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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文献知识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以及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为了更加方便、快捷的对信息进行检索，

本文提出了在科技知识组织体系(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Organizing System，简称STKOS)的基础上对概

念进行映射分析的方法，并实现了其系统化。文中对多种标准的分类体系和各领域的文献词表进行异构分析，并

对其进行了映射。实验结果表明本文的方法可以在多重标准下的分类体系和词表中方便快捷地对概念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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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网络信息资源以指数级速度增长，传统检

索模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新的信息检索

模式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从信息来看，所谓的

情报就是知识或信息经传递并起作用的部分，即运

用一定的形式，传递给特定用户并产生效用的知识

或信息⋯。简单地说，情报就是从某种情况中所获

得的有用的消息和报告。对于现今信息量大幅度增

加，叙词表和分类法成为了支撑高效信息检索的基

础知识体系。由于分类法和叙词表的种类众多及其

各自的标准不同，因此对于这一知识体系，存在着一

定的问题：叙词表和叙词表之间存在异构，分类法之

间也存在异构，分类法和叙词表之间缺少有效的相

互支撑。对于分类法和叙词表之间所存在的异构问

题的研究，如OCLC研究机构通过采用同现映射和

直接映射组合的方法，研究了《杜威十进制分类法》

DDC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标题表》旧1(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简称LCSH)的兼容操

作¨1以及Northwestern大学的研究项目LCSH和

《医学主题词表》(Medical Subject Headings，简称

MeSH)的映射¨3。本文基于科技知识组织体系对

概念进行映射分析，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对概

念进行检索，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对概念的检索

效率。

1 面向分类法和叙词表的概念映射

1．1分类法和叙词表的概述

本文所用到的分类法有国际专利分类表"。(In-

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简称IPC)、国际标准

分类法(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Standards，简称

ICS)、中国标准分类法(Chinese Classification for

Standards，简称CCS)、国际十进制分类法怕。(Univer—

sal Decimal Classification，简称UDC)和杜威十进制

分类法∞。71(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简称

DDC)。下面是对它们和叙词表的简单介绍及特点

分析。

IPC是使各国专利文献获得统一分类的一种工

具。IPC是从专利技术领域进行分类的，且结构上

是按等级进行分类的，通过字母和数字逐级编号得

到分组类号，分组类号后的圆点数表示各分组的从

属关系。ICS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编制的标准文献

分类法。它按标准文献主题内容所属学科、专业进

行分类的，采用的是层累制分类法，由三级类目构

成，每个级别上都是有编号的，并通过小圆点进行隔

离，且在二级和三级中存在着一些注释对类目进行

详细说明。CCS简称中标分类，它的分类标准是以

专业划分为主，适当结合科学进行分类。CCS所采

用的分类法是二级分类，一级分类和二级分类分别

以字母和数字作为编号。UDC是用单纯阿拉伯数

字作为标记符号的，它采用的分类法是三级分类。

它用个位数(0～9)标记一级类，十位数(00～99)标

记二级类，百位数(000～999)标记三级类。DDC分

为10大类。它采用阿拉伯数字作标记符号，并采用

小数制(即十进制)的层累标记制，以三位数(000—

999)形成前三级的等级结构。在三位数中，凡带

“0”的号码均表示总论性类目：后二位为“0”的号

码表示一级类(大类)，末一位为“0”的号码表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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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类，凡末尾不带“0”的三位数号码均属三级类。

