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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学叙词表关联数据构建研究与实践

鲜国建　赵瑞雪　寇远涛　朱　亮　张　洁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基于ＳＫＯＳ及ＳＫＯＳ－ＸＬ规范和模型，将ＣＡＴ中的叙词及词间语义关系进行规范表达和关联描述，并与
ＡＧＲＯＶＯＣ、ＮＡＬＴ、ＥＵＲＯＶＯＣ和ＬＣＳＨ等几大知识组织体系在概念实例层面建立语义关联。同时，基于开源工具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构建ＣＡＴ关联数据发布系统，可提供ＣＡＴ概念解析、浏览导航、ＳＰＡＲＱＬ查询终端和 ＲＤＦ下载等关联数
据服务。本研究有助于提高农业科学叙词表的可见性、获得性及与其他知识组织体系的互操作能力，并为将其应

用于描述、组织和语义关联其他农业信息资源奠定重要基础。

【关键词】关联数据　农业科学叙词表　ＳＫＯＳ　ＳＫＯＳ－ＸＬ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
【分类号】Ｇ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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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１２
　　收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１１
　　本文系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基于ＳＴＫＯＳ的知识服务应用示范”（项目编号：２０１１ＢＡＨ１０Ｂ０６）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引　言

　　关联数据是指在语义网中使用ＵＲＩ和ＲＤＦ发布、分享、连接各类数据、信息和知识［１］，其最大的特点是将孤

立数据关联起来。关联数据是解决海量信息因离散孤立、缺乏语义而难以被计算机智能处理这一难题的有效手

段，也是实现对海量、异源、异构信息精细化揭示、深度整合和知识组织的有效途径。通过构建关联数据，可盘活

各类存量信息资源。数据间建立的关联越丰富，数据则越有价值，数据的价值也就越能得以体现［２］。

　　语义网络环境下，尤其是从传统文件网络向具有结构化和富含语义的数据网络演进过程中，传统知识组织系
统（如叙词表、主题词表、分类法等）又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组织管理、挖掘分析和开发利用海量信息资

源实践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然而，作为规范描述和深度组织海量信息资源的知识组织系统其自身也需要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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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进，为适应新的需求变化而不断推进其自身发展和

进化，将知识组织系统发布为关联数据则是当前极为

重要的工作。

　　农业科学叙词表（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ＣＡＴ），作为国内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业叙词表，共收录了
包括农业、林业、生物等领域在内的６万多个叙词和非
叙词，以及丰富的“用、代、属、分、参”等词间语义关系，

曾为有效组织和利用我国的农业信息资源发挥了重要

作用。近年来，针对ＣＡＴ也开展了向本体转化［３］以及与

ＡＧＲＯＶＯＣ叙词表建立映射等研究［４］。然而，与Ｂｅｒｎｅｒｓ

－Ｌｅｅ［５］提出的五星等级评价标准对比，农业科学叙词
表仅能获得两到三颗星，因为其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

也未提供便捷的获取和利用途径。因此，有必要应用

关联数据的理念和技术方法，使农业科学叙词表变得

更加开放、有用、可用和尽可能地被多用。本文将就

ＣＡＴ构建并发布为关联数据的相关内容进行探讨。

２　ＣＡＴ基于 ＳＫＯＳ和 ＳＫＯＳ－ＸＬ的关联
描述

２．１　ＳＫＯＳ与ＳＫＯＳ－ＸＬ
　　（１）简单知识组织系统（Ｓｉｍｐ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ＫＯＳ）［６］是万维网联盟在２００５年制定
的规范标准，是以资源描述框架（ＲＤＦ）为基础，为叙词
表、分类法、主题词表、术语表等知识组织体系提供一

套规范、灵活、简单、可扩展的描述转化机制，以便实现

各类知识组织系统资源的共享和重用。

　　ＳＫＯＳ实质上是建立在 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基础之上，并
进一步扩展了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的描述能力，专门设计了一
系列描述标签，试图以计算机可理解的方式来提供一

