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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简单介绍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下ｃｓｓ项目背景的基础上，阐述实现中文叙词表本体阏络术语

学服务（Ｏｎｔｍｅｓａｕｎｌｓ一偈）的意义。详细描述Ｏｎｔｍｅｓａｕｍｓ的检索实现方法，以及其术语学服务应用场景舆型
案佬，并对０珏ｌ涵ｅ黼珏掰ｓ懿术语学曼受务提爨进一步磷究计翘。
概念检索ＳｐＡＲＱＬ查询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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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攀系统（ＯＴＣＳＳ）”应用本体技术实现了中文叙词表的形式化表示及萁扩展（即０ＷＬ
格式的Ｏｎｔｏ鸭ｅｓａｕｒｕｓ，中文叙词表本体）以及一致性检蠢机制，并可在中文叙词表本体的共享应用服务中及时采
集主题标引员、领域专家、ＯＰＡＣ用户及其德用户提爨的新谲／谲阀关系和箕他修订意觅，经统计分析君提供给修
订专家参考，结合本体推理技术毕自动实现中文叙词表本体的动态完善。
重

实现中文叙词表本体网络术语学服务（０嫩蕊ｅｓ聪掰ｓ一弱）的意义
本系统为ｏｎｔｍｅｓａｕｒｕｓ开发的网络术语学服务是交互式的、面向用户的服务，功能包括多途径一般检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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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义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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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Ｃ州瑚１）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视角理论及冀在本体集成中的应用”（项目编号：６０６７３１２２）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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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检索（组配检索），叙词歉目详细信息展示，获得所

的问题有：

需叙词及其相关信息（如分类号／入口词／英译名／指定
关系攘关概念等）。鼹户零ｊ耀这些黢务，可泼发瑷、获

第２期

（１）选择合适的本体查询语言实现对０ｗＬ格式
Ｏ魏自疆ｈｅｓ甜燃ｓ的检索。

得所需的概念术语及其相关信息，并可应用到任何界

（２）除了按主题词（入口词）方式进行检索外，还

面（如编目标引、０ＰＡｃ检索、搜索引擎、数据库检索等

需要考虑实现从分类号、叙词的樊译名等途径进行检

雾瑟），进行检索、查诲扩袋（英文扩麓，羁义词扩震，

索，帮实臻◇难涵ｅｓ舔摊ｓ的多途缝检索。
（３）由于用户对需要检索的内容存在不确定因

上／下位词扩展，指定关系扩展等）、查询重构、分类／主
题标引、翻译等正作。
与传统的调表服务方式穗院，审文叙诿表本体鼹
络术语学服务的优势是明盟的：用户可以通过Ｉｎｔｅｍｅｔ

索，因此除了提供精确检索模式外，还需要提供前方一
致（前方匿懿）、任意一致（｛王意蕊配）检索攘渡。勇终，
还需要提供高级检索模式实现多种途径的组配检索。
（４）需要提供友好的检索界丽以方便用户使用，

对叙词表本体进行访问，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叙词
表本体是用户可觅的、直观酶，可以冀芷成为连接标弓｜

棱索速度必须麓够满怒用户酶需要。

者与检索者的桥梁，从而大大提高标引和检索的效率；

２．２面向本体的检索技术

网络他的服务方式霹使叙调表本体超越图书馆专业范

实现Ｏｎｌｍｅｓａｕｒｕ￥的检索稳赖于面向本体的检

围，实现更广泛的共享应用，为广大网络用户提供方便

索语言积检索工具酶支持。磊蘸存在的本体查询语言

快捷的术语学指导。

主要有ｕ１：ＩＣＳ—ＦＯＲＴＨ ＲＱＬ，ＩＬＲＴ ＳｑｕｉｓｈＱ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ｄｉ一

