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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关联数据的书目语义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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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通过书目语义检索提升用户书目检索效率的方法。首先，总结国内外开展书目关联数据研究
现状，认为现有书目关联数据研究基础足以支撑书目语义检索系统开发；其次，介绍在关联数据运动下发展起来
的谷歌语义检索的功能特点和基本组成，并将谷歌语义检索作为开展书目语义检索的最佳实践；最后，基于关联
数据现有研究，提出书目语义检索的设计思路和方法，为图书馆设计书目语义检索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关联数据；语义检索；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G254.9
DOI：10.3772/j.issn.1673-2286.2018.04.009

关联数据目的是构建一个互联的数据网络，计算机
[1]

拥有一部分数据即可访问整个网络数据 。W3C结合
[2]

开放数据与关联数据，推出开放关联数据 （Linking

能特点和结构组成，作为开展书目语义检索的参考；最
后，参照谷歌语义检索的设计思路及图书馆关联数据
特点，提出图书馆开展书目语义检索的思路和方法。

Open Data，LOD）项目，并在LOD影响下积累大量高
质量知识库，如Zhishi.me [3]、Freebase [4]、DBpedia [5]和
[6]

Yago 等。谷歌以高质量知识库为基础推出谷歌知识图
谱（Knowledge Graph，KG）[7]，并在KG的基础上设计
谷歌语义检索产品。谷歌语义检索作为谷歌关键词检索

1 书目关联数据为书目语义检索奠定
基础
1.1 书目数据与关联数据

的有效补充，弥补了传统关键词检索无法解决的问题，
已经成为谷歌信息检索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

书目数据是关于书目的元数据，是图书馆进行书

领域作为关联数据的参与群体之一，是否应基于当下关

目控制的重要基础，也是揭示馆藏、开展服务的主要工

联数据开发书目语义检索，以补充传统关键词书目检索

具，还是传统图书馆对知识进行组织和整序最有价值

带来的不足值得探讨。

的贡献 [9]。一直以来，图书馆界都强调开放书目数据以

关联数据提出以来，W3C专门成立图书馆开放数据
[8]

提升图书馆信息资源利用率。在提出关联数据以前，书

孵化小组以促进图书馆开放数据运动的发展 。图书馆

目数据的开放主要基于Z39.50协议，该协议仅支持单次

界在近十年内广泛开展书目关联数据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检索，无法有效地支持书目数据的爬取，也无法获取书

探索，目前已经有大量书目数据以关联数据形式发布，有

目之间的关联性。该协议本质上只是提供查询服务，没

关关联数据的发布、消费和应用技术也得到充分研究，为

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开放。关联数据的提出，为书

图书馆基于关联数据构建书目语义检索创造良好条件。

目数据的进一步开放创造机会。

谷歌语义检索是现有语义检索产品中比较出色的产品之
一，为图书馆设计书目语义检索提供了最佳实践方案。

Christian等[10]在语义Web基础上提出关联数据，
希望依托关联数据构建一张数据网络，使用户拥有一

首先，本文介绍图书馆书目关联数据的研究现状，

部分数据即可通过链接访问网络中的所有数据，从而

认为目前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经为开展书目语义检索

提高数据利用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开放。关联数

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其次，介绍谷歌语义检索的功

据被提出以来，国外图书馆陆续将本馆数据以关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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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规范的形式发布[11]，我国学术界也开展了大量书目数

用户最可能需要的信息。语义Web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机

据关联化、关联数据发布技术等理论方面的探讨，为开

器可读的数据Web [17]。语义Web的提出，为机器准确理

展书目数据关联化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解用户需求提供可能，因此Guha等[16]提出将语义检索作
为传统关键词检索的补充，以提升用户信息检索体验。

1.2 书目关联数据发展现状

随后的语义检索研究集中在基于传统搜索的增强型语
义搜索和基于本体推理的知识型语义搜索[18]，并设计出

美国国会图书馆将主题词表以SKOS表示并以关

Hakia、Kngine、Kosmix等语义检索系统。我国图书馆界

，截至2017年，已发布20余个数据

也对语义检索展开理论研究，包括语义检索的原理[19]、

集；瑞典国家图书馆将瑞典联合目录约600万条书目记

设计和测评 [20] 等。真正意义上面向大众用户的语义检

录、2 000万条馆藏记录及20万条规范记录发布为关联

索是谷歌开发的语义检索系统。本文将介绍谷歌语义检

联数据形式发布

数据

[13]

[12]

，并介绍了将图书馆书目数据纳入万维网的技

术和方法

[14]