个强大的知识结构描述框架，从而支撑语义网中各类

知识的有效组织。ＳＫＯＳ由核心词汇（ＳＫＯＳＣｏｒｅ）、映
射词汇（ＳＫＯＳＭａｐｐｉｎｇ）和扩展词汇（ＳＫＯＳ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三部分组成。

　　（２）ＳＫＯＳ扩展标签（ＳＫＯＳ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ｆｏｒＬａｂｅｌｓ，
ＳＫＯＳ－ＸＬ）是在ＳＫＯＳ基础上定义的可选扩展，该扩展
为描述和关联概念标签提供了额外支持［７］。概念标签

类定义为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其每个实例都可以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ａｌ
Ｆｏｒｍ和ｘｍｌ：ｌａｎｇ来描述不同语种的ＲＤＦ普通字符。通
过ｓｋｏｓｘｌ：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ｓｋｏｓｘｌ：ａｌｔＬａｂｅｌ和ｓｋｏｓｘｌ：ｈｉｄｄｅｎＬａｂｅｌ
等标签属性将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的实例与ＳＫＯＳ概念建立关

联，这与ＳＫＯＳ中的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ｓｋｏｓ：ａｌｔＬａｂｅｌ和ｓｋｏｓ：
ｈｉｄｄｅｎＬａｂｅｌ属性相类似，只是更具灵活和可扩展的描述
与关联能力。

２．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的图书情报界已开展了一系列关于知识组
织系统基于 ＳＫＯＳ进行描述转化的研究，如美国国会
图书馆标题表（ＬＣＳＨ）［８］、荷兰视听档案通用词汇表

（ＧＴＡＡ）［９］、医学主题词表（ＭｅＳＨ）［１０］等。２００９年，

《杜威十进分类法》（简称ＤＤＣ）以ＳＫＯＳ格式发布［１１］，

目前提供了前三级类目数据的开放下载，ＦＡＯ也采用
ＳＫＯＳ－ＸＬ格式将多语种农业叙词表 ＡＧＲＯＶＯＣ发布
为关联数据［１２］。张士男等［１３］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图书

馆图书分类法》中类目、类号、关系、类目注释等的

ＳＫＯＳ转换。刘丽斌等［１４］建立了《中国分类主题词表》

的ＳＫＯＳ描述自动转换方案。目前大部分转换研究都
是基于 ＳＫＯＳ格式，只有 ＡＧＲＯＶＯＣ叙词表采用了
ＳＫＯＳ－ＸＬ标准。为了更加清晰地描述农业科学叙词
表，本文将综合应用 ＳＫＯＳ和 ＳＫＯＳ－ＸＬ以更加灵活
和可扩展的方式进行描述和转换。

２．３　ＣＡＴ的语义关联描述
　　本文在利用ＳＫＯＳ模型将ＣＡＴ进行了描述和转化
的基础上，引入 ＳＫＯＳ－ＸＬ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ＣＡＴ的
语义关联描述框架。

　　（１）叙词向概念的转化
　　在将 ＣＡＴ向 ＳＫＯＳ转换时，每个叙词都将被转化
为ＳＫＯＳ的一个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最为重要的是为每个
概念赋予唯一且可网络解析的ＨＴＴＰＵＲＩ。借鉴Ｄｏｄｄｓ
等［１５］总结的常见ＵＲＩ生成方式，在设计ＣＡＴ概念唯一
标识符时，继承应用了ＣＡＴ中为每个叙词分配的稳定
唯一编号 ｔｅｒｍ－ｃｏｄｅ，使其成为了 ＨＴＴＰＵＲＩ模板
“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ｅｒｍ－ｃｏｄｅ｝”的
一部分，如概念“水稻”的唯一标识符为“ｈｔｔｐ：／／ｌｏｄ．
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４２３５９”，从而确保可直接通过
稳定的ＨＴＴＰＵＲＩ来访问和解析ＣＡＴ中各个概念。
　　（２）标签类及标签属性的应用
　　尽管使用ＳＫＯＳ提供的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和 ｓｋｏｓ：ａｌｔ
Ｌａｂｅｌ等标签属性就能描述更为详细的信息，但为了能
以更清晰、更灵活、可扩展和可关联的机制来描述信

