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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加权关键词共现时间元的个性化学术研究
时序路径发现及其可视化呈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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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个性化学术研究时序路径发现方法和可视化呈现技术，可以帮助用户了解相关学术研究点的演化规律

和掌握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本文首先提出了加权关键词共现时间元的基本方法，并据此介绍了关键词时序路径
和关键词时序网络结构的表达方法。其次，文章在说明扩展关键词数据获取方法、关键词权值和关键词共现权值
设定方法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个性化学术研究时序路径的发现方法。最后，文章对以学者发文为数据集合的个
性化学术研究时序路径实验，可视化界面设计和实验结果，以及用户满意度评价实验都做了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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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结合语义信息进行了相应的分类研究［ ］，还有
学者将机器学习和基于规则的方法进行结合以提高
对时间表达式的识别效果［ ］。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将时间信息和其他诸如关
键词等语义信息进行有效结合，可以让我们获得更
多的时间分析角度［ ，］，该研究已经在诸如信息检
索和个性化服务等领域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 ］。同时，利用信息时间还能消除语义中的歧义
现象，了解包含学术研究和新闻在内的信息资源时
序变化趋势等。如有学者根据词语的生命周期及其
爆发现象，设计了一种识别网络新闻和科学文献中
潜在爆发词的方法［ ］。尤其在学术文献服务领域，
相关的研究也已经形成了很多特定的研究方向，如
学科趋势分析、学术研究热点发现等。如有学者结
合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指出学科领域中知识概念随
着时间推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进行扩展
的现象［ ］。有学者设计了一种可以进行研究资料
调查、识别重要作者和文献的交叉表搜索引擎，该搜
索引擎可以帮助识别研究领域，并给出过去和现在
的研究趋势分析信息［ ］。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引文信息本身就很好地反
映了时间延续的特征，因此结合引文的分析方法也
是一种学科发展趋势和学术研究趋势研究的主要方
法，如有学者结合我国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文
献计量学这三个学科的学术著作，对相关引文情况
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在应用方面，如有学者利
用引文时序可视化软件构建引文编年图，鉴别出与
杂交水稻研究学科发展相关的重要文献，并利用它
们的引用关系和次序梳理出杂交水稻研究的发展规
律［ ］。在技术实现方面，很多学者都把引文信息和
诸如关键词等文献语义信息进行了结合，并尝试探
索更多的研究方法。如我们曾经利用基于振荡算法
的学术文献权值算法，和利用基于引文关键词加权
共现技术的领域本体得到的引文链接权值算法，将
引文分析技术、语义本体技术和可视化展示技术进
行了有效结合，探索了一种学术文献关键路径自动
识别方法和可视化呈现方法，该方法通过结合时间
维度信息，可以更好帮助学者用户发现有价值的高
质量文献群及其相关联系［ ］。借助于引文网络结
构，还有学者将引文分析和可视化进行了结合，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
件对引文数据和主题词数据进行分析
处理，通过得到的共被引文献网络和施引文献主题
词共词网络组成的共被引与共词的混合网络图，完
成了以知识图谱方式展示的力学各分支学科重要被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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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个性化服务日益成为信息服务关注热点的今
天，学者对用户个性化兴趣模式、个性化推荐技术和
结果呈现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要想满足用
户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信息服务的要求，我们必须
站在用户的角度，探索将技术和设计进行有效结合
的新方法。这不仅要求我们设计有效的新分析方法
和新推荐方法，而且对提供的个性化信息内容结果，
要求能以用户更易于接受和发觉更多有价值信息的
方式来进行有效的整合和梳理。这在理论和实践两
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随着时间分析技术的发展，很多学者开始关注
对信息内容中时间信息的合理挖掘，并利用该信息
增强用户个性化兴趣特征的识别能力和信息呈现界
面的表达能力，这也构成了相关研究领域的一个富
有潜力的研究方向。事实上，用户在获取信息服务
的内容结果时，不仅关注所获得的信息内容是否符
合自己的兴趣特征，而且也关注这些信息内容的时
间特征信息。这不仅包含诸如时间远近等简单信
息，而且还包含着不同结果之间的时间联系，甚至给
出更为完整的时间序列和趋势路径，从而能让用户
从知识空间体系和时间演变两个维度来更为全面综
合的探知信息服务内容。本文以此作为研究出发
点，利用关键词时序路径发现方法，针对用户个性化
的学术研究兴趣提供了相应的可视化呈现方法，增
强了用户理解所感兴趣的学术研究主题的能力。
２