叙词表是一种概括某一学科领域，以规范化的、

受控的、动态性的叙词(主题词)为基本成分，以参

照系统显示词间关系，用于标引、存储和检索文献的

词典。叙词表的标准中没有明确的等级分类，但叙

词之间存在这多种关系：等同关系、等级关系和相关

关系。在叙词表中，对于某些叙词都有注释对其进

行详细说明。

1．2对分类法和叙词表的特点分析

根据对IPC、ICS、CCS、UDC、DDC和叙词表的描

述，它们之问存在异构性，同时，它们之间也有着一

定的共性。首先，IPC、ICS、CCS、UDC和DDC都是

按等级进行分类的，且叙词表也有等级分类。其次，

ICS、CCS和叙词表都是以专业和学科为主进行分

类的。

对以上几种标准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几种分类

法和叙词表的异构情况。其中，IPC和叙词表必须

单独分类，其他几种分类法有较多的共同点。故对

它们各自的类目进行分析，可总结出7种不同标准

的结点：分别是部结点(IPC的8个大部)、目录结点

(IPC的类、主组，ICS的一级分类，CCS的一级分类，

DDC的一级、二级分类，UDC的一级、二级分类，

CLC的一级、二级分类)、分类结点(IPC的小类，ICS

的二级分类)、专利叶结点(IPC的分组及其后面带

圆点的信息)、学科叶结点(CCS的二级分类，DDC

的三级分类，UDC的三级分类，CLC的三级分类)、

ICS叶结点(ICS的三级分类)和叙词结点(叙词)。

对于结点间的关系，即所有概念间的关系，有等价、

继承、相关、“是一种特征”和“是一部分”5种。其

中继承关系可以细分出“是一种”、“应用于”及“具

备特征的”三类关系；“是一种特征”可细分出“是一

种属性”和“是一种表现”两类关系。

1．3面向分类法和叙词表的映射

根据对几种分类法和叙词表的分析，总结得出

7种结点和8种关系，本文将得到的7种结点进行

两两结合，分析它们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在这7种

结点中，并不是所有的结点之间都存在关系，故将不

存在关系的结点组合去除，可以得出以下结点组合

存在某一种或多种关系，分别是：IPC的部和类的关

系为“是一种”；IPC的类和小类的关系为“应用

于”；IPC的小类和主组的关系为“应用于”和“是一

部分”；IPC的主组与分组的关系为“是一种”和“是

一种属性”；IPC的分组间的关系为“具备特征的”；

ICS的一级与二级分类的关系为“是一种”和“应用

于”；ICS的二级与三级的关系为“是一种”和“应用

于”；CCS的一级与二级的关系为“是一种”和“应用

于”；DDC的一级与二级的关系为“是一种”；DDC

的二级与三级的关系为“是一种”和“是一部分”；

UDC的一级与二级、二级与三级以及三级与三级的

关系都为“应用于”；CLC的一级与二级、二级与三

级的关系为“是一种”；主题词表中除了同级关系以

外，还有“是一种”、“是一种表现”及相关3种关系。

2面向科技知识组织体系的概念映射

系统的实现

本文根据总结得出的各种分类法和叙词表之间

的映射关系，通过开发平台Eclipse及GMF来对其

进行系统上的实现。其系统平台的结构如图1

所示。

分类体系

一魍圈尸
集雨面 1分类映射工具

黼两概念空间【射!!EJ

主题词表Excel塑堕固舾
分类体系

图1 系统的结构图

Eclipse是著名的跨平台的自由集成开发环境

(IDE)，主要用于Java语言开发。Eclipse的基础是

富客户机平台(Rich Client Platform，RCP)。GMF

提供了图形化编辑器的开发环境和运行时框架。

GMF框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运行时框架，图形化

开发环境。图形开发环境依赖底层的运行时框架。

在GMF的图形化开发环境中，GMF编辑器的主要

功能是用来定义一组用来生成代码框架的模型，主

⑤I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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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包括：graphical model，tool model和map model。

其应用场景为科技概念的语义关联和文献分类

体系关联。输入数据即各种分类法和叙词表的概

念，其格式为Excel。通过编码实现对数据的导入功

能，期间进行二次标注。

2．1 系统框架

本文中，系统的实现分为3大模块：功能层、模

型层和数据层。其框架图如图2所示。

l功能层1I匦 -匝
‘。。。。。。。。。。。。。。。。。。。。。。。。。。。。。。。‘。。。。。。。一

模型层 竺里兰塑架l l数据模型化～
JI

一巧—歹甲＼＼—＼
’’ ，‘ ，。 ， 、

I数据层1 il IPC ICS ccs DDC UDC cLc Ii l主题词表I

图2系统的框架图

其中功能层有两个方面：数据导入和数据导出。

模型层的实现是先由上文分析得到的公共数据模型

在Eclipse中用Ecore模型描述，驱动生成CDM构

架，接着将所需要的数据导人，实现数据的模型化。

数据层部分包含的是该研究的数据，其中包括分类

体系中的IPC、ICS、CCS、DDC、UDC和CLC以及主

题词表。

2．2系统的技术体系

在本文的研究中，由于系统的实现是需要集多

种功能于一体的，故在系统开发的过程中涉及多种

技术。系统的技术体系如图3所示。该研究中，所

用到的技术有Eclipse的插件GMF和RCP以及其

他插件。通过将原始数据经过编码分析，使数据标

准化，然后经由GMF来实现数据的可视化。

3 系统实现的认证结果

IPC和UDC，主要选取了石油方面的一些概念。由

于概念数据的信息量过大，故只截取其中的一部分

来引用。主题词表的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IPC的

原始数据片段。7。如图4所示。UDC的原始数据片

段旧。如图5所示。通过系统实现后得出的结果分别

如图6、图7和图8所示。

表1石油主题词表

本文中，用于实例认证的数据主要是主题词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V一一●一●一_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_

图3系统的技术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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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UDC数据片段

图6 系统实现后的叙fFIJ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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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系统实现后的UDC的结果

本文通过对科技知识组织体系进行概念上的映

射，构建了统一的概念空间(用公共数据模型描

述)。然后基于统一的概念空间，并通过开发平台

Eclipse和GMF开发了具有数据导入、数据导出及

数据可视化功能的系统，实现了对概念的可视化图

形编辑和导入。通过概念的映射和系统的实现，使

得我们在这个信息呈爆炸性增长的时代，可以更快

捷、方便的对概念进行检索，同时也可以更加直观地

了解概念间的关系。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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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MAPPING AND SYSTEM IMPLEMENTATION ORIENTED STKOS

黝ⅣG Bo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s knowledge and the explosive growth of information，this pa—

per puts forward a mapping analysis method of concept based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ledge organization system，and realizes its

systematization to inquire information more conveniently and quickly．The paper analyzes the heterogeneity of a variety of standard clas—

sifieation systems and literatures and thesaurus in all areas and do mapping．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thod can search

concepts of classification system under multiple criteria and thesaurus quickly and easily．

Key words：STKOS；classification system；map；literatures；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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