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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向心扩散加权 ＸＭＬ模型的异构用户
个性化模式匹配方法

李树青　刘晓倩
（南京财经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摘要】介绍一种利用同文词语共现和引文词语共现分析实现的领域本体自动构建方法，该本体采用加权 ＸＭＬ
模型，利用概念联系中的权值设定可以有效地表达用户兴趣程度的差异，并利用基于向心扩散的扩散激活方法对

用户兴趣特征及其联系提供更强的表达能力，以便于发现更有价值的潜在用户兴趣。进而介绍如何利用该本体

按照“先打碎后重构”的策略将异构用户个性化模式转换为可以进行比较的一致模式，并对相关的异构用户个性

化模式匹配方法做出详细说明。最后总结相关测试实验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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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２４
　　收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５－１８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通用加权ＸＭＬ模型的个性化用户兴趣本体研究”（项目编号：７１１０３０８１）和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
究面上资助项目“通用加权ＸＭＬ模型在便携式个性化用户兴趣本体中的表达方法研究”（项目编号：１１ＫＪＢ６３０００１）的研究成果之一。

１　引　言

　　用户个性化模式是实现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的基础，合理地选择和设计用户个性化模式对于提高信息推荐
服务的有效性非常重要。目前，基于本体的用户个性化模式设计方法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方式。笔者以前的研究

采用了同构异值的加权个性化本体设计方法，利用本体中的权值差异来表征用户兴趣的差异［１］。这种方法简单

易行，也便于人们理解。然而，它也存在很多问题，如不同的用户兴趣差异程度很大，同构异值的设计方法往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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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现有的用户个性化本体中引入大量的无关内容来

进行补齐填充，从而形成一致的模式，因此带来大量的

冗余计算，这一问题在用户个性化本体的权值扩散过

程中表现尤为明显。异构设计方法可以给用户个性化

本体带来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使其可以在结构上不受

拘束地被扩展和自定义，以便更好地表达用户个性化

兴趣特征。但其中的关键问题和难点并不在于此，如

何实现对不同的异构用户个性化本体进行相似度比

较，从而完成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才是亟需解决的重

要问题。

　　造成用户个性化本体结构相异的因素主要有两
个：本体节点语义不统一，不同用户所产生的个性化本

体节点内容往往随意性很大，复杂的语言现象导致最

终很难对不同的用户个性化本体进行比较和相似度判

断；节点联系不统一，不同用户对组成自己兴趣特征的

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人采

用层次型的组织方法，也有人采用网络型的组织方法，

甚至还有人采用多维结构型的组织方法。即便是把概

念联系限定在层次型结构中，相关类目和组织次序也

会因人而异。

　　因此，要想解决异构用户个性化模式之间的相似
度计算问题，就必须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２　文献回顾

　　对于用户个性化模式而言，早期的表达方法往往

采用关键词向量和类别向量［２］、概念集合［３］等方法，后

来学者开始尝试使用本体来表达用户个性化模式［４，５］。

如将传统的用户个性化模式中的关键词通过本体映射

转换为概念词［６］，完全使用本体来直接构建用户个性

化模式［７］，利用本体来构建细粒度用户个性化模式但

却没有本体的自动构建方法［８］等。较新的研究提到了

利用ＷｏｒｄＮｅｔ本体来实现“森林模型（ＦｏｒｅｓｔＭｏｄｅｌ）”，
并据此测度用户个性化模式之间的相似度，来实现社

交网络中的朋友查询［９］。国内类似的研究使用本体来

构建高校专家的集成信息，但是信息的收集方法却需

要手工进行［１０］。

　　对于这些异构用户个性化模式相似度的比较，相
关方法的研究也由来已久。从总体上看，该问题属于

信息异构问题。信息异构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句法

（Ｓｙｎｔａｘ）、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和语义（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１１］。句法

层次是其中最为简单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数据格式

的不一致，随着诸如 ＸＭＬ、ＲＤＦ和 ＯＷＬ等各种标准格
式的推出，该问题已经逐渐得以解决。随之而来的主

要是结构层次和语义层次的问题。其中，语义层次的

异构问题仍没有取得较为明显的突破［１２］。

　　借助本体工具和本体映射方法是一种解决信息异
构问题的有效手段，在信息集成和信息转换领域中应

用很广，但是面向于整个网络的通用本体并不存在，得

到广泛使用的仍然以面向特定领域的领域本体为主。

本文所采用的本体也是一种面向学术文献的领域本

体。在使用不同本体时，本体映射方法是建立用户与

服务之间联系的关键条件［１３］，它也是一种测度实体相

似性的方法［１４］。具体的本体映射方法有编辑距离匹

配、语义匹配和结构匹配等，也有很多学者通过引入其

他方法来解决，如人工智能技术等［１５］，还有学者尝试

使用与协同推荐方法的结合来处理这一问题［１６］。

　　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１）用户个性化本体表达能力亟需提高。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学者们引入了本体概念的加权表达方法

