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图书馆十年：回顾与展望”论文集

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
ｏＴＣＳＳ的设计与实现①
口曾新红林伟明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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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叙词表本体

Ｉ

中文叙词表本体构建

前言

户及其他用户（如领域专家、网络上的一般用户等）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本体和知识集成实现

提供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检索服务和相关信息获取服

１１１史叙词表的升级、共享和动态完善”（０５ＣＴＱ００１）

务；在服务中及时收集这些用户发送的新词、词问关

旨住为中文叙词表的升级、共享和动态完善提供一

系及其他修订意见；对采集到的修订意见进行统计

种寓有生命力的、可同时满足人的需求和Ｍ２Ｍ

分析；辅助修订专家提取集成后的知识动态完善中

（ＭＨｃｈｉｎｅ

文叙词表本体；定期发布更新版本供共享使用。

ｔｏ

Ｍａｃｈｉｎｅ）需求的解决方案，将叙词表的

网络化发展与本体的构建合二为一。项目成果“中
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应用本体技术实现了

Ｉ｜ｌ义叙词表的形式化表示及其扩展（中文叙词表本
体．（）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以及一致性检查与逻辑／层次
蚺构完善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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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其他用户提出的新词／词间关系和其他修订意见，
经统计分析后提供给修订专家参考，结合本体推理

披术半自动实现中文叙词表本体的动态完善。中文

ＯＴＣＳＳ主要由以下子系统构成：
１）中文叙词表本体网络术语学服务（Ｏｎｔｏ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Ｔｅｒｍｉｎ０１０９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 ＯＴＴＳ）

２）基于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机辅标引系统（Ｏｎｔｏ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Ａｓｓｉｓｔ Ｉｎｄｅ妇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ＯＴＡＩＳ）

３）基于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机辅检索系统（０ｎｔｏ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Ａｓｓｉｓｔ Ｒｅｔ“ｅｖ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０ＴＡＲＳ）

４）知识集成与本体动态完善中心（Ｏｎｔｏ
ｓａｕｒｕ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ＯＴＭＳ），包括：

拙ｌＩ｛Ｉ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的总体研究、中文叙词表

①新词等信息的采集、发送、接收和统计分析功能

的（）ＷＬ本体转换方案和实现方法、中文叙词表本

②本体的人工干预和动态完善功能

体的一致性检查和逻辑／层次结构完善机制、中文叙

ＯＴＴＳ实现中文叙词表本体的网络检索和信息

浏丧本体的检索实现等相关内容请于近期关注本项

ＦＩ资助发表的系列成果论文。

获得服务，也是实现ＯＴＡＩＳ和ＯＴＡＲＳ的基础。
ｏＴＡＩＳ主要实现利用中文叙词表本体辅助标

本文主要介绍ＯＴＣＳＳ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方

引员对图书进行主题标引；当标引员进行标引时，可

法。井对利用该系统快速实现我国现有中文叙词表

以从分类、主题等多个途径检索本体库，显示相应主

的夺体转换和网络化共建共享提出具体实施建议。

题词的相关信息和词间关系等。标引员可从显示的

３《）ＴＣＳＳ系统功能

主题词中直接取词对图书进行标引。如果某主题词

（）ＴＣＳＳ系统通过网络为主题标引员、ｏＰＡＣ用
（Ｄ

或词问关系不在该叙词表本体中，并且标引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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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ＣＴＱ００１）Ｉ深圳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图书

情情总管理系统领域模型的研究开发”（项目编号：２００５５５）．
４３

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０ＴＣＳＳ的设计与实现
续表

它们有必要加入到中文叙词表本体库中，则将新的
主题词／关系信息或其他修订意见发送到ＯＴＭＳ
中，由ＯＴＭＳ子系统进行集成。

ＯＴＡＲＳ主要实现利用中文叙诃表本体，帮助

修订专家
管理员

拥有使用主题词检索、新词／关系采集发送、修
改密码、提取采集信息、主题词管理、词表检
查、词表发布更新的权限
拥有对各用户进行管理、修改密码的权限

ｏＰＡＣ检索用户构造检索式，规范检索词，实现扩检
缩检等，提高检索质量；同时也可以大量收集检索用
户使用的自由词（入口词）到ＯＴＭＳ中，由ＯＴＭＳ
子系统进行集成，为叙词表本体修订专家的修订决
策提供参考。
ＯＴＭＳ主要实现对收集到的新的主题词／关系