人嬲在信息检索时总是希望能最快最有效她获得
最有价值的信患。对于同～概念，不同的用户可能使

辩把ｎｓｉ傩ＲＤＦＱＬ，ＲＤＦ如￡ｉｌ，ＶＥＲＳＡ

ＲＤＦ查询语言，喇一

凇，咧Ｑｂ，Ｏｎｔｏｐ主ａ豫ｏｇ，ＯＷＬ—ＱＬ，ＲＤＱＬ，ＳＰＡＲＱ己

用不同的术语来进行检索。传统的关键词匹配方式在

等。当前，阑际万维网联盟ｗ３Ｃ主要致力予ＳＰＡＲＱＬ

检索过程孛只进行麓单懿字符串嚣黧，＿并不考虑语义

检索语言的研究。同时，本体的应咫软｛牛开发包（如

信息，缺乏知识理解能力，因此不可能有很高的焱全率

ＨＰ公司开发的Ｊｅｎ８）也纷纷涌现，很多开发包直接提

和查准率。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概念检
索（或智能检索＞。实瑷概念检索需要知识组缀系统
（如叙词表）的帮助。中文叙词表本体以形式化模式
明确定义了领域内概念的各种属性，泼及概念翔概念
之闻的关系，并以使用者焚建的形式实现动态更新完
善，因此，与传统叙词表相比，它能够更好地解决语义

层次上的闻题。通过使震Ｏｎ棚ｌｅｓ鑫ｕ戢措一稿，溺户可
以很方便地从主题词、入瞄词、分类号、英译名等多种
途径查找到所美心的概念，获得此概念及其相关信息，

供检索本体的函数。
经过爱复试验，笔者选择采照ＳＰＡＲＱＬ语言襄王｛Ｐ

公司开发的开源软件开发包Ｊｅｎａ来实现Ｏｎｔｍｅｓ卸ｎｌｓ
的检索。
２．３

Ｓ熬鼬毛检索诿害
ｓＰＡＲＱＬ检索语裔∞１是ＲＤＱＬ检索语畜的扩展，

目前是Ｗ３Ｃ的工作草案，而将来可能成为Ｗ３Ｃ的推
荐标准，主要用于查诲经留耀Ｒ移琴表示懿资源。它震
于ｓＰＡＲＱＬ类语言，掇供了ｓＱＬ一“ｋｅ的操作来方便用
户使用口】。目前Ｊｅｎａ框架已经支持ＳＰＡＲＱＬ的使用。

著霹将这些蛋怠应霜手螽耱检索系统秘应震系统，扶

ｓ酸ＲＱ毛检索语富主要通过豳形模式的嚣配来实

而可以在不改变已有系统（或略微修改其多个检索词

现查询功能。最简单的图形模式是三元组模式，并允

的接收方式）的情况下，实现从关键词检索到概念检索

许变量出现在三元组的任意一个位置上。图形模式还

的飞跃。

分为登备模式和可选模式。ｓ默ＲＱＬ可以梭索通过逻

２
２．１

０ｎｔｍｅｓａｕｍｓ的检索实现方法
０ｎｔｏｆＩｈｅ镳ｕｍｓ的检索问题
实现中文叙词表本体的网络检索是实现其网络术

语学摄务的基礁。Ｏｎ翻隆ｅｓａ蚺掩的检索实现需要考虑

辑“与”和逻辑“或”运算组成的复杂图形模式。此外，

ｓ黻ＲＱＬ逐支持扩展砖的筐测试检索以及约束检索。
ＳＰＡＲＱＬ梭索语言的结果霄戳怒结果集，也可以是
ＲＤＦ图。

运用Ｓ姒ＲＱＬ检索语言可以实现关系数据库中最
ｘＩＡＮＤＡＩ １ｍｓＨｕ ＱＩＮＧＢＡｏ ＪＩｓ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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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国一

