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数字图书馆栏目由同方知网技术有限公司协办。同方知网与电子杂志社以网络出版和知识情报服务为主要业务
方向，依靠自主开发的全文数据库管理、知识挖掘与数字出版等先进技术。与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坚持打造可为全社会提供各种

知识服务的《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其中，国家重点出版项目——《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大规模集成整合了我国学术期
刊、博硕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年鉴、工具书、学术图书、专利、标准、科技成果等各类文献资源。尤其是基于《总库》的行
业、专业与个性化数字图书馆，融合了各类先进的知识服务模式，为高效率创新、学习和管理决策创造了理想的信息化环境。

中文叙词表本体

叙词表与本体的融合木

曾新红

（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５１８０６０）
【摘要】从网络信息社会对知识组织系统的需求、来自信息科学界和其他相关各界的应对发展现状等方面，详细
阐述实现中文叙词表的形式化表示和网络应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叙词表和本体的概念进行深入的比较研
究，论证将他们合二为一的可行性。阐述直接采用ＯＷＬ（而不用ＳＫＯＳ）表示中文叙词表本体（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的
原因，并列出具体的类定义和属性定义。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ＯＴＣＳＳ的多项功能和若干原型系统的实
现，证明这些定义的科学性、可行性和通用性。
【关键词】叙词表本体知识组织系统ＯＷＬ共建共享ＯＴＣＳＳ
【分类号】Ｇ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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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社会对知识组织系统的需求
搜索引擎的问世使自然语言成为网络信息检索的主力语言，传统的叙词表、分类法、规范档等受控语言似乎
收稿只期：２００８—１１—２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本体和知识集成实现中文叙词表的升级、共享和动态完善”（项目编号：０５ＣＴＱ００１）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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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被网络信息社会所抛弃。自然语言真的可以取代

制和树状结构的分类法和范畴表（有些含少量横向相

受控语言吗？或者说，网络信息社会只需要大众化的

关关系，如ＬＣＳＨ），再到基于关系（含纵向等级关系和

标签（Ｔａｇ）吗？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网络信息的

横向相关关系）和网状结构的知识组织系统类型。

海量和无序已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思考网络信息资源的

叙词表和本体同属于这种结构最复杂、控制程度

有效组织和高效检索时，重新把目光投向了传统的知

最高的类型。有理由相信：只要解决了最高端类型的

识组织系统——以叙词表和分类法为代表的情报检索

知识组织系统的形式化表示和网络应用问题，其他低

语言。网络知识组织系统（ＮＫＯＳ），就是在这样背景下

端ＫＯＳ的这些问题只是他的简化，自可迎刃而解。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ＮＫＯ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信息科学界（图书情报界）的应对研究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网站致力于讨论功能和数据模型，以使知识

传统的手工编制和纸本服务方式显然不能满足网

组织系统（例如分类系统、叙词表、地名表和本体）能

络时代用户对叙词表的需求。为用户提供交互式或自

够作为网络化的交互式信息服务，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来支持

动术语学支持的前提是叙词表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国

多种信息资源的描述和检索。“。ＮＫＯＳ有两种类型：

际信息科学界已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

一种是来自信息科学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即国内所

参考文献［２，５—９］通过大量实例介绍了叙词表、

称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界或图书情报界）的传统知识组

分类法等传统知识组织系统在国际上的网络应用，展

织系统的延伸和发展，如分类法、叙词表、主题标题表、

示了传统的知识组织系统在网络环境下所具有的蓬勃

规范档等的网络应用；另一种则是在网络环境中产生

生命力。

和发展起来的语义工具，如本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和语义网络

王军等在参考文献［２］中将ＫＯＳ在网络环境下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如ＷｏｒｄＮｅｔ（也被称为词汇数据

表示和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ＫＯＳ的电子化；ＨＴ—

库））等。关于ＮＫＯＳ领域的研究现状见参考文献［２］

ＭＬ表示的ＫＯＳ；用语义网（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Ｗｅｂ）的相关技术

已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最新动态则可参见ＮＫＯＳ网

（例如ＸＭＬ、ＲＤＦ、ＯＷＬ以及Ｗ３Ｃ最新推出的ＳＫＯＳ）

站…，本文不再赘述。在此着重介绍在ＮＫＯＳ框架下

表示ＫＯＳ。笔者对他们的表述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ＫＯＳ的类型，探讨主要研究对象——叙词表和本体在

并结合参考文献［４，１０］等的相关内容，对ＫＯＳ在网络

其中的位置。

环境下的表示和发展作以下综合评述。

笔者对参考文献［２—５］中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综
合、修改和补充，给出ＫＯＳ的类型分布如图１所示。

（１）ＫＯＳ的电子化：ＫＯＳ网络化发展的前期阶段
是ＫＯＳ的电子化，代表特征是ＫＯＳ的ＭＡＲＣ描述和
数据库化。用数据库存储和ＭＡＲＣ表示方便了对ＫＯＳ
的管理和访问，也便于将他们与相应的电子资源集成
在一起。例如：在英国科学文摘（ＩＮＳＰＥＣ）和工程索引
（ＥＩ）数据库中分别集成了ＩＮＳＰＥＣ词表和ＥＩ词表，以
方便查询词的选取、扩检和缩检等操作。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以后，我国采用计算机技术编制的许多专业性叙词
表，也是和检索系统集成在一起开发的。

ＮａｎⅡｄＩ硼孵自然语言Ｇ０帕幽ｂ呷ｎ辨受控语言
图１

ＫＯＳ类型分布图

ＭＡＲＣ格式是图书情报界用来对书目、分类法、主
题词表、规范档等进行交换的标准格式。例如ＬＣＳＨ、
ＬＣＣ都提供ＭＡＲＣ版本并可以在网上查询。《中图

从图１中可以看到，ＮＫＯＳ框架下的ＫＯＳ是一种
广义的知识组织系统概念，包括所有的（广义的）受控

法》编委会也在２００２年５月至１０月根据ＵＮＩＭＡＲ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ｔ并结合《中图法》的结构特点设计

词表，大致可分为：从最简单的线性结构和提供多义性

了“中国分类法数据机读格式”（ＣＮＭＡＲＣ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控制的各种术语列表，到具有等级关系控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并依据此格式建立了“《中图法》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ＴＵＳ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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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ａｔ ｆｏｒ

ＱＩＮＧＢＡＯ

ＪＩＳＨＵ困

机读数据库”［Ｉ¨。可惜的是，这一版本的《中图法》未

好的扩展性。因此一经推出即得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

提供开放的网上查询服务。

积极响应，率先将其应用于生物医学本体的构建，目前

（２）基于网页技术的ＫＯＳ：代表特征是通过网页

已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如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

技术提供传统ＫＯＳ的网上浏览和查询功能，主要供人
使用，这是目前ＫＯＳ在网络上的主要表现方式。其中

布的ＮＣＩ叙词表的ＯＷＬ版本¨ｋ”。等。
在用ＯＷＬ（或其前身ＯＩＬ＋ＤＡＭＬ等）表示ＫＯＳ

包括两种类型。

的研究和实践中，几乎都涉及叙词表原有关系的细化

①是基于静态ＨＴＭＬ网页技术制作的网络ＫＯＳ，仅提供

和扩展，而且一般不再保留原有的几种粗粒度关系，而

浏览界面（少量有简单的查询界面）。ＨＴＭＬ只是一种描述

直接代之以细粒度的各种具体词间关系。即叙词表的

网页显示格式和布局的语言，并不便于计算机理解和自动处

原有结构已被抛弃。因此，笔者认为，这些活动似乎更

理。因此ＫＯＳ的ＨＴＭＬ表示，只相当于纸本式ＫＯＳ在网络上
的翻版。
②是采用动态网页技术（如ＡＳＰ，ＰＨＰ，ＪＳＰ等）将数据库
存储的ＫＯＳ展示在Ｗｅｂ上，可提供灵活的检索功能和良好
的交互界面。

