于NCI Thesaurus（参考术语本体）和连接到UMLS中的
200多个本体，实现了对自由文本大规模语义标注，使非结构化的
自由文本数据变得结构化、标准化。为研究人员提供在线工具及
基于网络的资源（如BioPortal），使研究人员可以在生物医学研究
及临床实践的各个方面实现对不同本体的访问、审查与集成，搜
索与特定的本体术语相关的生物医学资源 

词表体系的缺陷与应对 



词频 关键
词 

优选自动匹
配数量 百分比 优选和非优

选匹配数量 
百分
比 

1 3490 153 4.38% 206 5.90% 

2 558 44 7.89% 62 11.11% 

3 230 29 12.61% 37 16.09% 

4 120 23 19.17% 25 20.83% 

5 68 14 20.59% 16 23.53% 

6 43 10 23.26% 11 25.58% 

7 33 6 18.18% 7 21.21% 

8 23 5 21.74% 5 21.74% 

9 21 5 23.81% 5 23.81% 

10 17 3 17.65% 3 17.65% 

11到20 62 16 25.81% 20 32.26% 

21到30 21 7 33.33% 11 52.38% 

31到40 7 3 42.86% 3 42.86% 

41到50 6 1 16.67% 1 16.67% 

50以上 10 7 70.00% 7 70.00% 

总数 4709 326 6.92% 419 8.90% 

以湿地的一种类型：关键词“mire、mires”，时间“1900-2014”，在WOS上
检索相关湿地论文，经过机器和人工判读，获得论文2451篇文献，提取作者关键
词4709个（去重）。 

•与DDC提取的湿地叙词表（包括
概念优选和非优选术语）比对，匹
配上了419个，仅占8.9%。 

•分析DDC类目表中与湿地相关的
类目，从水文学和水生态学等下的
51个类目获得术语2642个；随后
进一步扩展，获取环境保护、环境
监测等下的DDC类目，共152个类
目，术语6910个。 

•与STKOS所有术语（包括概念优
选术语和非优选术语）数据比对，
匹 配 2151 个 术 语 ， 比 对 上 的
STKOS术语占作者关键词总数的
45.68%。（备注：1990年之前文
章没有作者关键词和文摘）。 

词频 关键词 机器自动匹配数量 百分比 

1 3490 1336 38.28% 

2 558 321 57.53% 

3 230 154 66.96% 

4 120 92 76.67% 

5 68 52 76.47% 

6 43 35 81.40% 

7 33 24 72.73% 

8 23 17 73.91% 

9 21 17 80.95% 

10 17 14 82.35% 

11到20 62 47 75.81% 

21到30 21 20 95.24% 

31到40 7 7 100.00% 

41到50 6 5 83.33% 

50以上 10 10 100.00% 

总数 4709 2151 45.68% 



（1）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不适合采用DDC分类表确定湿地词表的基础范围。
由于湿地研究涉及范围广，从类目分析来确定范围，会大大影响词表的内容
范围。因此以作者关键词和综合词表整体比对的数据源作为创建专业词表的
基础更为合理。 

（2）在匹配数据中，词频高的数据匹配率高。从下表统计可以看出，词频在
50次以上的数据，匹配率为100%，词频为1次的数据，匹配率为38.28%。总
体上，STKOS词表中的概念基本能覆盖主要研究内容，在数据补充时，也可
以根据词频来确定补充顺序。 

（3）作者关键词中未匹配的词汇分析：需要进一步处理复合词，拆分成多个
叙词，或者对形容词加上叙词的表示形式进行拆分；未匹配高频词，需要进
一步规范增加到湿地叙词表中。 

（4）湿地叙词表结构检查和重构：作为一部叙词表，除了基础的术语外，更
重要的叙词表所表示的用代属分参的数据结构，因此对所有术语，在继承来
源叙词表的属性基础上，需要进行入口词检查、语义逻辑关系检查，以满足
叙词表标准规定的要求。 
主题识别（主题选择：湿地植物和动物、湿地地理位置） 
由于作者关键词涵盖内容的广泛性，以此形成的叙词表，仅是散乱的单点，
很难论文、数据、术语相互关联的网络，也难以支持湿地数据的领域分析和
研究。 



如何能够突破词形匹配，深入语义，揭
示湿地研究相关的各个方面，将术语与
所属实体类型相结合成为了难点问题。 
对于湿地研究而言，主要涉及湿地生物、
水文、土壤、气候、地理位置、地质地
貌等多个领域，如下图。 

湿地研究 

湿地生物 

有机体 

微生物 

动物 

植物 

水文 

土壤 

气候 

地理区域 

地质地貌 
地质 

地貌 

自然地理特
征 

人为地理特
征 

下图为TAIR数据库采用Pubsearch系统，
实现拟兰芥论文中基因、论文、基因本
体和植物本体、信息的标注和关联，引
自Canny Yoo, Iris Xu, ect. pubsearch 
and pubFetch. Current protocols in 
bioinformatics,2006:9.7.1）。 



本体与语义网络（Ontology/Semantic Web） 

Ontology 



Ontology Use 





Knowledge Extraction 



可视分析 

文献库 

语义检索 

知识检索与知识关联 

知识服务 

知识集成 知识抽取 

从关键词检索到语义检索 
从单纯知识对象到异构对象关联与集成 
从孤立文献揭示到基于知识对象的跨界融汇 
从信息检索获取到知识探索利用 

知识探索 

知识索引 

•物种名录 
•图片库 
•标本库 
•DNA条码库 
•知识组织体系 

领域本体 



图片库 文献库 

标本库 
物种名录 

关联数据 

地名库 

知识检索与关联呈现 

语义检索 

•语义索引 
•分面检索 
•本体导航 
•个性化知识 
•多维语义揭示 
 

可视化分析 

•主题聚类 
•热点刻画 
•趋势分析 
•前沿探测 

开放关联与集成 

•数据集成融汇 
•自动推理 
•关联发现 

实体、概念及关系 

DNA条码库 

知识抽取 
知识集成 

知识关联 
知识计算 

植物多样性复杂数据汇聚 

植物多样性领域本体 

知识表示与关联实例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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