常用的关系操作，包括选择（ＳＥＬＥＣ霹ＯＮ）、投影（ＰＲＯ．

ｑⅡ唧瓣ｌｌｇ兰孵掣汹ｎｇ＋”ＰＲＥＦⅨ蜊：《“＋黯ｄ＋”＞”；

疆掘麟）、并（Ｓ髓ＵＮｌ渊）、藏（Ｓ蕊ＤｌＦ疆ＲＥＮ蕊）、

聃ｅ瞬赫ｎｇ＝邻ｅ翠晒鸭＋”ＰＲＥＦⅨ稿瓤：《”÷菇氛＋”＞”；

笛卡尔乘积（ＣＡＲｌ【＇ＥｓＩ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连接（ＪＯＩＮ）

等Ｈｌ。Ｓ触ＲＱＬ有４种显示结果的方式：ＳＥＬＥＣ譬、

ｑｕｅｒｙＳ斑ｎｇ＝ｑｕ职ｙＳｔｒｉｎｇ＋”ＰＲＥＦＩｘ ｏｗｌ：《”＋ｏｗｌ＋”＞”；

ｑｕ嘲州ｎｇ＝ｑ｜Ⅲ删ｎｇ＋”ＰＲＥ瓜：＜”＋ｄ削ｔ№＋”＞”；
举ｅ嘲碍＝驰ｅ珂懿珏蓦＋”艇琏ｃ零猃ｌ潍Ｎｅ零？ｘ”；

ＣＯＮ辨淑ＵＣＴ、ＤＥｓＣＲＩＢＥ森ＡＳＫ。ＳＥＬ嚣ＣＴ以表格形

ｑｕｅｒｙｓｔｒｉｌｌｇ＝ｑｌｌｅｒ）焉ｔｒｉｎｇ＋”ｗＨＥＲＥ｛｛？ｘ ｒ舐ｔｙｐｅ：Ｃ∞ｃｅｐｔ．

式返回结果；ｃＯＮ舛ＲＵｃＴ返回一个ＲＤＦ图，该图是通

Ｏ阿ＯＮＡＬ｛？ｘ：ＰｉｎＹｉｎ？ｚ．｝．Ｆｎ胍Ｒ（？ｘ：＜”＋ｄｅ＿

过取代一系列的兰元组模式中酶变量构造的；溅．

ｆ８ｕｌ漆吝◆奴ｍ＋”＞）｝”；

ＳｃＲＩＢＥ返回的也是一个ＲＤＦ蹰，不同的是该图描述
了所找到的资源；ＡＳＫ返回一个布尔值，用来表示是磷
找到雩誓会条传的绪祭。
ｓＰＡＲＱＬ检索语言通过定义ＷＨＥＲＥ子句来声明