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对时间信息的获取和分析已经形
成了较为成熟和完整的技术体系。不同于一般的统
计方法，信息服务领域的研究学者要解决的时间处
理问题并非只对时间信息进行分析，而且要研究在
特定的应用场合中如何利用能获取到的有限时间信
息来完成相关的时间信息处理，因此时间信息的抽
取与表达构成了设计和探索时间信息处理方法的基
本前提。通常，我们能够获取的时间信息有三类：第
一类是存储在记录中的时间信息，第二类是记录发
生的事件时间，第三类是用户自定义时间，它的语义
可以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而不同［ ］。目前，很多学
者都对此做了相关研究，如有学者对诸如精确时间、
模糊时间和修饰类时间等不同类型的抽取时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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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献［ ］。也有学者对国外在引文时序可视化、同
被引分析可视化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完整的综
述和分析［ ］。
然而引文方法也有自身的不足，如年代久远的
文献往往易于获得较多的被引，而较新的文献则难
以获得被引，同时受限于引文结构自身的范围，它只
存在于被引文献和来源文献之间，因此我们很难在
更大的范围内去发现有价值的信息，而且最重要一
点，引文信息本身不是直接的时间信息，时间信息量
有限。
如何从已有的学术文献集合中直接利用获取到
的时间信息，实现更为有效的学术文献服务功能，也
成为很多学者逐渐关注的热点，如结合文献计量学
指标的方法、基于科技文献数据库的统计分析方法、
机器学习方法和基于文献共引聚类网络分析的方法
等［ ， ］，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在个性化信息检
索和Ｗｅｂ 概念识别等网络信息服务中［ ， ］。在较
新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使用概率图模型对科技文
献主题的演化问题做了研究，该方法利用主题模型
来获取时间文本的主题及其强度信息，并利用时间
序列的逐段线性表示方法去除噪音，最终得到有效
的趋势信息［ ］。有学者利用主题聚类方法对包括
时间信息的学科学术全文进行主题分析和聚类，归
纳出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热点及其发展趋势［ ］。
有学者使用研究主题的分类体系，对我国２０００ ～
近十年的信息系统理论研究现状和发展趋
２００９ 年
势进行了分析［ ］。
同时，利用关键词共现方法得到的语义信息，也
可以较好地在语义层面识别研究客体的含义［ ］。
相关研究已有很多，如有学者利用从电子政务平台
获取的查询关键词及其共现模式设计了一种多维可
视化聚类分析方法［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在前期
对关键词共现技术的研究基础上［ ］，探索了直接
利用从文献集合中获取的时间信息，结合关键词共
现技术，从语义信息维和时间信息维两个角度，完成
了个性化学术时序路径的发现方法及其结果的可视
化呈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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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时间元（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Ｔｉｍｅ Ｇｒａｍ ），基本表达方法如式
（１ ）所示：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ＴｉｍｅＧｒａｍ ＝ ＜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Ｕｎｉｔ ，ｔｉｍｅ ＞ （１ ）
其中，语义单位（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Ｕｎｉｔ ）既可以是简单
的关键词，也可以是更为复杂的由词语组成的本体
结构。本文采用的是由两个关键词组成的双词共现
对，因此称之为关键词共现时间元（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Ｔｉｍｅ Ｇｒａｍ ），具
体表达方法如式（２ ）所示：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ＴｉｍｅＧｒａｍ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ｔｉｍｅ ＞
（２ ）
同时，我们还可以给关键词共现时间元增加反
映共现有效性的权值，形成加权关键词共现时间元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Ｔｉｍｅ Ｇｒａｍ ），具体表
达方法如式（３ ）所示：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１

２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ＴｉｍｅＧｒａｍ ＝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ｗｅｉｇｈｔ
２

，

ｋｅｙｗｏｒｄ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 ２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ｔｉｍｅ ＞
（３ ）

关键词时序路径
根据不同语义时间元中的时间信息，我们可以
得到按照时间顺序组织的语义时序路径。通过观察
该路径，可以看出相关语义信息的进化趋势和演变
特征。具体到加权关键词共现时间元而言，基本表
达方法如式（４ ）所示：

３． ２

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ＴｉｍｉｎｇＰａｔｈ ＝

，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ＴｉｍｅＧｒａｍ ，
…，
（４ ）

＜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ＴｉｍｅＧｒａｍ １
２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ＫｅｙｗｏｒｄＴｉｍｅＧｒａｍ ｎ ＞

式（４ ）中的加权关键词共现时间元按照时间顺
序排列而成。
要想从中发现有价值的语义信息时序路径，就
必须对相关的加权关键词共现时间元做必要的整
理。本文的基本方法是得到和某个既定关键词的其
他共现关键词，据此按照时间信息排序，并得到一个
由这些其他共现关键词组成的关键词时序路径。
从关键词共现的有效性来看，三词共现对的识
别效果更好，因为和两个关键词同时共现的其他关
键词通常具有更强的语义联系，因此所识别出来的
３ 基
本方法介绍
关键词时序路径有效性更高。但是受限于集合的数
据量，得到的有效数据量很少，因此最终的计算效果
３． １ 加
权关键词共现时间元
并不理想，所以双词共现对的应用场合更广一些。
在传统的语义信息表达方法中，我们可以给每
从关键词共现的强度来看，利用单个用户单个
个语义单位分配一个相应的时间信息，从而构成语 关键词的频次信息得到的结论缺乏说服力，更为有
２３

