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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描述了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OTCSS)所提供的 Web Service API
（OntoThesaurusAPI）
。以 OntoThesaurusAPI 在 OPAC 中的应用为例，详细介绍其使用方
法。最后对 OntoThesaurusAPI 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做了进一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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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Web Service API(OntoThesaurusAPI) of OTCSS(OntoThesaurus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ystem).Taking the application of OntoThesaurusAPI in OPAC as an example,the
usage of OntoThesaurusAPI is expounded. Finally, applying the OntothesaurusAPI in other fields are proposed
for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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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OntoThesaurus,中文叙词表本体，是利用本体技术对中文叙词表进行形式化描述和扩
展，使中文叙词表成为机器真正可理解的本体知识库，增强了中文叙词表的共享性。本课题
[1]
运用 Jena、SPARQL 等技术 ，在文献[2]所定义的中文叙词表 OWL 表示方式基础上，构
建了 OntoThesaurus，实现了中文叙词表本体共建共享系统 OTCSS。该系统解决了中文叙词
表本体的网络共建共享和动态完善问题，为 OntoThesaurus 提供了检索/获取、一致性检测、
[1-4]

修订意见发送、知识提取、词表管理/发布等功能 。为了实现内嵌式的机辅标引/机辅检
[5]
索功能，并进一步提供面向应用系统的术语学服务，OTCSS 基于 Apache 的 Axis2 开发了
一系列 Web Service API(OntoThesaurusAPI)。

2 OntoThesaurus-API
Web Service 是一种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发布、发现、调用的新应用。它使用 WSDL 语言
来描述应用操作的接口，通过 XML 消息传递的机制，让其他应用程序通过网络来访问这些操
[6]

作。其目的是为了不同的程序之间可以进行交互，实现应用程序间的通信。 Web Service
的优势在于：1、平台的无关性；2、协议的通用性；3、企业的互操作性；4、功能复用；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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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拓展业务；6、服务器的中立性；7、安全的通信。 因此通过 Web Service，可以有效地解
决 M2M(Machine to Machine)的互操作问题。如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搜索引擎、
标签系统等，不管这些系统基于什么平台开发、采用何种开发语言，都可以使用
OntoThesaurusAPI 提供的服务，来实现基于中文叙词表本体的智能检索、知识链接和知识
服务。
随着 Web Service 的提出与发展，各大程序语言平台（Java,.Net 等）都对 Web Service
提供了支持，并涌现了一批开源的 Web Service 开发框架，如 XFire、Axis2。Axis2 是 Apache
[5]

下的第三代 Web 服务引擎，它比前一个版本 Axis 更高效、更模块化、更面向 XML 。Axis2
既可以作为独立的 Web 服务平台，也可以内嵌到具体的 Web 应用程序中。OTCSS 系统选用
了 Axis2 作为它的 Web Service 开发平台，开发了以下 16 个通用的 Web Service API（另有若
干个 API 用于特定的叙词表）
。
（1）public Concept[] getConcepts (String key_word,int matching_mode,int search_field)；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各种检索关键字检索并获取叙词。其中，参数key_word为检索关键字（检索
值）；参数matching_mode为匹配方式 （0:精确匹配 1:前方一致 2:任意一致 其中任意一致检索只能用
于叙词（入口词）项以及英译名项）
；参数search_field表示检索项 （0:叙词（入口词） 1:自定义分类
号 2:中图分类号 3:英译名）
。如果查找结果为空则返回null，否则返回Concept（系统中定义的类，其
属性有叙词名、叙词类型）数组。

（2）public String getConceptAndCLCCode (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获取相应的叙词及其中图法分类号。其中，参数concept为指定
的叙词；参数separator为指定的分隔符号。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叙词及其中图法
分类号字符串。

（3）public String getConceptAndNTerm (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获取相应叙词及其入口词（同义词）
。其中，参数concept、separator
的说明同（2）
。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叙词及其入口词字符串。

（4）public String getNTermForConcept(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获取相应叙词的入口词。其中，参数concept、separator的说明同
(2)。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指定叙词的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所有入口词字符串。

（5）public String getConceptAndEngCounterpart (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获取相应叙词及其英译名。其中，参数concept、separator的说明
同(2)。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叙词及其英译名字符串。

（6）public String getEngCounterpartForConcept(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获取相应叙词的英译名。其中，参数concept、separator的说明同
(2)。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指定叙词的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所有英译名字符串。