息，本文采用了ＳＫＯＳ－ＸＬ中的标签类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和
ｓｋｏｓｘｌ：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ｓｋｏｓｘｌ：ａｌｔＬａｂｅｌ等标签属性。在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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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Ｔ概念和其“代”的非叙词的 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实例时，
组合应用了 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ａｌＦｏｒｍ和 ｘｍｌ：ｌａｎｇ来描述不同
中文名称及其对应英文翻译名称。与概念类似，这里

也需要为每个标签类实例指定唯一标识符，本文遵循

模式“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ｌａｂｅｌ／ｘｌ＿｛ｌａｎｇ｝＿｛ｔｅｒｍ
－ｃｏｄｅ｝＿｛ｌａｂｅｌｉｎｄｅｘ｝”，其中“ｌａｎｇ”是标签的语种标识
（中文－ｚｈ，英文－ｅｎ），“ｔｅｒｍ－ｃｏｄｅ”仍是其对应概念
的编号，而“ｌａｂｅｌｉｎｄｅｘ”是描述对应概念的标签序号，
如优选标签的中文名称序号为１，英文译名为２，而其
“代”的第一个非叙词的中文名称为３，英文译名为４，
依次累加。实例见４．１节。
　　（３）语义关系的转化
　　为更加有效地组织管理 ＣＡＴ中的概念及概念间

关系，在转化过程中，将 ４０个一级类目以集合 ｓｋｏ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进行了定义，并与各一级类目下的叙词通过
ｓｋｏｓ：ｍｅｍｂｅｒ建立了关联。为整个 ＣＡＴ定义了一个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ｅ，通过计算推理出了 ＣＡＴ的族首词概念
（ＴｏｐＣｏｎｃｅｐｔ）２０００多个，通过 ｓｋｏｓ：ｔｏｐ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和
ｓｋｏｓ：ｈａｓＴｏｐＣｏｎｃｅｐｔ在族首词概念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ｅ建
立了双向语义关联。

　　ＣＡＴ中的“属、分、参”等语义关系类型仍采用
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和 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来分别进行
转化，而“用、代”则通过前面的标签符和标签属性，将

非叙词与叙词概念建立了关联。利用 ＳＫＯＳ及 ＳＫＯＳ
－ＸＬ的数据描述模型，将 ＣＡＴ中叙词“水稻”知识片
断进行关联描述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ＣＡＴ基于ＳＫＯＳ和ＳＫＯＳ－ＸＬ的关联描述框图

３　与其他知识组织系统的映射互联

　　关联数据的宗旨是尽可能多地在不同数据之间建

立关联关系。农业科学叙词表作为组织和应用信息资

源的基础工具，则更应与国内外其他知识组织体系建

立广泛、丰富的语义关联，为进一步发现、整合、共享和

利用各类农业科技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３．１　几大开放知识组织系统介绍
　　（１）ＡＧＲＯＶＯＣ是由 ＦＡＯ不断维护更新的一个涵
盖农业、林业、渔业、食品及相关领域的多语种叙词

表［１６］，已收录３万多个概念，每个概念都用多达２２种

语言进行描述，并与国际上多个词表建立了语义关联。

目前，ＡＧＲＯＶＯＣ已基于 ＲＤＦ／ＳＫＯＳ－ＸＬ格式发布了
关联数据版本，提供了人机都可访问的网络入口，也可

将ＲＤＦ文档下载到本地。
　　（２）ＥＵＲＯＶＯＣ是由欧盟管理维护的多语种叙词

表［１７］，最新的４．４版本中的语种多达２２种，包括德语、

法语、英语、爱沙尼亚语、希腊语、保加利亚语、西班牙

语、捷克语、丹麦语、意大利语等，收录概念６８８３个，
主要用于跨语言检索的词表。该词表也提供了关联数

据版本的浏览和 ＳＫＯＳ／ＸＭＬ文件下载（面向注册用
户）。

　　（３）ＮＡＬＴ是由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等机构编制
的农业叙词表，主要收录了农业、生物及相关领域的９
万多个术语和４万多词间关系，提供了英语和西班牙
语两个语种版本，可通过１７个主题分类进行浏览。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在每年１月都会对词表进行版本更新。
该词表在２０１１年就将其发布为开放的关联数据，可以