２４ ～ ２７

—５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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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方法应该考虑全部数据集合的所有关键词信
息，通过统计和汇总，梳理出权值最高的关键词时序
路径。
关键词时序路径的具体表达方法如图１ 所示：
图１ 得到了两个关键词时序路径，分别是
＜ Ｂ１ ，Ｂ２ ，Ｂ３ ＞ 和
＜ Ｂ２ ，Ｂ３ ，Ｂ４ ＞ ，每
个路径都附有
由加权关键词共现时间元中权值信息和时间信息计
算得到的路径权值和路径时间值，其中路径权值主
要用于识别路径自身的重要性，而时间值主要用于
拼接的更长时序路径。具体方法可以根据应用场景
的不同而灵活选择，此处使用ｆｕｎｃ１ 函数和ｆｕｎｃ２ 函
数来表示，后文将对具体计算方法给出详细的说明。
为了能够获取较长的关键词时序路径，就必须
对不同的关键词时序路径进行组合。为此，我们采
用了双词耦合的拼接方法，即首先只计算最长含有
３个
词语的关键词时序路径，然后对这些时序路径
两两分组，按照第一个关键词时序路径的后两个关
键词与第二个关键词时序路径的头两个关键词相同
的原则来进行拼接，同时要求第二个关键词时序路
径的时间要晚于第一个关键词时序路径的时间，以
保证时间信息的延续。如图１ 所示的两条时序路径
＜ Ｂ１ ，Ｂ２ ，Ｂ３ ＞ 和
＜ Ｂ２ ，Ｂ３ ，Ｂ４ ＞ ，由
于头尾双词相
同，如果ｆｕｎｃ１ （ｔ１ ，ｔ２ ，ｔ３ ）小于ｆｕｎｃ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则

就可以组合成最终的＜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 ，该路径的
最终权值也可以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而灵活选择，
后文将对具体计算方法给出详细的说明。
３． ３ 关
键词时序网络结构
对于得到的关键词时序路径，如果将其中的关
键词作为节点，关键词之间时序路径作为连接，就会
发现不同的关键词通过彼此之间的时序路径关系组
织成一个有向网络结构。
假设现有＜ ａ１ ，ｂ１ ，ｃ１ ，ｄ１ ＞ 、＜ ａ２ ，ｂ１ ，ｃ１ ，ｄ２ ＞
和＜ ａ３ ，ｂ２ ，ｃ１ ，ｄ１ ＞ 三条关键词时序路径，并假设开
头为ａ、ｂ、ｃ 和ｄ 的节点分别位于ｔｉｍｅ１ 、ｔｉｍｅ２ 、ｔｉｍｅ３
和ｔｉｍｅ４ 四个时间点上，同时所有的时序路径权值
一样，则得到的网络结构基本形态如图２ 所示：
图２ 中加粗连接表示具有较高的权值，因为时序
路径叠加的缘故，它们的权值是其他连接权值的两
倍，因此＜ ｂ１，ｃ１，ｄ１ ＞ 构成了一条有效的时序路径。
通过实验还可以发现，该网络结构存在如下特点：
（１ ）不同关键词之间的连接代表着演化路径，
因此是有序连接，以时间为轴，多条单向关键词时序
路径将会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网络结构。其中部分关
键词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上重复出现，这代表着
学术研究热点的重现，或者新研究结合点的出现等。

图１ 关键词时序路径的获取方法
（ｔ１ 、ｔ２ 、ｔ３ 和ｔ４ 表示顺序的时间点）

图２ 由关键词时序路径组成的有向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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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加权关键词共现时间元的个性化学术研究时序路径发现及其可视化呈现方法

（２ ）在此网络结构中，可以考察节点的权值，也
可以将节点权值与连接权值综合考察，此时只需关
注由不同时序路径形成了连接权值即可，本文采用
的是第二种方式，因此在最终的网络结构中，只有由
较高权值的连接组成的时序路径才有意义。
４

个性化学术研究时序
路径的发现方法

利用学术文献及其个性化查询结果中的关键词
信息，结合关键词时序路径方法，就可以得到一种个
性化学术研究时序路径的发现方法。但是，我们必
须对得到的时序路径进行有效性测度。这里需要解
决三个问题：第一是如何测度时序路径上不同关键
词的重要性，第二是如何测度时序路径上前后相连
的两两关键词之间的紧密度，第三是如何测度最终
得到的所有关键词时序路径的有效性。这三个问题
紧密相连，本文采用的思路为首先提出关键词权值
测度方法，然后结合该权值得到关键词共现权值测
度方法，最后以关键词时序路径上两两关键词对的
共现权值来表达关键词时序路径自身的有效性。下
面分别予以说明。
４． １ 扩
展关键词数据的获取
采用文献的关键词来间接表达作者或者查询用
户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一种简单常见的方法。但为了
提高表达的有效性，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获取相关
关键词。一篇学术文献的关键词通常都在３ ～ ４ 个
左右，因此最终能够获取的关键词总数往往很有限。
事实上，要想较好的识别关键词时序路径，我们不仅
要增加有效关键词的数量，而且还要得到各个关键
词在各个时间点上尽可能多的共现频次信息。因
此，本文设计了一种扩展关键词数量的方法。该方
法以每个学者的所有发文为处理单位，利用当前学
者的所有发文中关键词，依次分析当前学者每篇文
献的标题和摘要信息，如果该关键词存在于标题和
摘要中，即使没有出现在关键词列表中，我们依然给
当前文献增加该关键词标注，同时利用不同的权值
来分别表示标题、摘要和关键词列表的不同重要性。
具体算法的伪代码说明如下：
输
入
：所
有
学
者
文
献
的
标
题
、摘
要
、关
键
词
列
表
数
据
输
出
：所
有
学
者
文
献
的
扩
展
关
键
词
列
表
及
其
频
次
信
息
／ ／遍
历数据集合中的所有学者