索的功能和组成，为开展书目语义检索的参考。

；德国国家图书馆将200万条个人名称规范

记录、19万条主题规范记录、130万条团体名称规范记

2.1 谷歌语义检索功能

录，以及51 458个类概念、110条DDC的主题目标记录发
布为关联数据，用户可通过网络门户访问这些数据[15]。

谷歌语义检索首先分析用户提交的检索请求，如

此外，匈牙利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欧洲国家

果检索请求中包含人名、地名等实体信息，谷歌将在搜

的图书馆均不同程度地推进书目数据关联化进程。我

索结果页面右侧以可视化形式展现实体信息，左侧页面

国虽然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书目关联数据，但在学术

显示关键词检索返回的结果。

界对书目数据的关联化、语义化展开广泛研究。

1.3 书目关联数据是书目语义检索的基础

2.2 谷歌语义检索组成
谷歌语义检索建立在KG基础上，该项目于2012年

，书目语义检

在谷歌黑板报上发布 [21]，其目标包括获取最准确的信

索系统的开发依赖于书目语义Web的构建。语义Web由

息、最全面的摘要，以及进行更深入地拓展。最准确的

Web创始人Berners-Lee提出，其目标是构建一个机器

信息指KG能够区分包含歧义的词汇。如“Taj Mahal”

可读的Web，并为此设计了复杂的语义Web七层结构。

既是歌手名字也是地名，如果只进行关键词检索，作为

Berners-Lee提出轻量级简单化的语义Web，即关联数

地名的信息很可能被淹没，谷歌可帮助用户发现“Taj

据。在开放数据等的推动下，关联数据运动得以发展，

Mahal”作为地名的网页信息。最全面的摘要指谷歌能

并推动图书馆领域书目关联数据的进一步发展。书目

够从散乱的网页中抽取和整合有价值的信息。更深入地

关联数据的本质即书目语义Web，可直接作为书目语义

拓展指谷歌能够帮助用户发现具有关联性的信息，并通

检索系统的一部分。书目数据作为开展用户服务的重要

过链接引导用户对话题内容作进一步拓展。在书目检索

工具，核心价值在于帮助用户尽快检索到所需书籍。书

系统尤其注重两点，一是为用户提供准确、无歧义的书

目数据关联化发布经过十年发展，其理论和实践研究

籍信息，二是在现有检索结果的基础上帮助用户进行深

均较充分，但用户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关联数据带来的

度和广度地拓展，发现更有价值的书籍。KG本质上是一

益处。以书目关联数据作为开发书目语义检索系统的基

个语义Web，语义Web的组成较复杂，但其核心组成主

础，使用户真正获得书目关联数据带来的益处。

要包括本体和实体。

语义检索建立在语义Web基础上

[16]

（1）本体构建。哲学界认为存在一个独立于现实

2 谷歌语义检索作为书目语义检索最佳
实践

世界客观存在的原理系统，其通过概念和逻辑推理来
描述现实世界[22]，并将这个原理系统称作本体。人工智
能专家受此原理的启发，认为可以开发一个用于描述现

传统检索以关键词匹配为基础，这种检索策略不

实世界的系统[23]，并以概念化为逻辑起点，将本体定义

能真正理解用户表达的语义，只能从统计意义上提供

为一系列具有预定义含义的概念词表[22]。KG通过这一
2018年第4期（总第1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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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概念及概念间关系构成的系统来描述现实世界。

3.1 书目语义检索功能设计

传统的本体设计通常由领域专家完成。领域专家对
其所属领域具有系统性认识，是开发全面描述该领域本

作为关键词检索有效补充的书目语义检索，至少在

体的最佳人选。但领域专家无法定义面向通用领域的

两个方面带来书目检索体验的提升：①准确理解用户

客观世界，且领域专家难以直接开发出具有较强通用性

检索词汇表达语义，提供更精确的检索结果；②利用

的本体。因此，KG通过半自动化方式构建本体。KG维

关联关系帮助用户进行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检索拓展。

护记录计算机自动抽取概念的数据结构Collection

[24]

，

书目语义检索系统需分析用户提交的检索请求，如果检

Collection中包含成千上万个初始概念。有的初始概念

索请求中包含作者、书名、出版社、编辑、丛书等实体信

生命周期较短，第一天被生成后第二天就被删除；有的

息，检索系统在搜索结果页面右侧以可视化形式展现

初始概念生命周期较长，能在Collection中长期保留。

实体信息，并提供进一步拓展检索的链接，搜索结果页

对于Collection中得以长期保留且符合特定规范的初始

面左侧显示关键词检索返回的结果。

概念，KG将交由专业人员进行决策和命名，最后成为
一个正式概念，保存在KG中。本体抽取还包括术语抽
取、概念抽取、关系抽取等任务

[25]