匹配的条件。在条件中可运用ＦＩ姗Ｒ来对变量作一

ｑｕｅｒｙｓｔｆｉｌｌｇ＝ｑＩｌｅｒｙｓｔ五ｎｇ＋“ＵＮＩＯＮ｛？ｘ ｌｍｔｙｐｅ：ｃ渊ｃｅｐｌ。？

ｘ：Ｈ嬲ＮＴｅｒｍ？ｙ．０ＰＴｌ０ＮＡＬ｛？ｘ：ＰｉｎＹｉｎ？ｚ．｝．ＦＩＩ肛Ｒ（？

ｙ＝＜’’＋ｄ幽ｌｔＮｓ＋枉霪ｌ娃＋”＞）｝”；
ｑｌ｜ｅ翠Ｓ瞄ｎｇ等ｑｌｌ叼＆矗ｎｇ＋”ＵＮｌＯＮ｛？ｘ∞ｄｆ：姆ｐｅ？￥．？墨

凼：８ｕｂＣｈ啉０ｆ：ｃ硼ｃｅｐｔ．ＯＰｌｌ０ＮＡＬ｛？ｘ：ＰｉｎＹｉｎ？曩｝．
ＦＩＩ胍Ｒ（？ｘ；＜“＋ｄｅｆａｕｈＮ８＋ｌ村ｍ＋”＞）｝”；

定的限镄，获瑟达到筛选检索结果的曩黪。在Ｒ王腥Ｒ

翻ｅ碍Ｓ｜矗珏ｇ茹祭ｅｒｙｓ￡矗驾＋“毯嚣国Ｎ｛？ｘ碡ｆＩｌｙ辨？￥，？ｇ

中可与正则表达式结合使用，以此来构造复杂的限制

ｒｄｆｓ：¨ｂＣｌａ勰ｏｆ：ｃ∞ｃｅｐｔ．？ｘ：Ｈ∞Ｍ№ｍ？ｙ．ＯＰｒｒＩＯＮＡＬ｛？

条件。

ｘ：ＰｉｎＹｉｎ？瓢｝．ＦＩｕ限Ｒ（？ｙ＝＜。‘＋ｄｅｆ扎ｌｔＮ孽十ｔｅｌ豫
＋”＞）｜≯；

基蘸，习跨Ｃ哭致力予研究Ｓ熬嚣Ｑ毛梭索语言。经
过试验，铺者发现ｓＰＡＲＱＬ可以用于检索ｏＷＬ本俸，

这里使用了ｕＮＩＯＮ来完成对予类实例的检索。

且检索速度较快，能够满足０ｎｔｍｅｓ肌ｎｌｓ的检索应用

也可以配合ＪｅＭ的自定义规则推出子类实例与父类

要求。
２．４

Ｏｎｔｍｅｓａｕｎｌｓ网络检索的实现思路
笔者把Ｏｎｌｍｅｓａ哪ｓ的检索分为一般检索和高

懿实穗关系，然屣再霹其使熏ｓ熬嚣Ｑ毛检索语奢送行
检索（但此方法需要考虑推理部分的时间复杂度）。
（２）前方一致／任意一致检索

级检索。一般检索帮通过单个检索途径遘行豹检索，

葭方一影经意一致稔索酶实瑷耩徽复杂一些。

为了满足用户的不同使用需求，将提供多个检索途径

前方一致是指数据的前方位置部分与检索词一致；任

（如主题词（人日词）、各种分类号、叙词的英译名等）。

意一致是指检索词与数据的任何位置相匹配。前方一

高级检索静多个检索途径的组鬣检索。从实现角度来

致哥视为任意一致的一个特椤ｌ。ｓ弧粒ＱＬ提供了与歪

看，一般检索和高级检索在技术上并无本质区别。而

则表达式相结合来限制检索结果的功能。正则表达式

精确检索、前方一致检索积任意一致检索方式则需簧

是一个公式，它用某种特定模式去贩配一类字符串。

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如表达式‘，其傺耀是与字符串开始的建方送行驻配；

下面主要介绍通过“主题词（入口词）”途径进行
检索的勰决思路。其他途径的梭索实现霹参照此解决
思路进行。
（１）精确检索
善先霉要一套轰班寒支持本文选震蛉ＳＰ矗ＲＱ毛检
索语言，而ＨＰ公司开发的Ｊｅｎａ开发包”’提供了对该
语言的支持。

接下来为魏检索途径鳇精确检索搦造ｓ矬ＲＱ毛语
句，代码如例１所示。
例ｌ：

表达式￥，其作用是与字符串结束的地方进行匹鼯己。
基予此功能，可以为前方一致秘任意一致检索构

造瓣ＡＲＱＬ语匐。任意一致检索的ｓ姒ＲＱＬ语句如铡
２所示。
锇２：

∥生成ｓｐａ雌＿豢询语句
ｓｔｒｉｎｇ

ｑＩｌｅｒｙＳｍｎ瘩＝”’；

ｑｌｌｅｒｙ晒ｎｇ＝驰ｅｒｙＳｔｒｉ嘴＋“ｐＲＥＦⅨｒｄｆ：《”＋斌＋“》”；

雕碍蛙强＝驴酬强珏ｇ＋“Ｐ跹戳刹：《４＋戚＋“＞”；
ｑｕｅｒｙＳ晡Ｉｌｇ＝ｑＩＩｅｒｙＳ缸ｎｇ＋”ＰＲＥＦＩＸ甜ｉ：《”＋幽＋”＞”；
ｑｕｅｒｙＳｔｒｉＩｌｇ兰ｑｕｅｒｙＳ硒ＩＩｇ＋“ＰＲＥＦⅨｏｗｌ：《”＋ａｍ＋”》”；