｛
／ ／得
到当前学者的所有发表文献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ａｕｔｈｏｒ ｉ ｉｎ ａｕｔｈｏｒＬｉｓｔ

（ ）；
／ ／得
到当前学者所有发文中出现的已有关键词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ｇｅｔ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ｙＡｕｔｈｏｒ（ａｕｔｈｏｒ ）；
／ ／遍
历当前学者的每一篇文献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ｄｏｃ ｉ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 ／遍
历当前学者的所有发文关键词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 ／如
果该关键词出现在标题中，标注当前关
键词和频次
ｉｆ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ｇｅｔＴｉｔｌｅ （ｄｏｃ ）））
ｉｎｓｅｒｔ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Ｔｉｔｌｅ （ｄｏｃ ， ｋｅｙｗｏｒｄ ，
ｇｅ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ｇｅｔＴｉｔｌｅ （ｄｏｃ ）））；
／ ／如
果该关键词出现在摘要中，标注当前关
键词和频次
ｉｆ （ｅｘｉｓ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ｇｅｔ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ｏｃ ）））
ｉｎｓｅｒｔ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ｏ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 ，
ｇｅ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ｇｅｔ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ｏｃ ）））；
｝
｝
｝
４． ２ 关
键词权值的设定
将获取的扩展关键词和现有的文献关键词综合
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当前学者所有发文的完整关键
词列表。同时，在列表中可以得到发文的时间信息
（本文采用文献发表年份来表达），和相关的关键词
频次数据。
关键词权值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反映该关键词自身的重要性。和一
般的信息检索系统一样，此处我们需要强调关键
词的分辨力（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文档频率越高，越
说明该关键词越常见，越不能有效的表明所在文
献的特点，它与其他关键词共现关系的价值也相
应越低。因此，关键词自身重要性的权值设定如
式（５ ）所示：
ｗｅｇｉｈｔ１
＝ ｌｏｇ （Ｎ ／ ＤＦ
） （５ ）
其中，Ｎ 为文档总数，采用对数可以消减高频关
键词绝对数量的过多影响。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ｅ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ＢｙＡｕｔｈｏｒ ａｕｔｈｏｒ ｉ

ｉ

ｊ

ｋ

ｋ

ｊ

ｊ

ｋ

ｋ

ｊ

ｋ

ｊ

ｊ

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

ｋ

ｊ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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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反映该关键词在文献中的重要程度，
该权值由权重系数和词频计算而来。我们对不同位
置上的关键词设定不同的权重系数，即摘要中出现
的关键词权重系数为１ ，关键词列表的权重系数为
２ ，标
题的权重系数为４ 。每个关键词ｋｅｙｗｏｒｄ 在文
献ｄｏｃ 中的重要性权值如式（６ ）所示：
ｉ

ｊ

ｗｅｉｇｈｔ２ ｋ ｅｙｗｏｒｄ ｉ，ｄｏｃ ｊ ＝ ＴＦ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ｄｏｃ ｊ ＋
ＴＦＩ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ｓ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ｄｏｃ ｊ × ２ ＋ ＴＦＩｎＴｉｔ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ｄｏｃ ｊ × ４

（６ ）

其中，ＴＦ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ＦＩ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ｓｔ 和ＴＦＩｎＴｉｔｌｅ
分别表示关键词在摘要、关键词列表和标题中出现
的频次。ＴＦ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虽然权重系数很低，但是词频
数量值本身可能很高，ＴＦＩ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ｉｓｔ 只有１ 和０
两种值，为１ 表示为原文献本有的关键词，为０ 表示
为扩展关键词并且只出现在摘要或者标题中，
ＴＦＩｎＴｉｔｌｅ 权
重系数最高，自身词频数量值绝大多数
为１ 。
最终得到每篇文献ｄｏｃ 中每个关键词ｋｅｙｗｏｒｄ
的权值如式（７ ）所示：
ｗｅｉｇｈｔ
×
， ＝ Ｎ （ｗｅｇｉｈｔ１
ｗｅｉｇｈｔ２
（７ ）
， ）
式中，Ｎ 为规范化函数，它采用与最大值相除的
规范化处理方法，将取值限定在０ 到１ 之间。
４． ３ 关
键词共现权值的设定
关键词共现权值反映了关键词之间共现的有效
性。在获取关键词时序路径时，只有由共现权值较
高的关键词组合起来的时序路径才有意义。传统的
有向亲和系数（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ＤＡｆｆ ）方法只考
虑出现数量的共现关系，忽略了对关键词自身有效
性的表达。如一篇文献中虽然同时出现了关键词Ａ
和关键词Ｂ ，共现频次为１ ，但是如果两个关键词在
该文献中都不是重要关键词，则单纯以共现频次来
考察关键词共现权值的方法就无法表达这一特征。
因此，我们在传统有向亲和系数方法基础上，结合前
文所提的关键词权值测度方法，提出了一种利用关
键词权值替换频次并结合有向亲和系数的新方法，
如式（８ ）所示：
ｊ

