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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用叙词表提供了普遍意义的概念，具有普适性、协调性与兼容性的特点，而不同的专业叙词表提供了

领域内关注的不同侧重点。叙词表多表联合标注能够从多视角下揭示文档的语义。文章提出了叙词表多表联合标

注系统的设计方案，介绍了叙词表文本标注等功能模块以及设计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并以皮肤病领域下文档标注

为例进行了研讨，总结了多表联合标注可能的应用场景。多表联合标注系统为挖掘不同视角下文档的意义提供了参

考，并为文档的语义检索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叙词表，标注，语义

DOI：10.3772/j.issn.1673—2286.2013.11.005

叙词表多表联合标注系统设计与实现*

1 引言

标引是对文献的内容及其他有

检索意义的特征进行分析、描述并

用检索标识记录下来，作为存取依

据的文献处理过程，它又分为分类

标引和主题标引。标引不仅是信息

过滤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原信

息的精炼与提升，可以使检索更有

效率，更为精准。曾经一度，因为全

文索引逐渐被人采用，对于标引的

需求下降，导致研究减少。但随着

研究的深入，尤其是面对海量信息

的检索与挖掘，如自动摘要、文本

分析、主题检索等的需要，标引显

得愈发重要[1]。

通用叙词表提供了普遍意义的

概念，具有普适性、协调性与兼容

性的特点，而不同的专业叙词表提

供了领域内关注的不同侧重点。单

表标引相对作用有限，但是叙词表

多表联合标注能够从多视角下揭示

文档的语义。例如，将一个表示事

物的叙词和另一个表示该事物某个

属性或某个方面的叙词所进行的联

合标引，其结果可以形成一个专指

概念。例如：“信号模拟器稳定性”

可用“信号模拟器”与“稳定性”组

配，即用事物及其性质来表达专指

概念。

在自动标引方面，李素建等 [2]

利用最大熵模型进行自动标引的研

究，通过建立最大熵模型的特征集

合，提出分类试验、正例试验、打分

试验三种试验，总结了最大熵模型

的优点在于可以灵活地选择各种特

征，结合大量的特征到模型中去。

章成志[3]为了有效利用标引对象的

特征，并考虑到抽词标引可以转换

为序列标注问题，提出基于条件随

机场的自动抽词标引模型，认为是

到目前为止解决序列标注问题的最

好方法。程传鹏[4]针对微博文本的

特点，根据微博文本中的名词或动

词之间语义相似度构造图的邻接

矩阵，再利用Pagerank算法思想来

计算词语的重要度，作为标引词选

择依据。利用叙词表进行机辅标注

方面，杨贺[5]等基于海量文献人工

标引，运用计量分析法对多年来积

累的人工标引词从词频、词长、词

类型、词共现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运用字面相似度计算词间关系来

建立适用于机标和后控词表的自然

语言词表的过程。朱嘉贤等[6]为支

持We b资源内部信息的检索，研

究多粒度语义标注，即按树根结

点、分支结点、叶子结点及资源信息

元为粒度单位对Web资源进行组织

管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基于本体

的搜索技术。

从以上关注标注方面的研究和

设计可知，标注是一个相对主观和

灵活的行为。本文主要着重相关实

现，包括自动标注与手工标注，提出

了叙词表多表联合标注系统的设计

方案。

2 多表联合标注系统整
体设计

本系统采用的自动标注是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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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分标引法，即根据各种算法，在