参考文献［１２］调查分析了４０个英文网络叙词表，
详细列出了其网址和用户界面内容。《中国分类主题

倾向于解决本体的构建问题，而不是叙词表的形式化
表示问题。
叙词表的标准建设也在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叙词
表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很成熟的标准和规范，这些
标准大多制定于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随着网络环境
下词表种类的扩展和服务方式的改变，要求制定数字

词表》第二版的电子版也用到了一些ＨＴＭＬ网页技术

环境下相关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英美两国已对其受

来方便主题词款目和分类一主题对照表的显示，但还

控词表的编制标准进行了修订：２００５年，美国国家信

未提供Ｉｎｔｅｍｅｔ上的网络服务。

息标准化组织ＮＩＳＯ发布了Ｚ３９．１９的第四版Ｚ３９．１９

（３）基于语义网技术表示的ＫＯＳ：在语义网框架

—２００５¨“，而同年英国标准协会（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下发展出来的一系列描述语言，包括以ＸＭＬ为代表的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ＢＳＩ）也发布了ＢＳ ５７２３的升级版本

用于内容和结构描述的标记语言、以ＲＤＦ为代表的描

Ｂｓ９７２３１１“。这两个升级版本的标准都扩展了词表类

述语义和关系的资源描述框架，以及以ＯＷＬ为代表的

型的适用范围，并对原有的叙词表关系提出了子关系

可满足逻辑和证明要求的本体表示语言等，其目标是

细化方案，以及词表在网络环境下的显示建议等。

使计算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网络上的信息，从而进行知

我国图书情报界也对叙词表的电子化发展付出了

识发现、数据集成、信息导航等活动¨３｜。这些工具被

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用来表示ＫＯＳ标志着ＮＫＯＳ的真正产生。

以来编制的叙词表都运用了计算机编表技术，有些在

应用ＸＭＬ描述大型词表的例子有ＤＤＣ和Ｍｅｓｈ。

编表的同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词表管理系统，其中最

比ＸＭＬ更进一步的资源描述框架ＲＯＦ（Ｓ）可以用来

具代表性的有《军用主题词表》、《农业科学叙词表》和

描述词表中的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例如联合国粮农

《国防科学技术叙词表》管理系统等Ｊ引。２００５年出版

组织（ＦＡＯ）用ＲＤＦ表示多语种词表ＡＧＲＯＶＯＣ，阿姆

的《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二版电子版代表了目前我国

斯特丹大学用ＲＤＦ（Ｓ）表示的艺术与建筑叙词表

叙词表电子化发展的最高水平。

ＡＡＴ。Ｗ３Ｃ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发布的ＳＫＯＳ（简约知识组
织系统）标准草案。１引，也是基于ＲＤＦ设计的。
Ｗ３Ｃ于２００４年２月发布的正式推荐标准ＯＷＬ
（ｗｅｂ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是一种用于在语义Ｗｅｂ上发

中文叙词表在网络化发展方面还比较薄弱，到目前
为止，整体网络应用者还未见到实用例子。近年来，这
方面的研究已呈上升趋势，但对于中文叙词表的整体转
换和开放网络服务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还十分欠缺。

布和共享本体的语义置标语言，他代表了面向Ｗｅｂ的

由此可见，我国叙词表电子化网络化发展的整体

本体表示语言的最新发展趋势。他面向ＷＥＢ，相对于

水平还基本处于上述三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与国际

ＸＭＬ、ＲＤＦ和ＲＤＦ Ｓｃｈｅｍａ拥有更多的机制来表达语

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词表编制技术和

义，而又与他们兼容。ＯＷＬ能够被用来清晰地表达词

应用技术没有根本性的改观，更新依然缓慢，成本依然

表中的词汇含义以及这些词汇之间的关系，并具备良

高昂，极大地限制了中文叙词表的发展和应用。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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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来看，这也说明中国的学者在这一领域大有可

共识。他建议我国要大力发展知识工程，构筑海量的

为。笔者希望，通过本研究，可以为中文叙词表的网络

知识库，并积极参与到语义网建设的国际努力中去，参

化发展提供一种基于最前沿技术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与制定相关的国际标准，贡献本体知识库，这样才能使

案，为实现我国ＫＯＳ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尽一份力量。

在新一代的因特网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㈨。

３来自知识组织系统其他相关各界的启示

４叙词表与本体的比较研究

目前，除了信息科学界（图书情报界）之外，知识

国内外已有多位学者对叙词表与本体进行了比较

组织系统也已成为语义Ｗｅｂ、人工智能、知识工程等领

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见参考文献［２３—２８］。这

域共同研究的课题。从这些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中得

些文献从多个方面对本体和叙词表进行了比较，基本

到一些启示，以使研究能够尽可能地博采众长，并满足

总结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但也存在一些不太准确

不同领域的应用需求。

的结论。在全面参考了二者的权威定义和相关文献的

在语义Ｗｅｂ界，不仅发展了上一小节中提到的各

基础上，笔者对叙词表和本体的关系给出以下评述。

种描述语言，还制定了支持这些描述语言的各种技术

国际标准ＩＳＯ ２７８８—１９８６旧１给叙词表下的定义是

标准，由Ｗ３Ｃ推荐发布，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如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ＳＰＡＲＱＬ检索语言和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系列标准等。基于语

ｒｅａｌｌ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义Ｗｅｂ技术表示的ＫＯＳ可直接利用这些标准和技术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ｆｏｒ

来实现其网络服务、检索等功能。

ｍａｄｅ

对本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本体是语义Ｗｅｂ的核

８０

ａ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

ｐｒｉｏｒ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ｂｒｏａｄｅｒ”ａｎｄ“ｎａｒｒｏｗｅｒ”）ａｒ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受控的标引语言词表，被正式地（也

可译为“形式化地”）组织，以便概念之间的推理关系

心。从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动态来看，本体理论和

（如“上位”和“下位”）明确化）。这个早期的较抽象的

本体实用技术的发展都已日趋成熟。学术界对本体表

定义与以下介绍的本体定义表述有颇多相似之处，之

示和推理的逻辑基础描述逻辑（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ｓ）和

后人们又将叙词表的结构、用途等因素加入进来，给出

框架逻辑（Ｆｒａｍｅ Ｌｏｇｉｃ）、本体的表示语言、开发本体的

了多种不同的定义表述。如ＡＮＳＩ／ＮＩＳＯ

方法、本体的底层结构以及本体的应用等都进行了比

１９９３ｍ１为叙词表下的定义是“一种受控词表，以一种

较深入的研究闭ｏ。各大研究机构和ＩｒＩ＇公司对本体的

众所周知的顺序排列和结构化，以便术语之间的等同、

Ｚ３９．１９—

构建、检索和推理工具的研发投入巨大，已推出了若干

同形异义、等级和相关关系被明确显示，并通过相互使

实用开发工具，例如，本体构建工具Ｐｒｏｔ６９６和本体开

用的标准关系指示符进行标识”。我国《文献叙词标

发工具包Ｊｅｎａ等，这些都为应用本体技术推进叙词表

引规则》（ＧＢ／Ｔ３８６０—１９９５）Ｃ３１］则认为，叙词表是“自

的网络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环境。

然语言中优选出来的语义相关、族性相关的科学术语

２００２年以来，本体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大陆图书情

所组成的一种规范化词典。在文献标引与情报检索过

报界学者的注意，他们就本体在图书情报界的应用前

程中，它是用以将文献、标引人员及用户的自然语言转

景、基于本体的信息处理模式和检索模式、本体的开发

换为统一的系统语言的一种术语控制工具。”