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 ｄｏｃ ｊ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 ｄｏｃ ｊ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ｋｅｙｗｏｒｄ ｊ ＝

∑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ｏｃ ｋ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 ｄｏｃ ｋ

∑ （ｗｅｉｇｈｔ

× ｗｅｉｇｈ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ｊ，ｄｏｃ ｋ

） （８ ）

）
该值综合考虑了共现频次和关键词自身权值的
ｄｏｃ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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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 ｄｏｃ ｋ

影响程度，能够较好的反映出共现关键词之间的联
系度。同时它具有不对称性，在实际计算中，我们对
任何两两关键词Ａ 和Ｂ ，都需考虑Ａ 和Ｂ 的共现权
值，及其Ｂ 和Ａ 的共现权值。通过实验结果可以发
现，该方法在识别具有相似语义和概念联系的关键
词对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这对于识别学术研究
时序路径而言显然极为必要。
４． ４ 学
术研究时序路径的发现
根据前文所述方法，在给定的学术文献集合中，
利用其中存在的共现关键词就可以发现有效的学术
研究时序路径。该文献集合既可以是某位学者已有
的所发文献，此时可以识别出当前学者的个性化学
术研究时序路径，也可以是针对特定关键词查询的
相关文献结果，甚至可以是全部学术文献集合，从而
得到用户所关注的个性化研究领域内的学术研究时
序路径。具体方法如下所述：
（１ ）获取文献中所有不同的加权关键词共现时
间元，以关键词共现权值作为该时间元的权值，以关
键词所在文献的发表年代为相关关键词的时间值，
每组时间元如式（９ ）所示：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
，
（９ ）
（２ ）循环遍历该时间元集合中的每一个关键
词，以此作为关键词共现对的第一个关键词，并获取
由第二个共现关键词组成的关键词时序路径。为了
方便后续的拼接以形成时序路径的网络结构，我们
只获取最多包含３ 个关键词的关键词时序路径。每
个关键词时序路径的权值都为相关加权关键词共现
时间元的权值之和，时间值为时间元时间值的平均
值。每组关键词时序路径如式（１０ ）所示：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
，ａｖｇ（ｙｅａｒ）＞ （１０ ）
，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其中，ｋｅｙｗｏｒｄ 为与ｋｅｙｗｏｒ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 和
ｋｅｙｗｏｒｄ 共
现的其他同一关键词。
（３ ）对相同的关键词时序路径进行合并，权值
为该种关键词时序路径权值的累加和，时间值为各
个时序路径时间值的平均值。
（４ ）将这些关键词时序路径按照头尾双词是否
相同和时间是否相承的原则，组织成最终的关键词
时序路径网络，每条路径的最终权值是所组成的关
键词时序路径权值的平均值。
１

２

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 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 ２

２

３

３

ｉ＝１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ｘ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ｉ

ｘ

３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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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实验与结果分析

笔者对万方和ＣＳＳＣＩ 两大中文期刊数据库进行
了文献数据获取，抽取了图书情报方向核心期刊共
４２ 种
，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８ 年１ 月到２０１２ 年１２ 月共
１５ 年
，总共获得１３７ １２２ 篇有效文献，５５６ ４５６ 个参
考文献记录。
５． １ 以
学者发文为数据集合的个性化学术研究时
序路径实验结果
我们以学者发文数据集合对方法的有效性进行
文献号
１２６３７９
４４８６５
５８４２８
５８５２６
５７７４２
５７０５０
４３５００
１１４２９７
４９６８３
４９３０７
４９３４０

了实验。我们以某一学者为例，抽取了数据库中该
学者１１ 篇文献记录，数据如表１ 所示：
得到的相关扩展关键词如表２ 所示。
通过实验我们还发现，在全部数据集合中，关键
词在一篇摘要和一个标题中出现的平均频次分别为
１． ４７５ 和
０． ５７８ 。在
一篇摘要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关
键词为“编辑”，它在《世界医学编辑学会第二次比
莱戈会议召开（２００１ ）》出现了２９ 次，而在一个标题
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为“图书”，它在《试论“图
书”发展的历史轨迹—
—
—图书、电子图书、网络图
书、纳米电子图书（２００１ ）》出现了５ 次。

表１ 实验中所使用的学者发文记录信息
关键词
期刊
软件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分析
中国图书馆学报
引文分析；高等院校；科研评价；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情报科学
搜索引擎；分类检索；主题检索
情报杂志
超链分析；ＰａｇｅＲａｎｋ；算法；优化
情报杂志
搜索引擎系统；Ｗｅｂ；个性化信息推荐技术；关键词
情报杂志
搜索引擎；个性化；Ｗｅｂ 挖掘
情报杂志
信息检索；网页质量；测度；评价
情报科学
个性化；ＸＭＬ 检索；用户模式表达；信息推荐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加权ＸＭＬ；本体；相似度；个性化
情报学报
本体；自动构建；词语共现；引文分析；语义分析
情报学报
本体；语义分析；引文分析；学术趋势
情报学报