／／生成ｓ筘醛查谚语奄

壤瞻卿ｌ塔＝擘嘲删ｎｇ÷“耀１７Ⅸ：＜”＋蠢ｅ蠡越ｌＮｓ◆”＞”；

Ｓ试鹕ｑＩｌｅｒｙｓ试ｎｇ。”“；

ｑｕ唧蹦ｌｌｇ＝ｑｌＩｅｒｙＳｔｄｎｇ＋“ｓＥＬＥＣＴ ＤＩｓＴｌＮｃＴ？ｘ”；

ｑｕｅｒｙＳｔ矗ｎｇ＝ｑｕｅｒｙＳｔＴｉｎｇ＋”ＰＲＥＦＩＸ Ｉｄｆ：＜”＋Ｉｄｆ＋“＞”；

ｑＩｌ唧ｓ试ｌＩｇ＝ｑｌｌｅ研蹦Ｉｌｇ＋”ｗＨＥＲＥ｛｛？ｘ ｒｄｆ：ｔ）ｒｐｅ：ｃｏｎｏｅ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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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Ｐ１１０ＮＡＬ｛？ｘ：ＰｉｎＹｉｎ？ｚ．｝．ｎｍＲ坤即ｘ（ｓ虹（？ｘ），、”
＋ｄｅｊ砌ｔＮ８＋“（．）宰”

‘”

／／生成查询执行语句

＋ｔ咖＋”、”）｝”；

ＱＩｌｅｒｙＥｘｅｃｕｔｉ佣ｑｅｘｅｃ＝ＱＩＩｅｒ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ｙ．ｃｒｅ砒ｅ（ｑｕｅｒｙ，
ｍｏｄｄ）；

与精确检索ｓＰＡＲＱＬ语句的不同之处是ＦＩＬｌＥＲ

，，执铸盏询语白

的用法。在这里ＦＩＬｌＥＲ与正则表达式结合使用。由

Ｒｅｓｕｌｔｓｅｔｍ

于主题词在Ｏｎｔｏｒｌｌｌｅｓａ唧ｓ中是以资源的方式出现的，

２

ｑ戗∞．㈣Ｓｅｌｅｃｔ（）；

ｗｈｉｌｅ（ｍ．ｈ∞Ｎｅｘｔ（））

即主题词前有默认的命名空间，因此在建立正则表达

｛

式的时候需要考虑该命名空间。设Ｏｍｏ皿ｅｓａｕｍｓ的

∥获取查询结果

默认命名空间是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ｍｏｔｈｅｓａｕｍｓ．ｃｏｒｎ／ｏｎｔｏ—
ｔＩｌｅｓａｕｍｓ．ｏｗｌ＃，前方一致匹配主题词ｔｅｎＩｌ的正则表达
｝