思路和方法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些研究也对
本研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知识科学界，本体被认为是一种深层次上的知

在人工智能界，最早给出本体定义的是Ｎｅｃｈｅｓ
等，他们认为：“本体定义了构成一个主题领域的词汇
表的基本术语和关系，以及将这些术语和关系结合起

识，可以为各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乃至其他系统之间的

来定义词汇表扩展的规则（Ａｎ

知识（或资源）共享和互操作提供手段旧¨。我国著名

ｉｃ ｔｅｍｍ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的理论计算机专家、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

ａｌ＇ｅａ

院院士陆汝钤先生提出，知识是结构化的信息，正如概

ｔｏ

率论是研究信息论的基本数学工具一样，本体就是知

这个早期的本体定义与叙词表的定义没有本质的区

识结构性的基本描述，这一点与国际上有关专家产生

别。斯坦福大学的Ｇｒｕｂｅｒ给出的本体定义被引用得

ａ

ｔｏｐｉｃ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ｆｉｎ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Ｊ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ｍ ｏ可以看出，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ＴＵＳ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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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ＩＮＧＢＡＯ

ＪＩＳＨＵ团

最为广泛，他认为，“本体是概念模型的规范说明（Ａｎ

人工使用而达到领域知识共享的，而本体从一开始就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１和

是设计给计算机理解和使用的，因此他们采用了不同

ｉｓ

的方法来达到明确化、形式化和推理的目标。叙词表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４１。

通过严格的词汇控制等构建方法学来保证概念的无歧

Ｂｏｒｓｔ在此基础上对本体的概念进行了引申，认为“本

义，通过统一的、规范化的指示符和显示格式来正式

体是共享概念模型的形式化的规范说明（Ａｎ

（供人工使用的形式化）地、明确（Ｅｘｐｌｉｃｉｔ）地表示概念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本体是概念模型的明确的规范说明（Ａ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ｆｉｌｌ

ｉｓ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ｏｆ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

间的推理关系（Ａ

Ｐｒｉｏｒ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如ＩＳ—Ａ关系

ｔｉｏｎ）”ｍ１。得到广泛认可的是Ｓｔｕｄｅｒ（１９９８）在Ｇｒｕｂｅｒ

（上位、下位关系）、同义关系等一刊），并通过人工干预

（１９９３）口副和Ｂｏ瑙ｔ（１９９７）ｍ ｏ的定义基础上提出的“本

来完成推理；而本体则通过具有严格数学基础的形式

体是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的形式化规范说明（Ａｎ

化方法来保证概念的明确无歧义和实现自动的推理。

Ｏｎ·
ｃｏｎ—

因此，可以对叙词表与本体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ｍ１。其中，概念模型（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

叙词表是一种非数学意义上形式化的特殊本体，他们

ｔｉｏｎ），指客观世界中某一现象的抽象模型，通过已经识

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概念间关系的粒度（叙词表用

别的该现象的相关概念而得到；明确（Ｅｘｐｌｉｃｉｔ），指所

“用、代、属、分、参”等来揭示较粗粒度的等同关系、等

使用的概念的类型以及对其用法的约束都有明确的定

级关系和横向的相关关系，而本体可以容纳任意种类

义；形式化（Ｆｏｒｍａｌ），指本体应该是计算机可读的这个

和粒度的关系）和形式化的程度（人工方法和数学方

事实，将自然语言排除在外；共享（Ｓｈａｒｅｄ）则反映了这

法之区别）。参考文献［２３—２８］中所列举的很多不同

样一个观念：本体捕获的是共同认可的知识，即他不是

之处归根结底都来源于这两个基本的区别。因此笔者

某一个个体专用的，而是被一个团体所接受的知

认为，叙词表和本体是可以融合的。可以引入本体的形

识：蚓。

式化方法来表示叙词表，提高叙词表的科学性，使叙词

ｔ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

ｆｏｒｍａｌ，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Ｍｏｒｅｉｒａ等在文献［２４］中采用一种

表能够被计算机理解和实现自动推理；然后可以在叙词

分析一综合（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方法对叙词表和本

表原有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扩展更具体的关系种类，使其

体在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文献中出现的各种（英

能够具备细粒度本体的功能，这样，叙词表的网络化发

文）定义进行了全面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计算机科

展和本体的构建就可合二为一。基于这种理解，笔者创

学的角度来看，本体和叙词表一样，是一个概念系统，

建了中文叙词表本体ｏｎｔｍｅｓａｕｍｓ——一种新型的、同

因此它属于认识论（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层次，而非（哲学

时具备叙词表和本体特征的知识组织系统。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的）本体论层次。即计算机科学的本体和信息科学的
叙词表都在认识论层次上起作用，区别在于所使用的
语言、形式化水平和用途上（某些计算机科学界的研究
者也将叙词表称为是非形式化的本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５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构建
采用基于ＸＭＬ的语言来表示词表以实现其网络

Ｏｎｔｏｌｏ—

服务和Ｍ２Ｍ功能已成为国际共识。目前较为对口的

ｓｙ））。本体针对领域概念注册，目标是自动推理；而叙

可参考标准是Ｗ３Ｃ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发布的基于ＲＤＦ

词表针对的是用户和文献语言之间的交流。叙词表完

的ＳＫＯＳ（Ｓｉｍｐ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工作

成了计算机科学企图用本体完成的部分目标，因此它

草案（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ｒａｆｔ）Ｌ１４］，专用于支持在语义Ｗｅｂ框架

们也被称为术语学本体（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Ⅲ１。

内将知识组织系统（如叙词表、分类法等）转换为网络

尽管叙词表和本体有不同的起源和用途，从他们

上可应用的ＲＤＦ格式文档。但ＳＫＯＳ本身仍处于初级

的定义可以看出，它们都是通过受控词汇来表达概念

发展阶段，在很多方面还需要完善和扩展。笔者认为

的概念系统，都提供了对领域知识的共同理解与描述，

有必要在参考国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尝试其

都追求概念及其之间关系的明确化（Ｅｘｐｌｉｃｉｔ）和描述

他适合我国国情的、可能的实现方式，以获得更多的实

的形式化（Ｆｏｒｍａｌ）。只是因为叙词表是设计来使标引

践经验，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一个还未成熟的方案成熟

人员所用的词汇和检索人员所用的语言相匹配，即供

之后再移植过来。国际共识本身需要建立在大量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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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基础之上。

行编码等在Ｕｓｅ Ｃａｓｅ案例中具有强烈的需求，实现

笔者的感觉是，ＳＫＯＳ的定义较为松散，表示能力

ＳＫＯＳ与ＯＷＬ—ＤＬ的兼容被列入了下一版本ＳＫＯＳ的

较强而推理能力不足，比较适合用来表示图１所示的

候选需求（Ｒ—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ＯＷＬ—ＤＬ）。由此看

“分类法与范畴表”、“术语列表”分组中的一些规范化

来，ＳＫＯ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ＳＫＯＳ于２００８年８月

程度不高的ＫＯＳ（对于中文ＫＯＳ仍需扩展）。他过于

２９日发布的最后征求意见草案Ｈ２１中对这些需求的解

拘泥于传统词表的表面形式，没有从概念及其关系的

决并不彻底，该稿已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３日截止意见征

实质来表示知识组织系统，因此，不太适合用来表示控

求，预示着ＳＫＯＳ已基本定型，正在向成为Ｗ３Ｃ推荐

制程度高、对形式化和推理要求也较高的基于关系的

标准作最后的努力。

ＫＯＳ，例如中文叙词表（尤其是当中文叙词表进一步向
本体发展时）。

其实，在２００４年ＯＷＬ成为Ｗ３Ｃ推荐标准之后，
为了兼容那些规范化程度不高的ＫＯＳ，ＳＫＯＳ仍选择基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我国研究者的重视。在