（7）public String getConceptAndBroader (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获取相应叙词及其直接上位词。其中，参数concept、separator
的说明同(2)。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叙词及其直接上位词字符串。

（8）public String getBroaderByLevel(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int level)；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和指定的级数获取相应叙词的指定级数以内的所有上位词。其
中，参数concept为指定的叙词；参数separator为分隔符号；参数level为所获取上位词的级数 ，从1开
始（直接上位词级数为1）
。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指定叙词的指定级数以内的所有上位词，并以separator
作为分隔的字符串。

（9）public String getBroaderByPath(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 String subproperty, int
level)；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和指定的上位词子关系、级数获取相应叙词的指定级数以内的指

定子关系上位词。其中，参数concept为指定的叙词；参数separator为分隔符号；参数subproperty为指
定需要获取的上位词子关系属性（类属/实例/整体_部分）
；level为获取子关系上位词的级数 ，从1开
始（直接子关系上位词级数为1）
。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指定叙词、指定级数以内的所有指定子关系上
位词，并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字符串。

（10）public String getConceptAndNarrower(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获取相应叙词及其直接下位词。其中，参数concept、separator
的说明同(2)。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叙词及其直接下位词字符串。

（11）public String getNarrowerByLevel(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int level)；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和指定的级数获取相应叙词的指定级数以内的所有下位词。其
中，参数concept为指定的叙词；参数separator为分隔符号；参数level为所获取下位词的级数 ，从1开
始（直接下位词级数为1）
。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指定叙词的指定级数以内的所有下位词，并以separator
作为分隔的字符串。

（12）public String getNarrowerByPath(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 String subproperty, int
level)；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和指定的下位词子关系、级数获取相应叙词的指定级数以内的指
定子关系下位词。其中，参数concept为指定的叙词；参数separator为分隔符号；参数subproperty为指
定需要获取的下位词子关系属性（类属/实例/整体_部分）
；level为获取子关系下位词的级数 ，从1开
始（直接子关系下位词级数为1）
。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指定叙词、指定级数以内的所有指定子关系下
位词，并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字符串。

（13）public String getRelated(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获取相应叙词的相关词。其中，参数concept、separator的说明同
(2)。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指定叙词的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所有相关词字符串。

（14）public String getRelatedByPath(String concept,String separator,string subproperty)；
该接口的作用是通过指定的叙词和指定的相关关系子关系获取相应叙词的指定子关系相关词。其
中，参数concept为指定的叙词；参数separator为分隔符号；参数subproperty为指定需要获取的相关关
系的子关系。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指定叙词的所有指定子关系相关词，并以separator作为分隔的字符
串。

（15）public ConceptProperty[] getConceptProperties(String concept)；
该接口的作用是获取指定叙词的所有属性属性值（即叙词款目信息）
。其中，参数concept为指定
的叙词。该接口返回的结果是：如果叙词不存在或该叙词不存在任何属性属性值，返回null，否则返
回ConceptProperty（系统中定义的类，其属性有Concept数组、Property、String数组，其中Property表
示叙词款目具体属性如中图法分类号、上位词；而该属性所对应的多个属性值则根据属性值类型为叙
词（入口词）或字符串值分别写入Concept数组或String数组中）数组。

（16）public Property[] getProperties()；
该接口的作用是获取OntoThesaurus中支持的所有属性名称及其comment、label等信息。Property
为系统中定义的类，其属性有name、label、comment，分别用于表示属性名、属性标签、属性注释。

3 OntoThesaurusAPI 的使用方法
3.1 Web Service 的调用方法简介
Web Service 的使用比较简单。目前一般采用以下三种调用方法（程序员无需了解具体
的 SOAP 协议）
：
（1）使用程序语言平台本身提供的对 Web Service 调用的支持。这种方法可以使程序员
不需要自己写 SOAP 信息，就可以像调用普通函数一样去调用 Web Service 接口。如在.NET
开发平台中，通过添加 Web 引用，填写调用的 Web Service 的 WSDL 的 URL 地址，系统就