3.2 书目语义检索组成原理

。

（2）实体生成。实体是知识库中数量最多的部分。

随着关联数据的推动，目前图书馆界已经有比较

第一个大规模中文开放关联数据集Zhishi.me有9个自

成熟的书目本体作为各馆设计书目本体的参考。图书馆

定义本体概念，截至2015年11月24日已经拥有上亿个实

书目数据具有较强的结构性和较高的质量，从书目数据

体。DBpedia本体包含685个概念，拥有400万个实体。

中提取实体也有较成熟的工具。

KG根据本体模式从各类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中抽取

（1）本体构建。本体的功能是描述和揭示现实世

实体。KG的实体层主要从以下数据来源中抽取：①维基

界。著录是在编制文献目录时对文献形式特征和内容特

百科、百度百科等在线数据资源；②特定主题的在线资

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著录的结果款目是反

源，如从专门的天气预报网站获取天气信息、从世界银

映文献形式特征和内容特征的著录项目组合 [26]。从功

行获取经济统计数据；③开放的知识库，如Freebase、

能角度看，著录发挥的作用是描述和揭示书目形式及内

DBpedia、Yago等高质量知识库；④谷歌搜索数据。

容特征，著录规范实质是设计用于各图书馆书目统一描

KG是一个面向大众、适用于所有领域的语义Web，

述的本体。基于上述考虑，有学者以著录规范MARC为

其构建难度超过特定领域的语义Web构建。书目语义

基础设计书目本体，典型的本体有MarcOnto、Dublin

Web处于图书馆领域，面向特定用户群体，其建设难度

Core及BibTeX等[27-29]。这些本体的优点是从不同角度

相较KG建设小得多。谷歌语义检索实践证明，通过构

揭示书目特征，在特定场景下均能发挥功能；缺点是只

建语义Web能有效地为语义检索提供支撑，提升用户信

关注书目自身的描述，缺乏对作者等对象的描述及各类

息检索满意度。书目语义检索实体数据源于书目关联数

对象间关系的建立。

据，建设难度相对较小，但能提升用户的检索效率。

书目记录功能需求（Functional Requirement for
Bibliographic Records，FRBR）弥补了MARC时代书

3 基于关联数据的书目语义检索

目本体的不足[30]，从实体、属性和关系角度描述书目及
相关信息，以更全面的视角揭示书目特征，帮助用户发

从2000年开始，Web领域的检索工具从以基于目

现实体、识别实体、选择实体和获取实体。美国国会图

录检索的雅虎逐渐转变为基于关键词匹配的谷歌，图

书馆在FRBR的影响下提出书目新格式BIBFRAME。

书馆领域的书目检索策略也逐渐由以目录检索为主，发

BIBFRAME的设计动机在于满足书目描述的同时，实

展为以关键词匹配为主；2015年以来，Web领域的检索

现书目信息最大范围的交换。本体为各信息系统实现

工具再次发生改变，谷歌语义检索成为谷歌关键词检

信息交换提供基本设计思路，BIBFRAME采用知识本

索的有效组成部分，书目语义检索逐渐成为书目关键词

体对书目数据建模，使用关联数据的原则来组织、展

检索的有效组成部分。

示和分享数据 [31]。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其官方网站发布
BIBFRAME模型和词汇表[32]，其实质是面向所有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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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载体的本体模型，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一个书

图书馆书目检索技术的发展随着信息检索技术的

目语义Web，实现图书馆界内部的书目信息交流及图书

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自谷歌、百度等基于关键词的搜

馆与外部信息世界的书目信息交流。BIBFRAME是现

索引擎成为用户检索互联网信息的主要入口，关键词检

阶段图书馆领域最完备的书目本体，可作为各图书馆设

索已经成为用户检索信息的主要工具。图书馆书目检索

计书目本体的参考标准和最佳实践。

系统也应跟随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公司采取关键词

因此，本文建议书目语义检索系统的本体构建遵循

检索技术。语义网技术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为开展语义

BIBFRAME规范，其优势在于：①减少图书馆聘请专

检索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和技术基础，经过十多年

家设计本体耗费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有利于书目语

的发展，语义检索技术已经被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公

义检索的推进；②本馆语义检索系统与世界范围内图书

司发展成为成熟的产品，为传统关键词检索作补充。随

馆书目语义检索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有利于后续开

着语义技术的不断发展，语义检索在信息检索领域的

展各图书馆书目信息集成、图书馆馆际互借等活动。

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凸显。图书馆在继续学习谷歌、百度

（2）实体生成。与谷歌语义检索的实体一样，书目
语义检索的实体也在书目语义检索中占据绝大部分内

等搜索引擎技术的道路上，应将语义检索技术作为书
目检索系统的组成部分，提高用户书目检索效率。

容；与谷歌语义检索实体生成不同的是，书目数据实体

从外部环境看，语义检索已经成为谷歌、百度等搜

来自图书馆质量良好的结构化数据，实体的生成难度

索引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改变用户检索习惯；从

要远低于谷歌语义检索。实体生成指根据书目本体生

内部环境看，图书馆界已经积累充足的关于书目关联

成与书本一一对应的书目描述信息，其本质与图书馆著

数据的研究，成为图书馆研发书目语义检索的基础。在

录工作一致。开放书目数据可以作为实体直接生成数据

内、外部环境影响下，书目语义检索将成为未来图书馆

源。针对各图书馆原有系统MARC格式的书目数据，美

书目检索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国会图书馆开发了将MARC数据转换为书目本体的
工具，并制定了一系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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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Semantic Search Based on Linked Data
ZOU DingJie
( College of Politi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 book semantic search to improve the efﬁcient of searching book. Firstly, this paper surveyed the situation of linked data in library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elieve that the basement of research on library linked data can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book semantic search. Secondly,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fun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Google semantic search, which is the best practice. Lastly,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technical methods to design book semantic search,
which could be a reference for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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