发表年份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表２ 实验数据中的文献关键词及其频次信息
文献号
关键词（含频次信息）
扩展关键词（含频次信息）
软件产业（１ ：１ ）；发展现状；问题分析
１２６３７９
４４８６５
引文分析（０ ：２ ）；高等院校（１ ：２ ）；科研评价；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评价（０ ：１ ）
搜索引擎（１ ：４ ）；分类检索；主题检索（０ ：１ ）
信息检索（０ ：１ ）
５８４２８
超链分析（０ ：２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１ ：２ ）；算法（１ ：５ ）；优化
５８５２６
搜索引擎系统（１ ：０ ）；Ｗｅｂ（１ ：４ ）；
个性化（１ ：５ ）；信息推荐（１ ：０ ）；
５７７４２
个性化信息推荐技术（１ ：０ ）；关键词（０ ：３ ）
搜索引擎（１ ：４ ）
搜索引擎（１ ：４ ）；个性化（１ ：４ ）；Ｗｅｂ 挖掘
息推荐（１ ：１ ）
５７０５０
Ｗｅｂ （１ ：
１ ）；信
信息检索（１ ：３ ）；网页质量（１ ：４ ）；测度（０ ：２ ）；评价（１ ：１ ）
４３５００
Ｗｅｂ （１ ：
２）
加权ＸＭＬ（１ ：２ ）；算法（０ ：１ ）；
个性化（１ ：２ ）；ＸＭＬ 检索；用户模式表达；信息推荐
１１４２９７
相似度（０ ：１ ）
加权ＸＭＬ（１ ：２ ）；本体（１ ：４ ）；相似度（０ ：１ ）；个性化（１ ：５ ）
算法（０ ：１ ）
４９６８３
关键词（１ ：１ ）；算法（０ ：１ ）；
本体（１ ：４ ）；自动构建（１ ：１ ）；词语共现（０ ：２ ）；
４９３０７
引文分析（０ ：１ ）；语义分析
相似度（０ ：１ ）
４９３４０
本体（１ ：２ ）；语义分析；引文分析（０ ：１ ）；学术趋势（０ ：１ ）
关键词（０ ：１ ）；算法（１ ：３ ）
（每个关键词后的括号包含两个数据，冒号前为标题中出现的频次，冒号后为摘要中出现的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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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进行了所有文献关键词的权值计 表４ 实验数据集合中ｗｅｉｇｈｔ２ 权值最高的前１０ 个关键词
算实验。实验包括了４． ２ 节反映该关键词自身重要
关键词
值
ｗｅｉｇｈｔ２ 权
性的ｗｅｉｇｈｔ１ 权值和反映该关键词在所在文献重要
网页质量
０． ２５６４１０２５６４１０２５６３９
程度的ｗｅｉｇｈｔ２ 两个权值。其中，全部关键词总数为
加权ＸＭＬ
０． ２０５１２８２０５１２８２０５１２
７６ ２３８ 个
，部分关键词及其ｗｅｉｇｈｔ１ 权值如表３
个性化信息推荐技术 ０． １６３４２２５７４０８３４８７５９
所示：
搜索引擎系统
０． １６３４２２５７４０８３４８７５９
表３ ｗｅｉｇｈｔ１ 权值最高的前１０ 个关键词
关键词 文档频次
值
ｗｅｉｇｈｔ１ 权
图书馆 ２０５６７
１． ７９１７５９４６９２２８０５５０
３． １７８０５３８３０３４７９４５８
高校图书馆 ５５３４
数字图书馆 ４２８５
３． ４６５７３５９０２７９９７２６５
档案
３６４６
３． ６１０９１７９１２６４４２２４３
信息服务 ２９４３
３． ８２８６４１３９６４８９０９５１
信息资源 ２４７４
４． ００７３３３１８５２３２４７１２
信息
２３５３
４． ０６０４４３０１０５４６４１９１
网络
２３０６
４． ０７７５３７４４３９０５７１９７
管理
２０３６
４． ２０４６９２６１９３９０９６５７
公共图书馆 ２０３０
４． ２０４６９２６１９３９０９６５７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自动构建
软件产业
个性化
高等院校
本体

０． １６０１３４８３９１０３２６３９５
０． １５０６０５５３５５５３０８８９５
０． １４３１９７６２４９０９８７１１７
０． １４２２０８１３４０６６４９２４６
０． １３１１３６８８５３４３７６１５０
０． １１９３４０４７８１５６２２３３３