于ＲＤＦ来制定标准，就已确定了自己的低调定位，面

现有的ＳＫＯＳ实现案例中，几乎都采用一个没有任何

对ＮＫＯＳ界对形式化和推理越来越高的要求，自然有

实质性语义的序号（类似于数据库的控制号，如：

些力不从心。中文ＫＯＳ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

ｐ玑驯）来表示ＵＲＩ后

人们不可能依赖ＳＫＯＳ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必须依靠

ｈｔｔｐ：／／ｅｘａｍｐｌｅ．ｃｏｒ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０００１

面的概念，占据着一个概念描述的核心位置，然后用

自己的力量对中文ＫＯＳ的形式化表示问题进行深入

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表示首选词（叙词），用ａｈＬａｂｅｌ表示非首选

的研究，积极参与到相关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去，才能最

词（非叙词，入口词），这种缺乏人类可读性（Ｈｕｍａｎ

终建立起能够满足我国中文ＫＯＳ形式化表示要求的

Ｒｅａｄａｂｌｅ）Ｃ４０］的ＵＲＩ导致了概念间关系的揭示极不直

标准体系。

观。事实上，ＳＫＯＳ并未规定要用序号来表示ＵＲＩ中的

笔者的前期研究成果“《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的

概念部分，而是建议ＵＲＩ去除前面部分之后应具有人

ＯＷＬ表示及其语义深层揭示研究”ｍ１撰写于２００４年

类可读性Ⅲ１。笔者认为，概念应该通过文字来表述，

７月，直接采用当时刚刚成为Ｗ３Ｃ正式推荐标准的

首选词和非首选词是一个概念的若干不同的词汇表述

ＯＷＬ来表示叙词表，目的是为了能够利用ＯＷＬ丰富

形式，首选词之所以被选为首选词，是因为他被认为是

的描述机制和良好推力能力来实现中文叙词表本体的

这个概念最正规、最合适的表述形式，且具有唯一性，

一致性检测、语义关系扩展和未来多个中文叙词表本

因此完全可以在ＵＲＩ中直接用作概念的文字表述（中

体的映射、集成。

文叙词简短连续，尤其适合），而首选词与非首选词之

本项目正式实施时笔者对参考文献［４３］中的类

间是一种等同关系，在它们之间定义一个表示等同（入

定义和属性定义作了修改和扩展，使其能够较普遍地

口）关系的属性即可。序号是人为指定的符号，主要用

适应我国现有中文叙词表的形式化表示要求，并参考

于实现，本身并没有语义，确实需要的话可以作为概念

ＳＫＯＳ标准草案的原语对若干属性名称作了一些修改，

的一个属性出现（如ＮＣＩ叙词表ＯＷＬ版本的做

尽量与ＳＫＯＳ保持一致。中文叙词表本体的详细类定

法ｕ刮）。这样，概念之间的关系可以直接在具有人类

义和属性定义见表１和表２。这些类定义和属性定义

可读性的概念表述之间定义和表示，好处是：大幅提高

构成了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的ＴＢｏｘ，他遵从ＯＷＬ ＤＬ规范，

文件的人类可读性，易于发现概念间的错误关系，同时

可实现完全的推理。主要创新点如下：

可简化检索、一致性检测等功能的实现复杂度。

（１）采用面向概念模式Ⅲ１，以概念为中心，关系属

从Ｗ３Ｃ于２００７年５月发布的工作草案ＳＫＯＳ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Ｕｓｅ

性只针对概念而声明，并直接以叙词作为概念的表述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一¨中可以看出，为显示和检索目

形式，取消非叙词款目及“用”关系的相应表述。此举

ｏｆ ｒｅｌａ．

大大缩小了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ｍｓ的容量并简化了实现过程。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已被列为已接受需求（Ａｃ．

（非叙词的入口作用通过检索实现，书本格式中的非叙

的而实现概念之间关系的表示（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ｐｔｅ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之首（Ｒ—Ｃ０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同

时，使用ＯＷＬ来扩展特殊概念类型、用ＯＷＬ为词表进

词款目可通过程序自动生成）；
（２）参考ＡＮＳＩ／ＮＩＳＯＺ３９．１９—２００５Ⅲ１的第８节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ＴＵＳ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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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类定义
类名称

含义

ＯＷＬ定义或说明（以《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为例）
＜ｏｗｌ：Ｃｌａｓｓ

ｒｄｆ：ＩＤ＝”Ｃｏｎｃｅｐｔ’’／＞

概念。词表中所有概念（将正式主题词视为概（定义Ｃｏｎｃｅｐｔ类）
念）都是这个类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成员，实例）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ｒｄｆ：ＩＤ＝”考古学”／＞

，、

∽”ｅｐ‘

！壁鉴竺！！！暨！耋鲤塞倒：：耋直堂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

一般通用概念，是Ｃｏｎｃｅｐｔ的子类

总论复分对照表中列出的丰题概念是这个类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时代概念，是Ｃｏｎｃｅｐｔ的子类

包括国际时代表、中国时代表表中列出的主题概念及辅助表九“通
用时间、地点复分表”中列出的通用时间概念

ＷｏｒｌｄＥｒａＣｏｎｃｅｐｔ

世界时代概念，是ＥｒａＣｏｎｃｅｐｔ的子类

辅助表四“国际时代表”中列出的主题概念是这个类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ｉｎａＥｒａＣｏｎｃｅｐｔ

中国时代概念，是ＥｒａＣｏｎｃｅｐｔ的子类

辅助表五“中国时代表”中列出的丰题概念是这个类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ｃｅｐｔ中国民族概念，是Ｃｏｎｃｅｐｔ的子类
ＮＴｅｒｍ

Ｎｏｎ—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ｅｒｍ，非正式主题词（非叙词）

８ｒｏｎｄｅｒ

＋Ｂ“恤ｎ“咖
。

．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

：竺：！竺
，、

’１、８”ｗ刚“８ｔ“ｃ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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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词

（扩展）
）。具有传递性。与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Ｃ，ｅｎｅｆｉｃ 互逆
Ｂｒｏａｄｅｒ的子属性。表示实例关系（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实例关系上位词
（扩展）
ｓｈｉｐ）。具有传递性。与Ｎａ肿ｗｅ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互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ＢＴ

鏊芝燮三鳖鐾：：＝＝燮竺±竺！竺
下位词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的子属性，表示类属关系（Ｇｅｎｅｔｉｃ∞ｌａｔｉｏｎ－类属关系下位词
（扩展）
８ｈｉｐ）。具有传递性。与ＢｒｏａｄｅｒＧｅｎｅｒｉｃ瓦逆

。州８”ｗｅ舭“ｅｒｉ。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Ｂｒｏｎｄ等ｅ篓熬驾炳烁‘襞幽ｍ黼社翎ＢＴＧｓｈｉｐ