会自动创建一个代理类；程序员调用 Web Service 接口时，只需要在程序中像使用自己定义
的类一样去调用代理类的方法。
（2）通过其他公司或机构提供的组件进行访问，如微软的 htc 组件，Axis2 开发包等。
这些组件可以对服务方提供的描述文件 WSDL 进行解析。调用服务时，生成恰当的 SOAP
请求消息发向服务端，等待服务端返回 SOAP 响应消息并进行解析获取返回值。
（3）直接通过 URL 地址访问。该 URL 地址的格式为：服务地址/函数名?参数 1=参数
1 的值&参数 2=参数 2 的值&…&参数 n=参数 n 的值，其中参数 1，参数 2，…，参数 n 均
是函数的形式参数名。当 Web 服务引擎（如 Axis2 引擎）接收到此 URL 地址后，会把该地
址交给控制类（如 AxisServlet）进行处理，从中获取客户的 HTTP 请求信息，并调用与地址
中函数名同名的服务，最后把调用结果封装成 SOAP 消息流返回到客户端。这样，程序员就
可以使用类似调用 Ajax 的方法一样去调用 Web Service。
3.2 OntoThesaurusAPI 的应用示例
下面我们以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公共联机书目查询系统 OPAC 为例，详细介绍
OntoThesaurusAPI 的使用方法。其他应用系统可参照此过程开发自己的具体应用。
在 OPAC 中，可以利用 OTCSS 提供的 API，进行扩展性的智能检索应用。比如规范化
检索：对于用户输入的检索词，系统运用 OntoThesaurusAPI 进行检测，如果检索词为某一
个主题词的入口词，系统将会使用该主题词代替此检索词进行检索，否则就使用原检索词进
行检索。下面以此为例来说明如何调用 OntoThesaurusAPI 来增强 OPAC 的服务。在本例中，
采用直接访问 URL 的方式调用 Web Service。
（1）首先需要得知检索词是否为入口词，并将其对应的叙词作为新的检索词。
OntoThesaurusAPI 的第一个 API 可以通过各种检索关键字检索并获取叙词，其中有一个检
索途径是通过入口词或叙词进行精确检索。该 Web Service API 的 URL 地址为
http://210.39.15.167:8080/ThesaurusProjectForCCT/services/ThesaurusService/getConcepts?
key_word={0}& matching_mode=0&search_field=0
其中{0}处填写检索词。
（2）.NET 平台中提供了 System.Net.HttpWebRequest 来模拟页面访问 URL 的方法，并通过
System.Net.HttpWebResponse 类取得响应的页面内容。在本例中，就是使用这种方法对（1）
中的 URL 地址进行访问。在 OTCSS 系统中，利用 Axis2 作为它的 Web 服务引擎，提供的
Web 服务对中文的处理默认是 ISO88591 编码模式。因此在使用(1)前需要对检索词进行
ISO88591 转码：
byte[] tmp = Encoding.Default.GetBytes(value);
string tmpvalue = Encoding.GetEncoding("ISO88591").GetString(tmp);

再把 tmpvalue 的值作为 key_word 的参数值，利用 HttpWebRequest 类进行访问：
HttpWebRequest reqforsearch = (HttpWebRequest)WebRequest.Create(url);

接着利用 HttpWebResponse 类获得页面响应：
HttpWebResponse resforsearch = (HttpWebResponse)reqforsearch.GetResponse();

（ 3 ） 判 断 页 面 的 响 应 是 否 成 功 。 接 着 利 用 .NET 平 台 中 提 供 的
System.IO.Stream,System.IO.StreamReader 来获取(2)中得到的页面响应的数据流：
Stream stream = resforsearch.GetResponseStream();

srforsearch = new StreamReader(stream, System.Text.Encoding.GetEncoding("utf8"));
string s = srforsearch.ReadToEnd();

（4）Web Service 返回的结果是以 XML 格式进行展示的。所以接下来根据具体需求对这些
XML 返回结果做解析，这里我们主要采用正则表达式的方法去做解析：
string concept_regex = "<ax21:label>(.*?)</ax21:label>";
Match concept_match = Regex.Match(s, concept_regex);
if (concept_match.Success)
{
result = concept_match.Groups[1].Value;
}