文献中去标注在叙词表中出现的概

念。人工标注是一项繁重的脑力劳

动[7]，它需要对标注的文献内容进

行分析，再依据叙词表选择词汇对

此文献的内容进行标注。但是，考

虑到自动标注的有限性，目前尚不

能完全代替人工标注。因此，本系

统也增加了机器辅助标注，允许系

统用户使用人工去标注。

2.1 多表联合标注系统整

体设计

多表联合标注系统，有管理

员、注册用户以及互联网用户等三

类用户。管理员负责用户管理、系统

词表管理，以及系统设置。注册用

户主要有文档管理以及用户词表

管理等功能。互联网用户相关功能

有文本标注、注册登录，以及业界

新闻浏览等。系统公共模块还包括

日志管理模块及API接口等。多表

联合标注系统详细功能结构如图1
所示。

2.2 多表联合标注的流程

多表联合标注流程，主要有文

图1 系统功能结构图

档打开、词表设置、文本标注以及

结果处理四个步骤。详细流程如图

2所示。文档打开，是指用户可通过

打开本地文档，或者粘贴来新建待

标注文档。词表设置，是指添加或

者移除用来标注的叙词表，并允许

用户导入、编辑自己的词表，允许

用户选择用来标注的词表、专业领

域词表（如皮肤病、新能源汽车之

类），以及通用的词表（如人员表、

机构表）。文本标注，是指利用自动

标注算法或者手工标注方式对原文

进行标注。结果处理，包括标注效

果预览、保存至本地以及标注结果

复制和清空等功能。

以下将重点介绍文本标注。

文本标注包括自动标注与手工

标注。其中，自动标注是指利用自

动标注算法，对待标注文档利用包

图2 多表联合标注流程

括的多部词表进行自动标注。如果

文档原来标注过，则须先将原来的

标注信息删除后，才能进行再次自

动标注。手工标注，是指用户选择

叙词表以及相应的类型属性，然后

使用鼠标选择相关的待标注文本内

容进行标签的创建、修改和删除。

文本标注详细流程如图3所述。

标注后系统采用通过不同颜

色显示来自不同词表的标签。待标

注的文本内容通过嵌套标签来实

现，这样，用户既能够保证不改变

原文显示位置，又能让用户看到标

注后的效果。例如，使用皮肤病词

表，在待标注文档中标注“溃疡”。

按照该词表，溃疡是一种“病症描

述（PBD）”，其类型简称为PBD。

这样，系统会标注如下：<stkos:c:
PBD>溃疡</stkos:c:PBD>。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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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标注详细流程图

stkos是指原文采用本系统创建的

词表进行标注，c是指该用来标注

的词表简称，PBD是指病症描述的

代码。同时，系统还会在按照该词

表规定的颜色等样式，显示标注后

的效果，让用户所见即所得。

2.3 设计中应该注意的问

题

多表联合标注系统涉及多部词

表，同时，标注的标签较多，修改比

较频繁。因此，在多表联合标注系

统设计中，下列问题宜重点注意。

1) 文档管理

针对多用户平台，每个用户可

能上传各自的文档，因此文档管理

必不可少。系统在设计时，应该考

虑到保持各个用户文档的相对独

立性，同时支持通用的文档管理框

架。针对此问题，系统应该编制相

关的文档导入、导出规范。

2) 标注的形式

标注的形式主要两种，一是在

原文中标注直接修改原文，二是将

原文与标注分离。

直接修改原文，适合文本操

作，标注位置容易确定，实现方案

比较简单。但不足在于，由于文档额

外空间不多，不好解决用户输入信

息的填写位置。而且，一旦修改，所

有位置都会出现偏移，会影响系统

效率。

原文与标注分离，是指标注独

立于原文存储，对同一原文可以显

示不同人的标注。其优点是系统设

计相对灵活，允许不同的用户对同

一文档进行标注。同时，还方便对

标注的管理，如增、删、改、查等。

难点是记录标注位置，当原文变

动时标注不容易精确指向。多数标

注应用都把标注与原文分离，很

多数Web应用使用原文与标注分离

存储。

标注系统设计时，应该根据以

上两种标注形式的情况决定，最终

选择哪种标注方式，是选择在文中

直接标注，还是原文与标注分离的

形式。

3) 标注管理的灵活性

多表联合标注时，由于存在添

加或者删除标注词表，因此标注的

管理宜灵活。在灵活性方面，下文

主要从增量标注和多视角展示标签

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增量标注。当用户增加一个新

词表来标注已经标注过的文章，

此时应该支持增量标注。实现增

量标注，当用户新添加一个词表

进行自动标注时，原来标注内容

和标签不需变动，采用增量的方

式进行自动标注（这样能够保证性

能）。同样，删除已经标注的词表

时，应该能够直接删除原标注词表

的标签。

多视角展示标签。多表联合标

注的目的是增加标注的维度，从而

能够揭示原文的语义。因此，标注

使用的标签，应该尽能够多视角展

示。例如，能够通过词表分组的方

式显示标签及内容，能够将某部词

表的标注标签统计汇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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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表联合标注系统实
现

多表联合标注系统采用B/S架
构的软件平台，采用MyEclipse 9.0 
+ Tomcat 6为开发平台，采用SSH
框架，J DK版本为1.6；数据库为

MySQL 5.0。
以下以皮肤病领域下的文档标

注为例，介绍其实现。多表联合标

注系统标注页面如图4所示。页面

上部是词表的管理区，中间为词表

标签展示区，正中间是文档显示及

标注区域，右侧是已标注标签的集

中展示。

多表联合标注系统采用标注与

原文分离的标注形式，在不改变原

文的情况下，通过记录位置并将标

签等信息存入数据库中。标注后的

预览效果如图5所示。

在数据库中记录每个标注文

本在原文中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

置。系统导出按照相关规范进行导

出。系统导出时可选择采用HTML
还是X M L格式，并定义了系统的

标签以及固定格式。例如，为了与

原文保存一致，系统导出时增加

了原文的导出，其使用的标签名为

“originalText”。HTML方式实际

导出效果类似于图5所示，XML方
式实际导出效果如图6所示（为节

省篇章，原文部分只保留了部分内

容）。

4 多表联合标注系统应
用场景分析

4.1 深度检索系统

标注系统检索能够支持深度

检索系统，其目的是实现专业化检

索，以提供精确的检索结果。在现

图4 多表联合标注界面

图5 标注后的预览效果

图6 标注后的文档导出

在信息泛滥的前提下，检索并不是

缺少结果，而是缺少用户真正想要

的结果。本标注系统检索提供精确

的结果，应用于类似于QA这样的

检索或者问答系统。

不同角色的人员针对相同的系

统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场景有不

同的输入方式和习惯。针对医学信

息方面的检索，角色可能包括患者

和医务工作者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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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患者