数字图书馆



ＸＩＡＮＤＡＩＴＵＳＨＵＱＩＮＧＢＡＯＪＩＳＨＵ　 １１　　　

以ＸＭＬ、ＲＤＦ－ＳＫＯＳ等格式进行免费下载［１８］。

　　（４）ＬＣＳＨ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以本馆的字典式目
录为基础，以标题语言编制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

表［１９］。ＬＣＳＨ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规模
最大、影响最大的一部综合性标题表。从 ２００６年开
始，ＬＣＳＨ就开始研究从 ＭＡＲＣ向 ＳＫＯＳ编码的转换，
在２０１１年开始提供关联数据在线检索、浏览、解析和
下载（ＲＤＦ／ＸＭＬ、Ｔｕｒｔｌｅ和Ｎ－ｔｒｉｐｌｅｓ等格式）服务。
３．２　建立映射互联的描述框架
　　从前面可知，国际上几大有影响、应用广泛的知识

组织体系都已经发布了关联数据，而且一般都提供了

多语种版本。如果将ＣＡＴ／ＳＫＯＳ与已开放的知识组织
体系关联数据建立稳定的映射和关联，将对共享世界

范围内的农业信息资源奠定重要语义基础。本节基于

ＳＫＯＳ提供的映射词汇，仍以概念“水稻”为例，构建了
ＣＡＴ与上述几大关联数据集的映射互联语义描述框架
如图２所示。本文只重点考虑了知识组织系统间精确
的匹配关系（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而上、下位匹配（ｓｋｏｓ：
ｎａｒｒｏｗＭａｔｃｈ和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Ｍａｔｃｈ）、相近或相关匹配则
需更多技术手段和人力投入。

图２　ＣＡＴ与其他知识组织体系的映射描述框架

３．３　建立实例映射的基本方法
　　将农业科学叙词表中的概念实例与其他知识组织
体系建立映射时，一般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１）对已提供免费下载的知识组织体系，可将其
ＳＫＯＳ／ＸＭＬ或Ｔｕｒｔｌｅ等格式文件下载到本地（如ＮＡＬＴ
和ＬＣＳＨ），再基于 ＣＡＴ／ＳＫＯＳ与目标词表中的 ｓｋｏｓｘｌ：
ｐｒｅＬａｂｅｌ或ｓｋｏｓｘｌ：ａｌｔＬａｂｅｌ进行精确匹配，可开发对应
的映射工具来自动建立两个系统中概念的关联关系；

　　（２）对未提供关联数据下载服务的词表，可以人
工方式，在其提供的网络检索页面或 ＳＰＡＲＱＬ查询终
端上检索ＣＡＴ／ＳＫＯＳ中的概念，如果有命中记录，则将
检索结果与ＣＡＴ／ＳＫＯＳ建立关联。
　　本文首先下载了 ＡＧＲＯＶＯＣ、ＮＡＬＴ、ＬＣＳＨ和 ＥＵ
ＲＯＶＯＣ等关联数据，编制自动解析和批量映射工具，
提取各词表中的概念名称和 ＨＴＴＰＵＲＩｓ，通过带中文
或英文语言标记的优选标签或可选标签的精确匹配，

构建了ＣＡＴ中６万多个概念与其他知识组织体系中

概念实例的关联映射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ＣＡＴ与其他知识组织体系匹配映射结果

知识组织体系 概念实例总数 精确匹配数 匹配范围

ＡＧＲＯＶＯＣ ３９８２８ ９６０３ 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ｅｎ或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ｚｈ
ＥＵＲＯＶＯＣ ６８８３ １００４ 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ｅｎ
ＮＡＬＴ ９１６７４ ９５７２ 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ｅｎ或ａｌｔＬａｂｅｌ＠ｅｎ
ＬＣＳＨ ４１４２１３ ４９８９ 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ｅｎ