信息或其他修订意见进行统计分析和集成，对候选
的新主题词／关系或其他修订意见进行一致性检查，
然后向中文叙词表本体修订专家提供决策参考，最
后由修订专家决定是否将新的主题词／关系或其他
修订意见加入本体中。修订专家决定发布新版本的

叙词表本体时，ＯＴＭＳ可以对叙词表本体进行一致

圈ｌ

０１℃ｓｓ系统Ｕ∞Ｃａ鼬图

ＵＣｏ—ｏ：检索中文叙词表本体

性及逻辑性检查，并向修订专家提供决策参考，辅助

主角：叙词表本体使用者（标引员，一般用户，修订专家等）

修订专家修改错误，确认无错误时才把新版本发布

涉众ｌ

出去，供ＯＴＡＩＳ以及０ＴＡＲＳ使用。

简要说明：为中文叙词表本体使用者提供检索服务．包
括从各种途径查找主题词，显示某一主题词

３

的直接相关信息（款目内容），并可在这些信

ＯＴＣＳＳ需求分析
本系统采用软件工程方法指导整个设计和开发

过程，具体方法详见参考文献［１］。需求分析是整个
软件开发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采用用例说明
从用户的角度来捕获系统的功能并建立用例模型。

息点上作扩展检索。本功能可以独立使用
（与ＭＩＳ系统无交互），也是实现ＵＣｏ－１至
ＵＣＯ一３的基础。
前置条件：在版权允许范围内服务
基本路径：１）选择检索途径和检索方式，输入检索点查

对用例模型进行分析，找出用例中执行事件流的各

找，系统显示命中主题词（主题词串）

个类，将用例的行为分配给类，并定义类的属性、行

２）选中某一主题词，系统显示其直接相关信

为以及类与类之间的关系，建立分析模型。

息（主题词款日内容）（唯一命中时自动显示）

根据需求可将本系统划分为检索叙词表本体，

采集发送新词／词间关系，集成发送的知识，管理叙

扩展路径：３ａ１）……

词表本体，检查叙词表本体，发布叙词表本体，登录

补充规约：……

系统，修改密码以及管理用户九个用例，主要的角色

有：一般用户、标引员、修订专家、管理员。他们在本
系统中的权限见表１。图１为本系统的Ｕｓｅ

Ｃａｓｅ

图。图２为检索叙词表本体用例文档的局部。
表１系统角色列表
角色名

角色权限

一般用户

拥有使用主题词检索、新词／关系采集发送（只
能发送入口词知识）、修改密码的权限

标引员

拥有使用主题词检索、新词／关系采集发送、修
改密码的权限

１ａ）检索途径包括：任意途径，主题词（默认途径，含人口

词），分类号（种类与本体ＴＢｏｘ中分类相关ｄａｔａｐｒｏｐｅ啊
同步，若同步有困难，可固定为：中图分类号，科图分类
号，ＬＣ分类号，ＵＤＣ，ＤＩ）Ｃ），主题词英译名。
１ｂ）应支持多种检索方式：精确，前方一致（默认），任意
一致（仅针对主题词）；

图２用例文档示例

◆检索叙词表本体用例为叙词表本体使用者

（包括一般用户、标引员、修订专家）提供检索服务，
包括从各种途径查找主题词，显示某个主题词的直
接相关信息（款目内容），并可在这些信息点上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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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梭索．＋
◆采集发送新词／词间关系用例为采集知识人员