式可写为：

ｒｅｔＩＩｍ ｌｅｓｕｌｔ：

＾ｈｔｃｐ：／／讷哪．衄僦ｈ嘲ｕｎＩｓ．ｃｏｌｎ／ｏｎｔｏｔｈｅ鞭ｕｒｕｓ．ｏＷＪ群把咖
｝

任意一致匹配主题词ｔｅ珊的正则表达式可写为：
‘ｈｔｔｐ：／／ｗｗｗ．伽ｔｏｔＩｌｅ髓ｕｍ８．∞ｒｎ／ｏｒｎＤｔｈｅ髓ｕｍ８．ｏｗｌ＃（．）’ｔｅ珊

其中，‘是指匹配串的起始位置；（．）‘是指该位置可出
现任意多个任意字符。
２．５

０ｎｔｍｅｓ舢ｓ的检索实现方法

２．６

Ｏｎｔｍｅｓａｕｍｓ检索效果测试
从０ｎｔｍｅｓａｕｍｓ中分１２次抽取片段，每个片段所

含的三元组个数比前一个片段大约多２ ２００个。对每
个片段分别进行精确检索、前方一致检索和任意一致

根据前面提出的实现思路，笔者运用Ｊｅｎａ开发包

检索。每类检索１０次，获取其检索时间（不包括页面

结合ＳＰＡＲＱＬ语言实现了Ｏｎｔｄｒｈｅｓ删８的检索。具体

请求和页面响应时间），求出平均值作为该类检索对应

步骤如下：

某个片段的检索时间，如图ｌ所示：

（１）运用Ｊｅｎａ提供的ＭｏｄｅｌＦａｃｔｏｒｙ来创建一个
Ｏｎｔｏｌ９９ｙ

Ｍｏｄｅｌ，调用该Ｍｏｄｅｌ的Ｒｅ８ｄ方法将ＯｗＬ格

式的Ｏｎｔｍｅｓ卸ｍｓ读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Ｍｏｄｅｌ中。
（２）根据具体的检索要求构造相应的ＳＰＡＲＱＬ查
询语句。
（３）使用Ｊｅｎａ中Ｑｕｅ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ｙ的Ｃｒｅ砒ｅ方法来为
具体的ＳＰＡＲＱＬ查询语句创建查询Ｑｕｅ巧。
（４）利用上一步的Ｑｕｅｒｙ，使用Ｊｅｎａ中ＱｕｅｒｙＥｘｅｃｕ—
ｔｉｏｎＦ∞ｔｏｒｙ的Ｃｒｅａｔｅ方法生成查询执行语句。
（５）执行查询语句，返回结果集。
（６）从查询结果集中获取查询结果并将结果存储
于如ｒａｙｋｓｔ中，返回给调用者。
例３为部分检索代码。

图ｌ

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ｍｓ中的三元组数量
与检索时间的关系

由图１可见，Ｏｎｔｍｅｓ叫ｍｓ中的三元组数量与检
索时间大致成正比；任意一致检索与前方一致检索所

例３：

眦ｔｅｄ ｃｏｎ。ｃｄ彻删骱ｌｌＢｙｌｈｍ（ｓ￡ｄ｜ｌｇ锄强，ｉｌｌｔ ８ｅ躺ｈ１＇ｙｐｅ）｛

需时间相差不大，但比精确检索的检索时间要稍长一

ｔｅｍ＝ｔｅｍ．幽（）；

点；而且在目前两万多三元组的情况下，３种检索的检

Ａｍｙ“吐ｒｅ蚰ｈ＝ｎｅｗＡ咖ｙ“Ｂｔ（）；

索时间均在０．５秒以内；根据曲线可预测，在三元组数

∥生成ｓＰａｒ可查询语句

量达到十万级别时，３种检索的检索时间均应在一至两

ｓｔｒｉＩＩｇ

ｑＩＩｅ聊腼Ｉｌｇ＝”；

秒内。因此本文对ｏｆｌｔ０１ｋ咖检索问题的解决方案
是确实可行的，可满足目前国内大多数现有中文叙词表

，，生鬣查询
ＱＩｌｅｒｙ ｑｕｅｒｙ＝ＱｌｌｅｒｙＦ舶ｔｏｆｙ．ｃｒｅ砒ｅ（ｑｕｅｌｙＳ啊ｒ唱）；

转换后本体以及新建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检索要求。
大容量本体知识库的检索问题是本体相关领域的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ＴＵｓＨｕ