具有传递性。与Ｂｒｏａｄｅｒ瓦逆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

所有非叙词（ＪｋＮｉ，司）都是这个耋塑！！！！曼ｄｕａｌ

具有传递性。与Ｎａｒｒｏｗｅｒ互逆

·ＢｒｏａｄｅｒＧｅｎｅｒ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辅助表六“中国民族表”中列出的主题概念是这个类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的子属性，表示实例关系（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实例关系下位词
（扩展）
ｓｈｉｐ）。具有传递性。与Ｂｒｏａｄｅｒｌｎｓｔａｎｃｅ互逆

属Ｓ

…
１４ｑｌ＇ｌ

ＮＴ

＾Ｉ＂
““

Ｍ
““

分Ｆ

总第１７４期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表示行为／产品（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关系

ｊｉ髦ｆ品相关词
（扩展）

ＲＴＡＰ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的逆属性

囊蹩亨为相关词
（扩展）

ＲＴＰｄＡ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表示行为／属性（Ａｅｄｏ．／Ｐｒｏｔｚ．ａｙ）

ｊ掣笔号性相关词硼，ＡＰｐ
…～”
（扩展）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逆属性

曼丝争为相关词
（扩展）

ＲＴＰｐＡ

｝Ａｃ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表示行为／目标（Ａｃｔｉｏｎ／Ｔａｒｇｅｔ）关系

凭型Ｐ标相关词
（扩展）

ＲＴＡＴ

·Ｔａｒｇａ＿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Ａｃｔｉ伽Ｔａｑ鲥的逆属性

只髦专亍为相关词

ＲＴｒＡ

·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

Ｐｒｅｄｕｅｔ．．Ａｅｆｉ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扩展）

善糕是铲示概念或物缈性原‰唧Ｗ啡凳臀警蝴嘲ＲＴＣＯＰ
ｊ训ｎｏｐ雠ｙ）关系

关词（扩展）

眺ｅｄ的子属性，Ｃｏ．ＯｒＯｂｊ＿脚螂的：逆Ｊ蕃性羹嚣鬻物体相ＲＴＰＣＯ

‘‰０删埘咖娜 紫摇黩表示概念或物懈泓娜”啡翳麓鬻来源相ＲＴＣＯＯ
·ｃｈｉ西Ｉ硌＿ＣｏｎＯｒＯｂｊ

ｊｅｃｔ／０Ｉｉｇ．眦）关系

关词（扩展）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ＣｏｎＯｒＯｂｊ＿Ｏｒｉｇｉｎｓ的逆属性

羹孑葛繁物体相ＲＴＯＣＯ

怒鬣当耥徽僦誊裂黧徽盖一
（Ｃ０ｎｏｅｐｔ啊Ｏｂｉｅｃｔ／Ｍｅ鼬叫硼暑ｌｌ耄Ｕｌｌｉｔ

ｏｒ

Ｍｅｃｌｌａｌｌｉ鲫）关系－ｊ：：……～。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Ｃｏ．ＯｒＯｂｊ＿Ｍｅａｓｕｒｅ的逆属性
·砌拙旧ｉａＩ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Ｐｒｅｄｕｃｔ．删

念或物体相关词ＲＴＭＣＯ
（扩展）

嚣辫子黜＇标黝彬糯‘晰酬７ Ｍ豁黼相翔ＲＴＲＭＰ
ｕ刚关系

（扩展）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的逆属性

囊蹩孽材料相关词ＩＴＩＰＲＭ
（扩展）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表示学科或领域／对象或从业者（Ｄｉｓｃｉ一
汕ｍ
｝ＯｂｊＯｒＰｒａｃ ＤｉｓｃＯｒＦｉｅｌｄ

。‘。‘

ｏｒ

Ｆｉｅｌｄ／０ｂｊｅｃｔ∞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的子属性，ＤｉｓｅＯｒＦｉｅｌｄ＿ＯｂｊＯｒＰｍｅ的逆属性

学科或领域／对象或
ＲＴＤＦＯ
从业者相关词
（扩展）
对象或从业者／学科
或领域相关词（扩ＲＴＯＤＦ

Ｄａｔａｔｙｐ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注：表中带“｝”号的是扩展的子关系属性，参考ＡＮＳＩ／ＮＩＳＯ Ｚ３９．１９—２００５制定。相关关系的子关系属性对应的叙词表标识是由笔者自
定义的（粗体英文标识，在相应的标准中尚未明确定义）。在用户界面中，这些扩展关系的详细解释将随鼠标指针指向相应关系名（Ｌａｂｅｌ）而出
现（悬停），以便于用户理解和判断。）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对Ｂｒｏａｄｅｒ，Ｎａｒｒｏｗｅｒ和Ｒｅｌａｔｅｄ三个属

子关系的推理。

性分别进行了子属性扩展，同时保留原有的三个父属

在实际转换中，不同的中文叙词表可以根据其自

性，并规定两个概念之间的这三种关系不能既声明为

身的特点选用其中的某些定义。分类号属性可以根据

父属性又声明为子属性，只能二者择一（通过一致性检

需要进行扩展。Ｃｏｎｃｅｐｔ的子类类型和相关关系子关

测机制保证）。此举利于将初始的粗粒度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

系类型在未来的发展中也可以根据需要增加。

ｌ＇ａｓ逐渐演化为细粒度本体，从而支持基于概念间具体

笔者认为，对于中文叙词表这种控制程度高、结构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ＴＵＳ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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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ＳＨＵ田

严谨的ＫＯＳ而言，适合定义一个ＯＷＬ应用子集来满

成的多个ＯＴＣＳＳ原型系统Ⅲ’舾】，证明了这种表示法具

足其形式化表示和进一步扩展要求。以上定义比较简

有广泛的适应性，有利于快速实现现有中文叙词表的

洁、严谨，能够基本满足国内现有的１００多部中文叙词

本体化升级和网络共建共享。

表的形式化表示和一般扩展细化要求，可以作为基本

目前国际上语义ｗｅｂ界的研究普遍缺乏实践支

应用子集使用。在将来的实践中若发现有其他的需

持，亟需大量的实践来推动理论的进展和规范的成熟。

求，可以再吸收ＳＫＯＳ的一些原语（将其改造成符合

笔者认为，我国图书情报界有能力在中文知识组织系

ＯＷＬ ＤＬ规范）或扩展定义相应的ＯＷＬ类和属性。

统的构建和服务方面，依托已有的理论、实践成果和人
才优势，大力推进中文知识组织系统的网络构建和网

６

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功能简介

络服务，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与国际标准

以上述定义为基础的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

兼容的中文知识组织系统规范体系。

统（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Ｃ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ＴＣＳＳ）已实现以下功能：
（１）可将已有中文叙词表文本自动转换为ＯＷＬ
文件（初始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２）实现了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的网络共享应用功能，

誊参最《＝＝＝＝；］

ｌ参考文献： ，ｉｍ≈＊‰女＊ｚ＃衙＃＃∞㈣鼎酶％％勰∞女∞ｍ☆∞‰∞＆镕缬‰‰∞ｔ箍＆‰％《‰４‰《‰赫∞％∞蕊
。霪
鞲‰

［Ｉ］ＮＫＯ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Ⅲ－

ｉｃ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０８—０７—０６］．ｈｔｔｐ：／／ｎｋｏｓ．ｓｌｉｓ．ｋｅｎｔ．ｅｄｕ／．
［２］王军，张丽．网络知识组织系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Ｅ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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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１７个服务函数）。
（３）实现了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ｍｓ的一致性推理检测机
制。可对初始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进行一致性检测，找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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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中文叙词表的原有错误；在共建和修订过程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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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运行。
（４）实现了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ｍｓ的网络化用户共建和修
订专家维护所需的各项功能，解决了中文叙词表本体
的及时更新问题。
该系统的整体研究和若干功能的实现请参见本项
目资助发表的其他成果论文，本文不再赘述。这些功
能的顺利实现表明，中文叙词表本体的定义是科学的、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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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１７４期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１４］ＳＫＯＳ Ｃｏｒｅ Ｇｕｉｄｅ：Ｗ３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ｒａｆｔ 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ＥＢ／