　　由表１可以看出，概念实例间能够精确匹配的比
例较低，要实现概念间上、下位匹配、相近或相关匹配

等更精准映射互联，则还需知识组织专家和领域专家

通过大量人工操作，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相关映射和审

核工作。

４　ＣＡＴ关联数据构建与发布

４．１　ＣＡＴ向ＳＫＯＳ的批量转化
　　前面对ＣＡＴ中叙词及词间关系，以及与其他知识
组织体系的映射关联，通过 ＳＫＯＳ和 ＳＫＯＳ－ＸＬ描述
框架进行了表达，为实现将 ＣＡＴ中６万多条叙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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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词，１３万余条词间关系，以及２．５万多条词表间映射
关系，自动批量转化为 ＲＤＦ文档，本文开发设计了自
动批量转化工具，如图３所示：

图３　农业科学叙词表向ＣＡＴ／ＳＫＯＳ的批量转化

　　经过批量转化，ＣＡＴ中叙词概念“水稻”及与其他
知识组织体系的映射结果，如以下 ＲＤＦ／ＸＭＬ片断
所示：

　　＜ｒｄｆ：ＲＤＦｘｍｌｎｓ：ｒｄｆ＝＂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１９９９／０２／２２－ｒｄｆ－

ｓｙｎｔａｘ－ｎｓ＃＂

　　ｘｍｌｎｓ：ｒｄｆ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２０００／０１／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

　　ｘｍｌｎｓ：ｓｋｏ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２００４／０２／ｓｋｏｓ／ｃｏｒｅ＃＂

　　ｘｍｌｎｓ：ｄｃ＝＂ｈｔｔｐ：／／ｐｕｒｌ．ｏｒｇ／ｄ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１．１／＂

　　ｘｍｌｎｓ：ｄｃｔｅｒｍｓ＝＂ｈｔｔｐ：／／ｐｕｒｌ．ｏｒｇ／ｄｃ／ｔｅｒｍｓ／＂＞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ｃｈｅｍｅｒｄｆ：ａｂｏｕｔ＝＂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ｘｍｌ：ｌａｎｇ＝＂ｚｈ＂＞农业科学叙词表 ＜／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ｘｍｌ：ｌａｎｇ＝＂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ｈｅ

ｓａｕｒｕｓ（ＣＡＴ）＜／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

　　　　＜ｄ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ＲＤＦｆｉｌｅｉｓｔｈｅＳＫＯＳａｎｄＳＫＯＳ－Ｘ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ＣＡＴ）＜／ｄｃ：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ｄｃ：ｃｒｅａｔｏ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

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ＣＡＡＳ）＜／ｄｃ：ｃｒｅａｔｏｒ＞

　　　　＜ｄｃ：ｆｏｒｍａｔ＞ｒｄｆ＜／ｄｃ：ｆｏｒｍａｔ＞

　　　　＜ｄ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ｚｈ，ｅｎ＜／ｄ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ｋｏｓ：ｈａｓＴｏｐ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

ｃｎ／ｃａ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１９２４＂／＞

　　　　……

　　　　＜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ｒｄｆ：ａｂｏｕｔ＝＂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ｌａｂｅｌ／

ｘｌ＿ｚｈ＿４２３５９＿１＂＞

　　　　＜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ａｌＦｏｒｍｘｍｌ：ｌａｎｇ＝＂ｚｈ＂＞水稻＜／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ａｌ

Ｆｏｒｍ＞

　　　＜／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

　　　＜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ｒｄｆ：ａｂｏｕｔ＝＂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ｌａｂｅｌ／ｘｌ

＿ｅｎ＿４２３５９＿２＂＞

　　　　＜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ａｌＦｏｒｍｘｍｌ：ｌａｎｇ＝＂ｅｎ＂＞Ｒｉｃｅ＜／ｓｋｏｓｘｌ：ｌｉｔｅｒａｌ