对于关键词共现权值，我们对全部文献的所有
共现关键词进行了实验分析，得到６７８ ５９４ 个关键
词共现对。我们选取了２ 个高频关键词（“图书馆”
和“情报学”）和２ 个低频关键词（“搜索引擎”和
“本体”），对关键词共现权值和传统有向亲和系数
做了对比实验，分别得到了与当前关键词共现权值
最高和传统有向亲和系数最高的前５ 个其他关键
词，从中可以发现，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更好的识
别出与当前关键词具有较高概念相似度的其他关键
细结果如表５ 所示。
对于当前实验学者的文献而言，得到的关键词 词。详
终得到与该学者相关的共现词语为２８０ 个，
总数为３４ 个，部分关键词及其平均ｗｅｉｇｈｔ２ 权值如 部分最
关键词及其共现权值和年份信息如表６ 所示：
表４ 所示。
表５ 部分关键词共现权值和传统有向亲和系数的对比实验结果
图书馆
情报学
关键词共现权值
传统有向亲和系数
关键词共现权值
传统有向亲和系数
情报 ０． ０３００８０６ 图书馆学 ０． ３１３３８５８
高校图书馆 ０． ００６０９４０ 信息服务 ０． ０５５０４２７
图书馆学 ０． ００５３３１２ 网络环境 ０． ０３７８４９１ 图书馆学 ０． ０１６７８９０ 知识管理 ０． ０５６６９２９
数字图书馆 ０． ００５１７０３ 知识管理 ０． ０２８５０２２
信息 ０． ００８６１２５ 理论研究 ０． ０４７２４４１
公共图书馆 ０． ００３８５３２
管理 ０． ０２３１９４１
教育 ０． ００８１３７９ 学科发展 ０． ０４０９４４９
服务 ０． ００３２４４３
网络 ０． ０２１４６３２ 图书情报学 ０． ００６９７６６
情报 ０． ０３７７９５３
搜索引擎
本体
关键词共现权值
传统有向亲和系数
关键词共现权值
传统有向亲和系数
元搜索引擎 ０． ００７４９６７ 信息检索 ０． １４０２７１５ 领域本体 ０． ０１８０４７０ 数字图书馆 ０． １００９６１５
信息检索 ０． ００６０９１５ ＧＯＯＧＬＥ ０． ０４８２６５５
叙词表 ０． ００７６２００
语义网 ０． ０９３７５００
因特网 ０． ０４５２４８９
语义 ０． ００７２４５７ 信息检索 ０． ０８８９４２３
ＧＯＯＧＬＥ
０． ００５４１００
网络 ０． ００５００８８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３６１９９１ 数字图书馆 ０． ００６６１３６ 知识组织 ０． ０５５２８８５
检索 ０． ００３７９７６ 元搜索引擎 ０． ０３４６９０８ 信息检索 ０． ００６３６３５
叙词表 ０． ０５２８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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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按照年代排列的共现权值排名前１０ 的关键词对
关键词２
共现权值

关键词１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０． １７８２３０７８４８４０４３９３
算法
个性化信息推荐技术
个性化
０． １５９９２５７６０７７８３１４６６
搜索引擎系统
个性化
０． １５９９２５７６０７７８３１４６６
搜索引擎系统
个性化信息推荐技术
０． １６３４２２５７４０８３４８７５９
网页质量
评价
０． １７１６７３７１１０７５２９４６９
信息检索
网页质量
０． １７８２３５５８６３９９５３２７７
网页质量
Ｗｅｂ
０． １８４７５６９６０５１４２３３１８
网页质量
测度
０． １６３７４５７２７６４９８５５３４
加权ＸＭＬ
个性化
０． １７０１１２９６６２４５６８６４８
（该表合并了相同关键词对，并给出了相应的平均权值和平均年份信息）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表７ 权值最高的前１０ 个关键词时序路径
关键词时序路径
加权ＸＭＬ ／ 本体／ 关键词
个性化／ 本体／ 关键词
搜索引擎／ 加权ＸＭＬ ／ 本体／ 关键词
搜索引擎／ 加权ＸＭＬ ／ 本体／ 关键词
Ｗｅｂ ／ 加
权ＸＭＬ ／ 本体／ 关键词
Ｗｅｂ ／ 加
权ＸＭＬ ／ 本体／ 关键词
信息检索／ Ｗｅｂ 挖掘／ 加权ＸＭＬ ／ 本体／ 关键词
分类检索／ Ｗｅｂ 挖掘／ 加权ＸＭＬ ／ 本体／ 关键词
主题检索／ Ｗｅｂ 挖掘／ 加权ＸＭＬ ／ 本体／ 关键词
搜索引擎／ 加权ＸＭＬ ／ 本体

最终得到５７ 条包含三个关键词的关键词时序
路径，组合成共７６ 条有效的时序路径，结果如表７
所示。
５． ２ 可
视化界面的设计及其实验结果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原型测试系统“图
情学科的个性化学术研究时序路径展示界面”，网
址为：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ｎｊｃｉｅ． ｃｏｍ ／ ｔｉｍｅ ／ 。该系统利用
ＧｒａｐｈＶｉｚ 绘
制工具包，按照本文所述的方法，利用收
集的图情方向文献数据提供了相关个性化学术研究
时序路径的可视化查看方法。它主要提供了三种不
同的功能：
（１ ）根据学者姓名来查看该学者相关的个性化
学术研究时序路径，此时需要选择“学者”单选钮。
该数据主要利用已有的文献集合中该学者的发文信
息及其相关关键词，限于数据集合的有限性，目前只