ＯＬ］．［２００７一０６一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ＴＲ／２００５／ＷＤ—

Ⅳ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１９９１，１２（３）：３６—５６．

ｓｗｂｐ—ｓｋｏｓ—ｃｏｒｅ—ｇｕｉｄｅ一２００５１１０２．

［１５］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Ｇｏｌｂｅｃｋ，ｅｌ ａ１．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ＥＢ／ＯＬ］．［２００４一０３一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ｉｎｄ－

［１６］ｎｃｉ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ｗ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０３．０９ｄ）［ＥＢ／ＯＬ］．［２００４—０３—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ｉｎｄｓｗａｐ．ｏｒｇ／２００３／Ｃａｎｃ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Ｍｏｎｏｌｉｎｇｕ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ＥＢ／

ＯＬ］［ｓ］．［２００５一１２—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ｉｓｏ．ｏｒ∥ｇｔ∞ｄａｒｄ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Ｚ３９—１９．ｈｔｍｌ．

［１８］ＢＳ８７２３。Ｓ呐ｅｔｕｒｅｄ

［１９］戴维民．中国情报检索语言５０年研究论纲［ＥＢ／ＯＬ］．［２００５一
ｌＯ一１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ｈｉｎａｌｉｂｓ．ｎｅｔ．
［２０］Ｓｔａａｂ Ｓ，Ｓｔｕｄｅｒ Ｒ．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Ｍ］．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

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ＯＬ］．［２００８—０２一１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ｓｅｅｎｔｅｒ．ｅｄｕ．ｅｎ／ｂｌｏｇ／
ｓｈｉｌｉｏｎ／ａｒｅｈｉｖｅ／２００８／０１／３ｌ／８７３．ｈｔｍ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ｏ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ｕｍａｎ—ｔｏ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５，４３（５—６）：９０７—９２８．

【３５］Ｂｏｒｓｔ Ｗ 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ｕｓｅ［Ｄ］．Ｅｎｓｃｈｅｄ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ｅ，１９９７．

［３６］Ｓｔｕｄｅｒ Ｒ，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Ｖ

Ｒ，Ｆｅｕｓｅｌ 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Ｄａｔａ＆Ｘ，Ｍ，ｗｔｅａｇｅ砌驴咖，１９９８，

２５（１—２）：１６１—１９７．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ｔｉｅｗ

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３８］Ｓｋｅｓ ＡＰＩ［ＥＢ／ＯＬ］．［２００８一０４一０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Ｓ／

ｄｒｅｆｔ／．

［４０］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Ｒｅｃｉｐｅ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ＲＤＦ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ＥＢ／ＯＬ］．

—ｖｏｅａｂ—ｐｕｂ－２００８０８２８．

［４１］ＳＫＯＳ Ｕ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Ｗ３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７）：６一ｌＯ．

［２４］Ｍｏｒｅｉｍ Ａ。Ａｌｖａｒｅｎｇａ

Ｌ，Ａ．ｄｅ Ｐａｉｖａ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Ｓｙｎ—

Ｍｅｔｈｏｄ［Ｊ］．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２００４，３１（４）：２３１－２４３．

［２５］李景，钱平．叙词表与本体的区别与联系［Ｊ］．中国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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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曾新红.林伟明.明仲.Zeng Xinhong.Lin Weiming.Ming Zhong 中文叙词表本体一致性检测机制研究与
实现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5)
研究中文叙词表本体(OntoThesaurus,即基于中文叙词表建立的本体知识库)的一致性检测机制,并将其应用在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
(OTCSS)的修订意见提交、叙词表本体更新和全局检查等相关过程的实现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2.期刊论文 曾新红.明仲.蒋颖.林伟明.胡振宁.张水英.Zeng Xinhong.Ming Zhong.Jiang Ying.Lin Weiming.Hu
Zhenning.Zhang Shuiying 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研究 -情报学报2008,27(3)
本文阐述了中文叙词表本体(OntoThesaurus,即基于中文叙词表建立的本体知识库)共建共享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总体结构.描述了中文叙词表转换为
OWL本体的扩展TBox定义,叙词表文本的ABox实例自动转换,OntoThesaurus的一致性检测机制;OntoThesaurus在图书情报界及语义Web界的广泛共享应用前
景;在共享应用中采集标引员、领域专家和一般检索者知识实现本体共建和动态完善的完整过程.最后对我国叙词表编纂机构快速实现现有中文叙词表(主
题词表)的网络化共建和共享服务提出了建议.

3.学位论文 谷建军 基于叙词表的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建模方法研究 2006
1.前言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医药文献数字化研究的开展，中医古籍文献数字化工作已经走过了几个阶段。从200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的重点研
究专项“中医药古代文献资源数字化关键问题研究”的起步阶段，到2001年国家科技部基础工作重大项目“中医药科技信息数据库建设”项目，再至
2003年国家科技部医学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系统“中医药学科学数据共享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中医古籍文献数字化已成功研制出“中医本草文献数据库
”、“中医方剂文献数据库”，在全国三十余家中医院校和和研究机构的参与下，成功构建了我国第一个中医古籍文献知识库，目前已收录了本草、方
剂类古籍260余种，6000余万汉字，并于2003年实现了网络运行。
在数字化工作的研究中，导师柳长华教授提出的基于“知识元”的中医古籍计算机知识表示方法在知识库建设中取得了进展，基本形成了一套较成
熟的建库技术。
以这种技术建立的数据库使知识的查询更加精确，避免了大量冗余信息的出现，使用户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信息爆炸的困扰。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
题又出现在查询者面前，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孤岛”现象。
古籍数字化的功能不仅在于一般的信息查询，更重要的是古籍文献中的知识发现。普通的数据库难以达到知识挖掘的深层次要求，古籍数字化的目
标是建设知识库。
2.知识库系统的原理从知识的使用角度来看，知识库是由知识和知识处理机构组成，知识库形成一个知识域，该知识域中除了事实、规则和概念之
外还包含各种推理、归纳、演绎等知识处理方法。
知识库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知识库和推理机构。知识库对知识进行存储和管理，推理机构是推理机使用知识库内的知识执行推理的机构。如果一