万方数据

ＱＩＮＧＢＡｏ

ＪＩｓＨｕ

田

共同谍题，笔者将密切关注篱际上露内本体的检索语

用叙词详继款蹦中的信息进行任意方位的扩展检索，

言及支持工其的最新进展，同时也会积极研究各种可

麸丽可以快速定位到所需的叙词上，获得该叙调及其

能的解决办法（如采用分布式的检索方法）来提高超

相应的分类号，同时完成主题标引和分类标引。如图

大型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检索速度。

２和黧３所示，秘愚Ｏｎｌ弧ｅｓ８哪ｓ一鹘从入口诞人手

３

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Ｍ—ＴＳ及其应用场景典型

查找到正式主鼷词（叙词），获取叙词艨应用于图书的
主题标引著录。

案例

Ｏｎｔｍｅｓａｕｍｓ一髑为用户提供基于Ｉｎｔｅｍｅｔ的网
络术语学服务界面。用户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无蔫户名及密码者须预先孛请焱号（一般访客也霹使
用Ｇｕｅｓｔ用户登录）。不同用户的检索及术语学服务
权限是相同的，仅谯提交修订意见的权限上有所区别。
震声碍摄据自已的具体需要选择一般检索或高级
检索（组配检索）模式，可从主题词（人口词）、分类号、
叙词英译名等途径进行精确、魏方一致或任意一致凌
询。查询结果为命巾叙谲列表。单击菜一叙词可显承
该叙词款目信息。可选择通俗显示方式（适合一般用
户）或专业显示方式（适合图书馕专业人±）来显示叙
词款西信息。叙词款舀中翡分类号、相关概念等被设
为超链接，可单击这些超链接进行继续检索，如单击分
类号可查询该分类等对应的魇鸯叙词，二次检索结暴
将在右上方窗日中照示。拖动衡日之间的分栏线可任
意扩大或缩小分窗口，或单击每个分窗口右上方的小
图标激活或取消全屏显示方式，以方便麓户测菱秘使
用。用户如果需要获取叙词、分类号、同义词、英译名

图３将获取到的叙词应用于编目中的

或上下位关系词等信息，可在设定获取内容和不同获

主题标引薯录

取志容之阕的趣隔方式后，单毒摆应叙词｛ｌ誊覆酶红色
购物篮圈标获取所需信息，再粘贴至任意的编目著聚

３．２

帮助饼氆Ｃ用户进行基于主题或分类的内容检索
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通过ＯＰＡＣ（０ｎｌｉｎｅ

文本框、检索词输入框或其他文本编辑栏内，进行标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

弓ｌ、检索、鞣泽等活动。下厦分绥霓耪典型的应耀

ｅ鹳ｓ

场景。

０ＰＡＣ系统的使用者称为０ＰＡｃ用户。主题检索和分

３．１

帮助标引员更高效地进行主题和分类标弓Ｉ

Ｃ敷羹ｏｇ珏ｅ）隽震声提供在线舀泶查诲，笔者把

类检索是ＯＰＡＣ系统普遍提供的两种燕要的内容检索

标弓｜昃静任务是对交献送行内容分耩，并选择簸

途径，褪因隽震户对匿书馆莓录系统所使惹酶分类法

专指的叙词和分类号对文献进行主题和分类标引。岛

和主题词表（叙词表）不了解，且目前网内的ＯＰＡＣ系

传统的书本式词表和非广域网电子词表相比．Ｏｎｔ渺

统一般不提供分类法和主题词表的弦线查找服务，所

瓢ｅ鼹珏瞄一稻可黻为标弓｜员掇供更方使浃捷的网络

以这两种检索途径在实际使震中应蕉较少，收效甚微，

词表检索和信息获取服务，从而有效地提高标引员的

与图书文献机构在分类主题标引中所投入的巨火脑力

工作效率和标引质量。标引员可从主题词、入墨词、分

劳动极不相称。Ｏｎｔｍｅｓ醐ｍ８一Ｔｓ可向ＯＰＡＣ用户在

类号、英译名等途径人手，进行精确一致、前方一致或

线震添嚣录系统所使用的叙词表本体，使缝稍可以非

任意一致（可起到类似轮排索引的作用）凌找，并可利

常方便地查找和获取到目录系统所使用的规范叙词和

圜瑗代图书情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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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从而在标引者和检索者之间架起桥梁，减少盲