Ｆｏｒｍ＞

　　　　＜／ｓｋｏｓｘｌ：Ｌａｂｅｌ＞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ｄｆ：ａｂｏｕｔ＝＂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ｃｏｎ

ｃｅｐｔ／４２３５９＂＞

　　　　 ＜ｓｋｏｓ：ｉｎＳｃｈｅｍｅ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

ｃａｔ＂／＞

　　　　 ＜ｓｋｏｓｘｌ：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

ｃａｔ／ｌａｂｅｌ／ｘｌ＿ｚｈ＿４２３５９＿１＂／＞

　　　　 ＜ｓｋｏｓｘｌ：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

ｃａｔ／ｌａｂｅｌ／ｘｌ＿ｅｎ＿４２３５９＿２＂／＞

　　　　 ＜ｓｋｏｓ：ｉｎＳｃｈｅｍｅ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

ｃａｔ＂／＞

　　　　＜ｓｋｏｓ：ｉｎＳｃｈｅｍｅ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６０＂／＞

　　　　 ＜ｓｋｏｓ：ｂｒｏａｄｅｒ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８３７３＂／＞

　　　　 ＜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２３９０１＂／＞

　　　　 ＜ｓｋｏｓ：ｎａｒｒｏｗｅｒ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４８９２６＂／＞

　　　　 ＜ｓｋｏ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４３７３１＂／＞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ａｉｍｓ．ｆａｏ．ｏｒｇ／ａｏｓ／

ａｇｒｏｖｏｃ／ｃ＿６５９９＂／＞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ｖｏｃ．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３７３２＂／＞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ｉｄ．ｌｏｃ．ｇｏｖ／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ｓｈ８５１１３８６２＃ｃｏｎｃｅｐｔ＂／＞

　　　　＜ｓｋｏｓ：ｅｘａｃｔＭａｔｃｈ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ｌｏｄ．ｎａｌ．ｕｓｄａ．ｇｏｖ／

ｎａｌｔ／５６２９３＂／＞

　　　　……

　　　　＜／ｓｋｏｓ：Ｃｏｎｃｅｐｔ＞

　　＜／ｒｄｆ：ＲＤＦ＞

４．２　基于Ｖｉｒｔｕｏｓｏ的ＣＡＴ关联数据服务平台构建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作为企业级的语义数据库一体化解决方
案，在其数据库基础上可支持关联数据发布的同时，也

支持将外部以 ＲＤＦ规范描述的三元组数据加载到内
置数据库中，支持大规模 ＲＤＦ三元组的高效存储、索
引和检索［２０］。Ｖｉｒｔｕｏｓｏ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可充当关
联数据服务器，支持使用 ＳＰＡＲＱＬ语言进行 ＲＤＦ数据
的高效查询，也可对关联数据进行发布、浏览和导航，

本文将基于这部分功能进行二次开发。

　　将完成格式转换和语义映射的 ＣＡＴ关联数据
ＲＤＦ文档加载到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自带的数据库中。为在 Ｖｉｒ

数字图书馆



ＸＩＡＮＤＡＩＴＵＳＨＵＱＩＮＧＢＡＯＪＩＳＨＵ　 １３　　　

ｔｕｏｓｏ有效管理和查找浏览 ＣＡＴ信息，在导入该 ＲＤＦ
文件时，明确指定该文件中 ＲＤＦ三元组（Ｔｒｉｐｌｅｓ）所属
的图 ＧｒａｐｈＩＲＩ（ｈｔｔｐ：／／ｌｏｄ．ａｇｉｎｆｒａ．ｃｎ／ｃａｔ）。通过 Ｖｉｒ
ｔｕｏｓｏ统计，ＣＡＴ完成转换后 ＲＤＦ三元组已超过６０万
个。笔者基于 Ｖｉｒｔｕｏｓｏ进行了二次开发，构建了 ＣＡＴ
开放关联数据服务平台。该平台将 ＣＡＴ发布为可公
开访问的关联数据，提供了 ＣＡＴ的概念解析、ＣＡＴ概
念及概念间语义关系浏览导航、单个概念 ＲＤＦ多种格
式下载和ＳＰＡＲＱＬ查询终端，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ＣＡＴ关联数据发布