解析出来的结果为本例中需要使用的正式主题词。
（5）利用这个正式主题词代替输入的检索词，调用 OPAC 中的检索方法进行主题词检索，
实现规范化检索功能。
在本例中，如果能找到检索词的正式主题词，或者该检索词就是一个正式主题词，还可
以运用 OntoThesaurusAPI 的第 15 个 API ：public ConceptProperty[] getConceptProperties
(String concept)，把这个主题词的所有款目信息输出到检索结果页面，供用户浏览，用户还
可以利用这个主题词的上下位词等款目信息继续进行检索。
调用的步骤与上述步骤几乎一致，不同之处在于调用的 URL 地址以及对返回结果的解
析过程。调用的 URL 地址为：
http://210.39.15.167:8080/ThesaurusProjectForCCT/services/ThesaurusService/getConceptPr
operties?concept={0}
其中{0}处填写叙词。
解析返回结果时也是通过正则表达式进行解析，以下是解析用的正则表达式：
string concept_regex = "<ns:return type=\"service.ConceptProperty\">(.*?)</ns:return>";
string property_label_regex = "<ax21:property type=\"service.Property\"><ax21:comment>.*?</ax21:comment>
<ax21:label>(.*?)</ax21:label>";
string property_value_regex_fdp = "<ax21:literal>(.*?)</ax21:literal>";
string property_value_regex_fop = "<ax21:concepts type=\"service.Concept\"><ax21:label>(.*?)</ax21:label>.*?
</ax21:concepts>";

最后根据解析出来的结果得出叙词的完整款目。
例如，检索“公断”这个词，系统利用 OntoThesaurusAPI 找出“公断”的正式主题词
为“仲裁”
，并使用“仲裁”进行主题词检索，显示检索结果如图 1 所示。读者可点击“完
整叙词款目”查看 “仲裁”的叙词款目信息，如图 2 所示。

图 1 使用“公断”进行规范化检索后的结果

图 2 点击图 1 的“完整叙词款目”后显示的叙词款目

在上述的例子中，调用 Web Service 时也可以使用 3.1 中所提到的其他方法进行实现，
如在.NET 平台中使用 Web 引用的方法。首先点击“添加 Web 引用”，填写 URL 地址为：
http://210.39.15.167:8080/ ThesaurusProjectForCCT /services/ThesaurusService?wsdl
并填写 Web 引用名（如 WebReference）；系统会自动根据这个 WSDL 文件生成相应的代理类；
接着在程序中通过这些代理类来调用 Web Service 接口，如调用第 2 节中所述的第一个 API：
byte[] tmp = Encoding.Default.GetBytes(value);
string tmpvalue = Encoding.GetEncoding("ISO88591").GetString(tmp);
TestWSClient.WebReference.ThesaurusService ts = new TestWSClient.WebReference.ThesaurusService();
TestWSClient.WebReference.Concept[] result = ts.getConcepts(tmpvalue, 0, true, 0, true);
……

在使用这种方法时，同样需要先对传入的中文参数进行转码。
3.3 OntoThesaurusAPI 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利用 OntoThesaurusAPI,可以在 OPAC 中实现规范化检索，分类号、英译名扩展检索，
上位词、下位词、相关词（或它们的子关系词）的扩展检索等，为读者提供更准确、更强大
的检索服务。
在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的编目子系统中，OntoThesaurusAPI 可以为标引员提供内嵌式
的辅助标引功能，帮助标引员使用更为准确的主题词进行更快捷的标引。
此外，OntoThesaurusAPI 还可以应用在其他领域。如在 CNKI 等数据库检索系统中，
在主题词、关键词的检索功能上，可以使用它来辅助完成规范化检索、上下位扩展检索等功
能；在搜索引擎中，可以利用此服务获取更多的检索词形态；在众多支持 Tag 的应用程序中，
可以使用 OntoThesaurusAPI 为用户输入的标签进行规范化的提示，使用户输入的标签更为
规范化；在面向主题词的数据挖掘中，运用 OntoThesaurusAPI 可以对主题词及其款目信息
进行挖掘、统计；在机器学习中，通过 OntoThesaurusAPI，可以提供同义词辨析机制和主
题词分析机制，进行与主题词相关的信息抽取等等。
上述所有的应用都可以通过 Web Service 调用的标准方法，在不同的应用平台上进行实
现。

4 结

语

基于 Web Service 技术开发的 OntoThesaurusAPI 可以非常广泛地应用到其他应用系统
中，促进新信息环境下知识服务的发展。
本文通过 OPAC 应用实例详细阐述了这些 OntoThesaurus Web Service API 的使用方法。
相关领域应用系统的开发者可以参考这些方法，根据具体的 OTCSS 系统提供的 Web Service
API 开发自己的具体应用。OntoThesaurusAPI 今后还可以针对新的需求，扩展提供其他服
务，如支持返回 JSON 数据格式，支持叙词修订信息采集 Web Servic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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