用途的中文叙词表本体供用户自由选择利用。

目性，极大地提高这两种途径的实际应用效率。
３．３

第２期

为了进一步提供面向应用系统的术语学服务，笔

一般用户利用Ｏｎｔｍｅｓａｕｍｓ一’Ｉ＇ｓ获取检索线索
一般用户在检索其他数据库或使用搜索引擎查找

者在研究了国际上术语学服务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拟为Ｏｎｔｍｅｓａｕｍｓ开发一套ｗｅｂ

ｓｅ“ｉｃｅ ＡＰＩ（０ｎｔｏ－

信息时，可以利用Ｏｎｔｍｅｓａｕｍｓ一髑来启发、获取更

Ｔｈｅｓａｕｍｓ—ＡＰＩ），以满足更广泛的Ｍ２Ｍ形式的术语学

多的检索词形态（如规范叙词及其同义词、英译名、关

服务信息交互要求，例如，支持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数

系概念等），从而提高检索的查全率或查准率。如图４

字图书馆系统实现机辅标引、自动标引、智能检索、自

所示，沿用上例，获取选中叙词及其人口词之后，应用

动映射、语义推理等。

于百度进行搜索。
５

结语
目前笔者以《敦煌学检索词表》、《社会科学检索

词表》（局部）、《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一版局部）等为
例实现了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的原型系统
ＯＴＣＳＳ，主要功能已接近实用。实践表明，Ｏ’ｒｃＳＳ可用
于快速实现已有中文叙词表的本体化升级和共建共
享，也可用于从零开始共建共享一个知识组织系统。
笔者希望今后能与国内的中文叙词表编纂机构或个人
合作，共同努力，让传统的中文叙词表不仅能更好地为

图４将获取到的信息应用于搜索引擎

图书情报界服务，还能在网络信息环境中发挥出更大
用户可以根据应用系统的要求选择词间间隔方
式，目前已实现比较通用的空格或逗号间隔方式，获取

的作用，成为语义ｗｅｂ上中文本体和中文术语学服务
的主力。

到的是无格式文本字符串。笔者还会根据不同应用系
统的具体要求增加间隔方式（如“ＯＲ”或符合某些检索
输入规范的方式），获取信息的格式（如叩ｅｎＵＲＬ等格
式），以及获取信息的范围（如获取与某叙词对应的指
定关系、指定步长的相关叙词等）。

［１］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ｌｅ

１．３：Ａ

ｓ岍ｅｙ叩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Ｔ００ｌｓ［ＥＢ／０Ｌ］．［２００６一

０８一１７】．ｈｎｐ：／／ｂａｂａ铲．ｄｉａ．ｆｉ．ｕｐｍ．ｅ∥ｏｎｔ删ｅｂ／ｗｐｙｏｎｔｏＲ∞ｄ—
。

Ｍａｐ／ｄｏｃｕ蛳ｎ∥Ｄ１３ｖ１．Ｏ．ｐ札
［２］ｓ队ＲＱＬ Ｑｕｅｆｙ

４进一步的术语学服务研究

ｈｇｌ培ｇｅ ｆｏｒ ＲＤＦ［ＥＢ／ｏＬ】．［２００６一０７—２３］．

ｈ却：／／ｗｗ．们．ｏ理∥Ｒ／Ｉｄｆ—ｓｐａｒｑｉ—ｑｕｅ∥．
在ＮＫＯＳ网站近期发布的ＪＩｓＣ

ｒｅｖｉｅｗ“Ｔｅｍｉｎｏｌｏｇ）ｒ洒ｉｃｅｓ

ａｌｌｄ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ｌｌｅ—ａＩ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西ｅ８”哺１中，对

术语学服务涉及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人的回顾
和研究，包括词表（Ｖ０ｃａｂｕｌａｒ），）的各种类型、与，Ｉｓ相关
的各类研究活动和国际计划／项目，以及相关的标准建
设，并对该领域所需的进一步活动提出了建议。笔者
认为。该文对我国中文术语学服务的研究和建设具有
很大的参考价值。

上面介绍的系统已实现的Ｏｎｔ０１１１ｅｓ肌ｍｓ一鸭功
能主要用于满足最终用户（人）的需要。可以通过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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