患者在感觉身体不舒服后，登

入系统，输入或选择不舒服的部

位，输入或选择症状进行查询。页

面示意如图7a所示。患者输入后系

统自动联想，由用户选择后限定相

关概念出现的词表。这样能够过滤

一些并非该词表标注的内容，从而

达到精确检索的目的。一般模式仅

提供用户一个文本框，用户仅需输

入关键字进行检索即可。用户在输

入关键字时，如果关键字在多个类

型中出现，那么提示用户检索哪个

类型的数据。

（2）医务专家

医务专家主要使用本系统进行

资料检索。专家在检索时，检索信

息比较具体、细致。医务专家除了

输入部位+症状，还有可能输入词

表中其他类型的数据。

专家模式提供用户选择词表、

类型、概念进行检索，并可输入多

组条件进行检索，在选择一个类

型，不选择概念时，默认检索下属

所有的类型，或者也可单独指定概

念。这样能够支持“头”+“症状”、

“部位”+“症状”方式的检索。检

索示意如图7b所示。

当用户输入未确定概念，选

择类型时，系统应根据已经标注的

文档，检索类型相关的关键词，进

行提示。例如用户输入了“部位”+
“症状”，那么需要从已经标注的

文档中检索部位和症状的所有匹配

组合，显示出来，供用户选择。用户

点击一个提示的组合，即可按点击

的关键字进行检索，界面示意如图

7b所示。

4.2 自定义标注引擎分析

用户自定义标注引擎，是指利

图7a 深度检索示意图（一）

图7b 深度检索示意图（二）

用各个叙词表的特点，在原文上

进行联合标注，形成组合的标注方

案。用户自定义标注，并非标注词

表全部类型属性，而是只标注用户

感兴趣的某些特性，并且通过多部

词表组合后形成综合方案。与自动

标注不同的是，该标注引擎只标注

用户感兴趣的内容，而自动标注使

用的标签是某部词表的全部标签。

例如：使用《药品》词表中的“副作

用”标签可以标注所有药品相关的

副作用。使用《皮肤病》词表中的

“药品”名称可以标注治疗某皮肤

病的所有药品。用户自定义“皮肤

病药品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标注标

签，则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标注

文档中出现的所有的皮肤病有关

的药品名称及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的

内容。

自定义标注引擎还可以对标注

的匹配规则、标注的算法等进行配

置。匹配规则指定用户定制匹配的

算法是最大匹配优先还是最小匹配

优先。最大匹配是一次性尽可能标

注多的内容，而最小匹配是尽可能

标注细的内容。如“头痛”，针对最

小匹配可能是<部位>头</部位><
症状>痛</症状>。而最大匹配可能

是<疾病>头痛</疾病>。

4.3 API功能

标注后导出的文档，还可以实

现一些其他场景。例如：（1）提取

标注的内容信息。利用API功能，可

以把词表所有类型的全部内容或

者部分内容依次取出来，从标注的

文档中提取标注的内容信息。（2）
提供词表服务信息。从标注的文档

中，提供标签的解析服务，比如词

表信息、标注的类型等信息。（3）
标注后的统计信息。统计信息可能

包括使用了几部词表、每部词表的

类型数等。（4）操作信息。几部词

表相联系的词条的联合操作，能够

挖掘一些领域成果。

5 结语

本文介绍了叙词表多表联合

标注系统设计和实现，主要讲述了

多表联合标注系统的整体设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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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al thesaurus provides universal concept set while it has universality, coordination and compatibility features. And professional thesaurus with 
domain concepts focuses on professional areas. Document semantics can be revealed by tagging with concepts of multiple thesauri. This paper provided the design 
scheme of tagging system model with multiple thesauri, and introduced the function of text tagging module, as well as attention issues in system design. By discussing the 
documents' tagging in the skin disease field, the paper also summed up possible application scenarios about Multi-Thesaurus joint tagging. The system provides reference 
for mining document's meaning in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semantic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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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流程，以及设计中应该注意的问

题。最后，探讨了多表联合标注系

统可能存在的应用场景。文中对多

表联合标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介

绍。但是，多表联合标注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例如各种标注算法的对

比、标注指标的建立、标注效果的

对比等都是实际系统设计与实现中

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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