权值
０． ０５６４４６８３０７
０． ０５２３９６０３７９
０． ０２３８９５６４０３
０． ０２３７９４７０６０
０． ０２３７７３１８６４
０． ０２３６７２２５２１
０． ０１９７７５０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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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发文较多的学者信息查询服务。用户可以调
节滑钮来设置时序路径权值的显示阈值，从而动态
的观察不同权值层次下的相关学术研究时序路径变
化趋势。在阈值较低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单个关
键词在不同时间点上反复出现的可能性，这是因为
为了实现在界面空间有效布局和便于查看的需要，
本系统对部分不同时间的相同关键词做了合并处
理。结果界面如图３ 所示。
图３ 中的线条粗细反映了时序路径权值的大
小，显然越粗的箭头代表的有效性越高。从中可以
看出该学者从早期的“信息检索”研究逐渐领域过
渡到“信息推荐”和“Ｗｅｂ 挖掘”领域，并在后期把研
究点集中于“加权ＸＭＬ ”技术，据此实现了“本体”
的相关表达方法，并在与“关键词”结合的学术文献
发现领域做了相关的应用研究。
（２ ）根据关键词来查看特定主题的学术研究时
—６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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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路径，此时需要选择“关键词”单选钮。该数据主
要利用已有的文献集合中文献关键词，由于主题可
以自由选择，因此该功能更为灵活，便于学者根据自
己的需要查看相关主题领域的学科研究变化趋势。
结果界面如图４ 所示。
从图４ 可以看出，“信息检索”研究目前的热点

多集中于“跨语言信息检索”和“查询扩展”研究，其
中一条主要的研究路径就是从早期对各种信息源
（其中“网络”是个主要的研究起点）抽取的“信息”
研究，逐渐过渡到“本体”的结合，并在“跨语言信息
检索”研究中继续得到持续的发展。

图３ 根据作者名称查询作者的个性化学术研究时序路径

图４ 根据关键词查询特定主题的学术研究时序路径

—６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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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查询与多个主题相关的文献结果信息

图６ 根据用户选择文献查询用户关注的个性化学术研究时序路径

（３ ）根据当前用户的查询结果来查看该用户
研究兴趣的个性化学术研究时序路径，此时需要
选择“文献”单选钮。用户输入的查询词语将作为
查询文献的条件，并在窗体的右边显示相关查询
结果。如果查询以“作者：”开头，则会按照作者名
称来查询所发文献信息。同时，用户还可以输入以
分号、逗号和空格分割的多个关键词，来获取条件更
为综合的查询结果，并进行更为综合的相关学术研

究时序路径查询。查询文献的结果界面如图５
所示。
此时点击“保存所选文献”按钮即可保存感兴
趣的文献记录，并还可以在后续的界面中删除不需
要的文献记录。该选择工作可以反复进行，直到选
择完感兴趣的文献记录后，点击“查看结果展示”按
钮即可看到相关的可视化结果，结果界面如图６
所示。
—６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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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图书馆服务
文献咨询
信息技术
信息检索

满意度 得数
３

５

２

３

１

表８ 用户满意度的评价结果
平均满意度
主题
满意度 得数
３

４

２

１

１

１

１

３

４

３

７

２

５

２

３

１

２

１

１

３

４

３

５

２

１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３

３

３

３２

２

２

２

１７

１

０

１

８

２． ４４

２． １９

２． ５

２． ６

用户满意度评价的实验结果
我们采用人工评价方法来测试该方法的用户满
意度。我们选择１５ 位测试用户，让他们自由独立使
用该系统。每位测试用户要完成４ 个与自己研究兴
趣相关的文献查询，并分别对每个查询结果的个性
化学术研究时序路径分析结果作为评价。评价等级
分为３ 个级别，３ 为最优，１ 为最差。最后在得到的
所有用户返回结果中，我们去除了与图情学科无关
的３ 条查询结果，在剩下的５７ 个有效结果中，我们
通过人工方法识别了７ 个主题范围，分别是“图书
馆服务”、“文献咨询”、“信息技术”、“信息检索”、
“知识管理”、“档案管理”和“其他”，各个主题范围
内的评价情况和总计如表８ 所示。
其中“信息检索”和“知识管理”平均满意度最
高，而“文献咨询”平均满意度最低。一般而言，从
事情报学研究的用户通常更易于使用信息技术来了
解学科知识，发掘学科知识内涵，因此理解学术研究
时序路径分析结果的能力相对较强，相关的兴趣主
题往往满意度更高。总体用户满意度达到２． ４２ ，显
示出用户较满意最终的分析结果。

５． ３

６

结语

档案管理
知识管理
其他
总计

２． ５

２． ５５

２． ３３

２． ４２

目前的测试情况来看，初步实现了预期的设计目标，
不过该方法仍然存在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改进的
地方，主要有以下两点：① 现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关键
词共现情况及其时间特征，对以关键词为载体的语
义信息时序变化趋势识别方法做了相应的探索。如
何结合诸如领域本体等复杂语义信息体来进一步增
强对语义信息演化的识别能力，将构成我们下一阶
段的主要研究内容；② 在应用层面上，我们也在考虑
如何将这种时序路径转化为一种对文献的查询条
件，从而改变单纯以主题或者关键词查询文献的传
统方法，这样就可以把文献查询与时序路径的可视
化直接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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