Ｏ

ｏ

Ｉｔｉｌ括一般用户、标引员）提供服务，采集他们所发现
的新词／词间关系知识。
◆摄取集成采集的知识用例接收采集的知识并

遴行统计分析，为修订专家提供修订依据，辅助修订
专隶把根据采集知识修订叙词表本体。
◆管理叙词表本体用例，为修订专家提供对叙词

表奉体进行新增、修改、删除的服务。
◆检查叙词表本体用例，为修订专家提供在修订

图４伽【℃鼹检索叙词表本体用例的顺序图之一
■磬善端

时对叙词表本体进行一致性检查及逻辑／层次结构
完善服务。
◆发布叙词表本本体用例，为修订专家提供发布

觳翊寝本体的服务，经发布后的叙词表本体供检索
叙闻袭本体用例以及采集发送新词／词间关系用例
、

使用．

◆管理系统用户用例为管理员提供对用户进行

日目

＿一
¨

冒一
图５

薪增、修改、删除的服务。
用例文档编写完毕后，对每个用例进行用例分

轿。从中找出分析类，并结合ｃＲｃ（ｃｌａ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眦ｙ—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卡片来定义类的属性、行为及
囊与类之间的关系。图３为０Ｔｃｓｓ的类图之一，图
Ｉ为ＯＴＣＳＳ的顺序图之一。
ｔ）ｎｔＯ Ｔｈｅｓａｕｍｓ Ｓｅａｒｃ ｈｉｎｆ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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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ｅ盯ｃｈＰ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ｇｅｒ

Ｑ

ｏＩ℃辎体系结构

２）业务逻辑层：主要包括控制器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ｖ—
ｌｅｔ、业务逻辑操作类Ａｃｔｉｏｎ、模型类（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

Ｂｅａｎ和ＪａｖａＢｅａｎ）以及各个数据访问对象ＤＡＯ。

Ａｃｔｉｏ船ｌｅｔ是中心控制器，用来截获用户的

Ｈ１ｖｒＰ请求，然后把这个请求映射到具体的业务操作
上，从而获得业务操作结果，并把该结果返回页面。
Ａｃｔｉｏｎ是用来处理某一项具体任务或进行一个
业务操作，它在客户请求、页面和业务逻辑之间起到

◆Ｓｅａｆ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ｅｇｅｒ
●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ｒｉｎｇ

、、．

？Ｉ

卜ｏ……一一．：；；三：；ｉ壹！§ｅａ，。ｈ

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ｕｎｌｓ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ｍ

一个桥梁的作用。
ＤＡＯ抽象和封装了所有对数据源的访问，分离
了底层的数据访问操作与高层的业务逻辑，提供了
面向对象的数据访问接口。
模型类与ＤＡＯ一起完成具体的业务逻辑操
作，模型类包括持久化对象（ＰＯ，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０ｂｊｅｃｔ）

圈３

ａＩ’Ｃ帑检索叙词裹本体用例的类图之一

类，值对象（ＶＯ，Ｖａｌｕｅ Ｏｂｊｅｃｔ）类以及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
Ｂｅａｎ。Ｐ０是持久层的数据表示，反映的是数据库

４

ＯＴＣＳＳ体系结构
ＯＴＣＳＳ系统是基于Ｂ／Ｓ模式使用Ｊ２ＥＥ的ＪＳＰ

以及ＪａｖａＢｅａｎｓ技术开发的。本文结合Ｓｔｒｕｔｓ框架
和ＤＡＯ（Ｄａｔａ Ａｃｃｅｓｓ Ｏｂｊｅｃｔ）设计模式提出了

Ｉ）ＴＣＳＳ的体系结构如图５。
ＯＴＣＳＳ把应用划分为三层：表示层，业务逻辑

中某条记录对应的实体，而ＶＯ是业务层的数据表
示，用于业务层之间的数据传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Ｂｅａｎ
则是Ｗｅｂ层的数据表示，对应着ＨＴＭＬ的表单。