个系统具有能用计算机所存贮的知识对输入的数据进行解释和推理，并有对其进行验证的功能，则该系统称为知识库系统。
知识库系统的实现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知识库的处理过程分为二个层面：先将知识由底层数据经过一系列加工，如分类、
归纳、综合等处理过程而得到上层信息，称为知识表示。这种信息再经过解释、比较、推理得到我们所获取的知识，即知识推理的过程。
为了实现知识推理，一种基于本体的知识表示方法成为各个领域构建知识库推理系统的首选。
3.本体的概念、作用与分类本体(Ontology)起源于哲学领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定义Ontology为“对世界客观存在物的系统的描
述，即存在论”。Ontology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系统的解释或说明，它关心的是客观现实的抽象本质。Ontology这个哲学范畴，被人工智能界赋予了新的
定义，从而被引入信息科学中。
目前普遍接受的本体定义为：共享概念模型的形式化规范说明。从内涵上来看，本体是领域(可以是特定领域的，也可以是更广的范围)内部不同主
体(人、机器、软件系统等)之间进行交流(对话、互操作、共享等)的一种语义基础，即由本体提供一种明确定义。Ontology自身所要实现的目标，即
：“在人类和应用系统之间实现共享和相互理解”。
Ontology能够将领域中的各种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显示地、形式化地表达出来，从而将术语的语义表达出来，因而在语义查询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自W3C主席TimBermem-Lee在1998年首先提出了语义web的概念之后，Ontology正在成为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本体强调相关领域的本质概念，同时强调这些概念之间的关联。本体论可以有效地表达知识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基于本体论的知识库系统可以建立
有效的知识表达体系，揭示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体技术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知识库系统的性能：可重用性、知识获取、查找智能性、可靠性、规范定义、任务解析、可维护性。
本体通常可分为以下几类：领域本体、通用本体、应用本体、表示本体。本文关注的是本体类型中的领域本体，主要讨论如何运用Ontology技术构
建中医古籍领域本体。
4.本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创新点本文通过对本体的国内外研究与发展现状的考察，根据中医古籍数据库的实际情况，在知识推理层面提出了建设面
向中医古籍数据库应用的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的设想。参考国内外领域本体的建设方法，论述了利用叙词表建设领域本体的优势，提出了基于叙词表
的适合中医古籍数据库应用的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建设方法。最后通过一个实例阐述了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的具体建设方法，为中医古籍数据库的
进一步建设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参考。
研究意义：中医古籍知识库建设的要求；中医古籍知识深入整理研究的要求；便于网络中医古籍文献资源的统一管理。
研究方法：文献调研法、概念分析法、本体构建法。创新点：在中医古籍文献数字化领域提出建立本体系统的设想；分析了适合中医古籍文献数据
库的本体表示语言和编辑工具；提出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的建设目标；设计了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的建设方法；建立了一个以“病证”概念为核心
的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模型。
5.本体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外主要研究现状：①理论深化研究；②信息系统中的应用；③本体作为一种能在知识层提供知识共享和复用的工具在语
义网中的应用。
国外较为知名的本体知识系统：WordNet、FrameNet、GUM、SENSUS、OntoSeek、Cyc、HowNet和SUMO等。国内主要研究现状：我国本体的研究尚处于
起步阶段，一个是对W3C发布的关于本体的外文资料的翻译，一个是主要为面向应用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际应用都相对落后于国外。
面向中医药领域的研究主要有：浙江大学网格计算实验室开发的基于语义的中医药信息本体虚拟组织模型——DartGrid服务栈；北京中医药大学和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开发的基于本体的中医专家临床病案知识库。
6.领域本体的构建20世纪50年代叙词表得到了很大发展，成为主题检索的主要语言，各国拥有的叙词表数以千计，并涵盖了各个领域。从一定意义
上讲，叙词表可以说是一种轻量级本体(Light-weightOntology)。基于叙词表构建领域本体有诸多的的优越性，目前人工智能界普遍推荐利用叙词表构
建领域本体。
中医古籍文献叙词表与本体的关系：中医古籍文献叙词表表示的是中医古籍文献中包含的概念，概念来自于古籍内容与古籍本身，是对中医古籍文
献的客观反映。
叙词表表示的是树状结构，这种树状结构反映了古籍文献内部的自然构成方式。叙词表的结构是可见的、清晰的，可称为显性结构。领域本体继承
了叙词表的树状结构特征。本体更重在表示一种概念之间的隐含关系，这种关系是模糊的，不明显的，可以称为隐性结构。相对来说，本体的反映更微
细，更深入，为文献中的知识关联提供了可实现的途径。叙词表或本体是对体现古籍内涵的概念的集合。
领域本体的建模元语：(概念)类、属性、函数、公理、实例。
建模语言：选用OWL语言。本语言的优势在于：基底层语法符合XML标准格式；为W3C推荐的标准本体编辑语言，便于与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交换；支持
多种语言输入，并支持中文；网络中有免费教学手册，便于下载学习。
编辑工具：选用Protégé-2000。其优势在于：界面友好，具有图形化的用户界面；版本更新速度快，目前已发布了3.1.1版；支持多种语言格式，支
持中文编辑；本体文档可以不倚赖于本体编辑器进行代码修改，方便与数据库的连接；网络开放资源；是W3C推荐的本体编辑器；是基于XML的本体标记
语言，多种存储格式，可以适应不同需要。
构建方法：选用斯坦弗大学医学院开发的七步法。7.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模型(病证模型)的构建元数据(Metadata)就是数据之数据，或描述原始
数据的独立数据。元数据是针对网络信息标引发展起来的，它以Web页作背景，通过元数据将Web信息组织起来，构成基于元数据的有序信息系统，为网
络信息资源的组织提供了重要手段。其主要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在于信息处理。
根据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室的最新研究，中医药古籍元数据包括三类概念：一是表达古籍外部特征的元数据，称为书目元数据；二是表达古籍内部
篇、卷、章、节层次特征的元数据，称为书体结构元数据；三是表达古籍知识单元内容的元数据，称为语义元数据。本领域本体模型以“语义元数据
”为核心概念集，以“病证”语义元数据及其包涵的概念为中心建立本体模型。
有关病证与其他概念间的关系主要有二类：等级关系，包括上下位关系和实例关系；非等级关系，包括同义关系、交叉关系、排斥关系等。
以《诸病源候论》“风痉候”为例，为本体添加类和实例：“风痉候”条文：“风痉者，口噤不开，背强而直，如发痫之状。其重者，耳中策策痛
；卒然身体痉直者，死也。由风邪伤于太阳经，复遇寒湿，则发痉也。诊其脉，策策如弦，直上下者，风痉脉也。”
“风痉候”的概念等级链为：病证——风病——风痉。条文中与与本概念相关的其他概念有：证候表现、预后、病因、病位、脉象。添加到本体中
，如图所示：
8.讨论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概念十分丰富，概念间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本体系统的建设，应根据实际需要分阶段完成。本文将中医古
籍文献领域本体的研究目标分为二个阶段：
长期目标：建立相对完整的中医古籍文献领域本体系统平台。建立本体的中英文对照词表，便于与世界接轨。
短期目标：根据数据库建设的需要，分别以本草、方剂、病证为中心概念，开始本体系统的建设。

4.期刊论文 曾新红.林伟明.明仲.Zeng Xinhong.Lin Weiming.Ming Zhong 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检索实现及其术语学
服务研究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8,""(2)
在简单介绍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OTCSS项目背景的基础上,阐述实现中文叙词表本体网络术语学服务(OntoThesaums -TS)的意义.详细描述
OntoThesaums的检索实现方法,以及其术语学服务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并对OntoThesaurus的术语学服务提出进一步研究计划.