５　结　语

　　本文利用 ＳＫＯＳ及 ＳＫＯＳ－ＸＬ描述模型，将 ＣＡＴ
中的叙词及词间语义关系进行了规范表达和关联描

述，并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 ＡＧＲＯＶＯＣ、ＮＡＬＴ、ＥＵＲＯ
ＶＯＣ和ＬＣＳＨ等几大知识组织体系在概念实例层面分
别建立了语义关联关系。同时，基于开源工具Ｖｉｒｔｕｏｓｏ
进行了二次开发，完成了 ＣＡＴ关联数据发布系统构
建，提供了ＣＡＴ概念解析、浏览、查询和下载等关联数
据常规服务。本研究将为提高农业科学叙词表的可见

性、获得性及与其他知识组织体系的互操作能力，以及

将其用于描述、组织和语义关联其他信息资源奠定重

要基础。关联数据版本的 ＣＡＴ在知识链接和知识组
织等方面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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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北京高校图书馆“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的变革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至２６日，由北京高教学会图书馆工作研究会数字图书馆专业委员会（简称数图专委会）主办、北京大

学图书馆承办的北京高校图书馆“大数据时代数字图书馆的变革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龙泉宾馆成功召开，来自北京地

区４４所高校的图书馆代表及部分企业代表共１２９人齐聚一堂，共话图书馆创新发展。会议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主

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北京高教学会图书馆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姬芳，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北京高教

学会图书馆工作研究会理事长姜爱蓉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北京高校图书馆学术研讨会是北京高校图书馆界一年一度的学术盛会，会上的学术报告、主题演讲、案例实践展示在图

书馆新技术应用和服务创新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此次学术研讨会分为大会报告、主题报告以及应

用案例报告三部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编辑出版中心主任初景利博士作了题为“面向数字知识服务的图书馆转型

与变革”的大会报告，报告介绍了国内外图书馆界热点问题和探索实践案例，并指出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信息科

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闫宏飞博士就“基于大数据的中国事件检索与发现实践”带来大数据领域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最新发展动

态的精彩演讲，为与会代表提供了大数据领域的应用前景和图书馆服务领域的未来发展新机遇。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６所高校的７位报告人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孙博阳就大学图

书馆发展战略转移领域进行了广泛调研，向与会代表分享她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崔海媛介绍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协同创

新、嵌入教学科研过程中信息服务的研究、思考、实践与未来规划；清华大学张成昱基于清华大学移动数字图书馆建设案例，

向与会代表阐述了后数字图书馆时代的协同创新；北京理工大学王馨以独特视角讲述了其在重大科技工程中多学科团队的

协同知识创造研究；北京大学杜晓峰结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０月投入使用的馆内通软件实例介绍了图书馆在基于ＷｉＦｉ信号

的室内定位技术上的研究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刘兰通过调研我国高校图书馆新媒体服务的发展现状，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

图书馆新媒体服务实践与效果；国家开放大学赵璇从其图书馆课程网上培训实践案例谈起，介绍了当前图书馆该如何利用自

身资源积极参与到开放课程建设，开展图书馆教育、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经验。主题报告视野开阔、调研广泛、认知敏锐、观

点新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启发了与会代表的工作思路，扩展了研究视野。

　　数图专委会组织各种学术活动、追踪、研究的宗旨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实际应用。为了展示图书馆员在技术应用方面的

实践成果，本次研讨会继续举行“数字图书馆技术应用案例评比活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等１３所高校

的图书馆共提交了１８个案例，并制作了精美海报在会场进行展示。

　　此次会议充分展示了北京市各高校图书馆馆员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对于数字图书馆的变革与创新的思考，以及积极应

用信息新技术的实践成果，对拓展大学图书馆服务空间和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刊讯）

数字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