３）数据层：主要包括数据库和数据访问层。
ＯＴＣＳＳ的数据库采用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层则直接使用微软提供的ＪＤＢＣ

２０００，数据访问

ＡＰＩ。

层和数据层。
１）表示层：主要包括各ＪＳＰ页、各静态页面等。
４５

中文瓤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０Ｔｃｓｓ曲设计与实现
５

ｆ）Ｔ（：ｓｓ的实现

６对我国现有中文叙词表实现本体化升级和网络；

根据上述的体系结构，本文把ｗｔｎｄ。ｗｓ

ｘＰ

化共建共享的建议

Ｐｍｆｅ删…ｌ作为开发平台．使用ｓＱＩ．ｓｅｒｖｃｒ２０。。
数据痒服务器，采片ｊ

Ｅｃｌｌｐ神一，ｒｏ㈨ｔ

ｊ

ｊ开发环境

率系统Ｈ前以《敦煌学检索词茬＃、≤中哪分类丰
题词表。ｆ

版局部）为例宴现了娘捌系统，并正在寻

编码实现（）ｒＣｓｓ。图６为（）Ｔｃｓｓ的甓泶拌面，图

求与其他教训表编纂机构的台作，以获取更多的系

７和图８为供（ＪＰＡＣ用户、标引员和其他用户使用

统需求婊改进系统并使其尽快宜用化。利用奉系

的界面（可使用叙词整率体检索和新词／关系采集发

统，我国现有的中文教词表可眦快速地实现奉体化

送功能），图９为供修订专家使用的界面（可使用提

到级和网络化共建韭享，具体建泌如下：

取与集成采集信息、管理教词丧奉体、榆查叙耐表木
体和发布般词表本体功能）。

图６

鍪一

围９幡订专家使用的界面

０１（ｓｓ的置录界面

①以一家中文殷词袭编纂机构为单位，或多家
相近领域侧表编纂机构联台运作。
②提供中文教词表文本，自行或委托我们将其
转换为本系统指定中介格式。
③ｍ商确定ＯｗＬ文件转换的类和属性（即

蒌…㈣～一

圈７（¨Ｉ、辅的缸谰袁车体检索界面

ＴＢｏｘ）。本系统根据此ＴＢ。ｘ将已转为中介格式的
敏词裘文本自动转为ＯｗＩ．文件（初始叙词袭本
体）。
④利用本系统的一致性检测机制对初始叙同

表本体进行检测，找出并由修订专家修正逻辑错误，
完善层次结构。
⑤利用率系统提供的网络术语学服务功能为
霞中文叙词在的用户群提供服务。例如最简单的，
在机构主页Ｅ设一服务菜单人口即可。
＠根据该领域特点建立适合该叙词表本体的
共建和动态完善机制，利用现有专业用户群实现网
络共建和动态完善。
⑦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台作实现内嵌式机辅
标引／机辅检索功能。
⑧与科研机构、公司合作，开拓其他增值服务。
如提供共享格式版本下载服务、融人用户环境的专
门合作服务、点击牢提升之后的代言广告等。

圈８（Ｈ℃ｓｓ的新词／美系＊集发送界面

＠在此系统的运行基础上可进行太量相关研
究和开发，例如不同叙词表本伴的集成、分布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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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构建专业细粒度本体，实现各种衍生服务等。

是最具有理论体系和最严谨的方法。几乎毫无规范

以上①一⑥步是基本步骤，投资小见效快，单

的Ｆｏｌｋｓｏｎｏｍｙ都可以很好地运行，何况精心制作

从技术角度推测，理论建成周期在２—６个月之内。

的叙词表。因此图书馆界的同仁不必妄自菲薄，尽

蠡｜｜粜能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统一规划实施，则可以

可大胆地亮出我们的成果，让叙词表走出图书馆，为

埘饱很多诸如知识产权归属、资金等非技术因素的

更多的网络用户服务。

制肘，极大地提高效率。０ｃＬＣ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ｖ—

ｈ＾Ｐｒｏｊｅｃｔ［２］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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