5.学位论文 付佳佳 基于叙词表的领域本体建模研究 2006
众所周知，叙词表是一种为解决信息的主题排序而创造的人工语言，它的本质是对自然语言中的词汇进行选择、规范、并揭示其间相关关系，由此
形成受控词汇的集合，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大量的文献如何被方便科学检索的问题。然而，WWW是当今主要的网络信息的集散地，不仅汇聚了海量的
信息，而且信息数量正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随着数据量的激增，WWW上大量分布的无结构和半结构化数据日益加剧信息检索的困难，因此，如何组织
海量的数字信息，并为用户提供精确高效的网络检索服务成为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这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知识组织工具如叙词表、分类表等在网络环
境中适应性的争论。尽管叙词表和分类法等传统知识工具已开始在网上发展，但是对机器语言来说，其互操作性和表达性仍比较差，为此人们提出了本
体这种能在语义和知识层次上描述信息系统的概念模型建模工具。领域本体构建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首先，领域本体的目标是捕获相关领域的知识，确定该领域内共同认可的词汇，并从不同层次的形式化模式上给出这些词汇之间相互关系的明确定
义。从而实现人们对同一客观事物的共识，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事物的标准。即为人类认识活动构建顶层概念框架。
其次，本体更加突出知识共享的功能，尽管二者都对概念间等级关系、相关关系进行了揭示，但本体更着眼于给出人类事物认识的知识(或领域知识

)总框架，因为在本体的一个实体中每个概念都有其属性信息、实例信息，而这些在词表系列中则少有展示，很多已经涉及到专业词典中的知识，因此说
一个本体是一个人类知识(或领域知识)体系的汇总毫不夸张。
最后，本体的出现还是为了设计一种机器可以理解的语言。通过本体可以克服计算机系统之间的语义鸿沟，实现某个领域内不同主体(人、机器、软
件系统等)之间的对话、互操作、知识共享等目的，于是它被认为是一种共享的概念模型的形式化的规范说明。其中形式化就是指应该是机器可读(可理
解、可操作)的意思，而这也成为了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下应用研究的主题之一。
领域本体的构建体现了目前的趋势，但是原本属于本邻域的叙词表是丢弃还是融合?这是本文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叙词表和领域本体之间有
许多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使得基于叙词表来构建领域本体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由于某学科领域的叙词表包括本学科领域中相对比较完整的术语(叙词
)，因此这些术语(叙词)可以为本领域本体中的概念的创建提供指导；另外，叙词表中的限义词、涵义注释、等级关系、词间关系，为领域本体中概念的
属性、实例以及关系的创建可以提供线索和指导，这些指导将为领域本体的创建者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基于叙词表构建的领域本体至少在本领域
的概念方面应该是比较完整的。叙词表可以说是图书馆情报界为信息检索提供的知识财富，其作用和原理与本体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能利用现存的叙
词表，将其转换为相应的领域本体，必将使领域本体的建立事半功倍。
本文在第一章中，研究了本体在改善对知识管理方面的作用，论述了建立领域本体这一课题的意义，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本文的章节安排。在
第二章中，系统地研究了本体的理论，从本体的定义、分类、描述语言和建模工具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而在第三章，研究了叙词表的概念、应用现状
，并分析了叙词表在表达语义方面的局限性和本体在此方面的优势。为了提高论述的有效性，本文还以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了这一点。在第四章，根据前
文的论述，总结并分析了叙词表和领域本体的区别与联系，论述了基于叙词表建立领域本体的可行性和优越性。第五章，本文又研究了当前本体建模的
主要的方法，并在总结这些方法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叙词表建立领域本体的方法。在第六章，本文通过对食品安全领域本体的建模这一实例
，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方法。在这个实例中，笔者自行开发了一个由叙词表的词间关系向领域本体的概念间关系转化的系统，从而实现了基于叙词表建立
领域本体的关键一步，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七章，文章对全文作了一个总结，提出了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对未来工作的展望。
本文采取了文献调查、案例佐证、技术对比等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研究了基于叙词表的领域本体的建模。但是，由于国内对于本体的开发方
法以及如何构建领域本体研究的较少，对基于现有的叙词表构建领域本体的研究，也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同时限于个人的能力和水平，笔者仅对本
体及叙词表的理论，基于叙词表构建领域本体的可能性及方法进行了相当粗浅的研究；另外，由于任何一个领域本体的构建都是相当复杂的，而且需要
该领域的专家的参与，同时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是一个人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因此，笔者开发的系统还没有广泛地得到验证，所构建的领
域本体模型也比较简单，一部分功能还没有完全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些都是笔者将来要做的工作。

6.期刊论文 李娜.任瑞娟 叙词表、分类法与分布式本体 -现代情报2007,27(12)
本文分析叙词表、分类法与分布式本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各自的属性,探讨了三者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基于叙词表、分类法与分布式
本体模型的设想.这种分布式本体是在语义和知识层次上描述信息系统的概念模型建模工具.通过对这种分布式本体的机理与实现方法的分析与总结得出
结论:基于叙词表、分类法构建的分布式本体是在分布异构的网络环境下探索知识发现、知识组织、知识检索、知识服务的有效途径,是智能网络服务的
必然归宿.

7.会议论文 曾新红.林伟明 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OTOSS的设计与实现 2007
阐述了中文叙词表本体(OntoThesaurus,即基于中文叙词表建立的本体知识库)共建共享系统OTCSS的设计与实现方法,并对我国叙词表编纂机构利用
本系统快速实现现有中文叙词表(主题词表)的本体转换和网络化共建共享提出了建议。

8.学位论文 鲜国建 农业科学叙词表向农业本体转化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2008
在当今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信息资源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国家科技进步与创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信息的收集、加工、存储、传输和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信息资源呈指数级增长。大量的信息给人们的工作、生
活和学习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的同时，又使人们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之中。如何组织、管理和维护海量的信息资源并为人们提供高效优质的信息服务成为
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本体(ontology)作为一种能在语义和知识层次上描述信息系统的概念模型建模工具，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已受到
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成了研究的热点，而本体构建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本文对本体和叙词表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详细论述，分析得出了叙词表向本体转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使用当前最新的本体描述语言--网络本体语
言(WebOntologyLanguage，简称OWL)，成功地将《农业科学叙词表》(以下简称《农表》)中的叙词(包括正式叙词及非正式叙词)及词间关系进行了表示
和描述。在此基础上，设计和实现了一个转化系统，能够自动批量地将词表中的知识结构和语义关系转化到农业本体中。基于叙词表来构建领域本体
，不仅为构建领域本体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也可以加快本体的构建进程，还能提高本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本文还在本体应用方面进行了探索，基于转化得到的农业本体构建了一个智能检索原型系统，在智能导航、自动扩大检索范围和跨语言检索等方面
都进行了初步尝试。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能提供较友好的导航功能，检全率也有一定的提高，还可以实现简单的跨语言检索。如果能进一步丰富和完
善这些功能，将能大大提高传统检索系统的性能，也将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实际的使用价值。

9.期刊论文 Choi Suk-Doo.王一丁 利用叙词表开发本体 -数字图书馆论坛2007,""(5)
文章提出了一种构建大规模韩语叙词表的方法,这种叙词表可用于在各种不同领域内提高检索性能.目前它主要用于标引以及检索过程,新的词汇也正
源源不断地添加进来.随着韩语中对于检索性能的新需求的不断增加,开发一个大规模的本体系统应当是必要的,因而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的目标就是把现
有叙词表转变为一个本体系统.文章将描述叙词表是如何构建的,并指出如何将其演变为一个本体系统的基础.

10.期刊论文 仓定兰.CANG Ding-lan 基于叙词表的领域本体半自动构建的研究和实现 -科学技术与工程
2009,9(24)
如何组织、管理和维护海量的信息资源并为人们提供高效优质的信息服务,本体(ontology)作为一种能在语义和知识层次上描述信息系统的概念模型
建模工具,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已受到国内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对本体和叙词表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详细论述,并利用网络本体语言(Web
Ontology Language,OWL),将叙词表中的叙词及词间关系进行了表示和描述.设计和实现了一个转化系统,能够自动地将叙词表中的知识结构和语义关系转
化到领域本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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