和扩散激活（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方法。
　　加权本体是一种有效的用户个性化模式解决方
案。传统的个性化本体主要利用节点及其联系来表达

各种语义关系，后续的研究发现，与兴趣权值的结合是

一种有效的个性化本体构建方法［１７］。它是一种“概念

空间［１８］”的发展和扩展，实践证明也是有效的［１９］。它

结合了本体方法和兴趣权值方法，有助于个性化本体

的创建和进化。但现有的方法往往侧重于对概念加

权，而忽略了对概念联系权值的考虑。

　　同时，在本体中引入语义网络中的扩散激活方法
来增强对本体概念相似度的测度能力也是可行的［２０］。

扩散激活方法通过初始概念集合和相应的初始权值来

寻找本体中的其他相关概念［２１］。该方法可以较好地

解决推荐系统中常见的冷启动问题，即使用现有的本

体作为用户初始个性化模式，可以完成基本的概念扩

展和关系识别［２２］。复杂的方法还考虑了向上层概念

的扩散或者对不同的概念联系采用不同的扩散方法

等［２３］。但是，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２４］。

　　在前期研究中，笔者也证实了引入加权表达和扩
散激活方法的有效性，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也沿用这一

思路［２５］。

总第２１９期　２０１２年　第５期



３４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２）本体设计过于简单。由于缺乏有效的本体自
动构建方法，同时诸如 ＷｏｒｄＮｅｔ等传统人工组织方法
效率低下，难以有效扩展，所以很多研究不得已在精确

性和完备性上取得一定的折中，比如只使用用户最为

关注的兴趣特征来提高精确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以

牺牲完备性为代价［２６］。有学者只关注于ｉｓ－ａ的基本
联系［２２］，还有学者没有使用全部的本体成分，利用简

化的结构设计了一种利用用户会话中最能反映用户兴

趣特征的相关关键词组成图结构来表达用户个性化模

式，而且采用了权值扩散的构造策略［２７］。还有学者利

用本体技术实现了个性化新闻推荐，但是仍然采用传

统的向量模型来构建用户个性化模式［２８］。虽然自动

构建的本体在可读性方面逊于人工编辑的本体，但在

可行性和易用性方面仍有优势。

　　本体自动构建需要解决如何从词语中识别概念等
级及其联系，具体包括三种联系：属种关系（Ｇｅｎｅｒ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实例关系（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整部关
系（Ｗｈｏｌｅ－ｐａｒ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２９］。从现有的知识库中
自动获取本体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但是它需要知识

库作为前提［３０，３１］。其他常见的方法有词语共现分析方

法、句法模式识别方法和词语上下文分布相似度方法

等。其中词语共现分析方法简单易行，属于内容分析

方法的一种［３２］，目前被广泛地应用于聚类研究［３３］、战

略情报研究［３４］、专利地图绘制［３５］等方面，同时词语共

现分析方法也有助于从特定领域中快速自动构建本

体。但是它却难以区分上述三种等级关系，只是将其

全部转换为上下级的相关联系［３６］。不过，这一缺点对

于处理用户个性化本体而言，问题并不明显［３７］。

　　为了提高利用词语共现分析方法自动构建本体的
有效性，有学者利用了包括分类相似性和内在概念相

关度在内的多种相似度关系，实践证明具有可行

性［３８］。该方法的有效性还依赖于抽取上下文的调节

参数、数据集合的规模与质量等［３９］。本文采用了一种

综合考虑同文词语共现和引文词语共现的方法，并据

此实现了领域本体的自动构建。

　　（３）异构用户个性化本体的相似度计算方法需要
探索。为了测度异构本体之间的相似度，必须要解决

词语之间的语义相似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问题［４０］。

根据使用领域知识的类型不同，该方法可以分为基于

分类结构的方法、基于概念的信息内容方法和基于上

下文环境相关度的方法。最早的基于分类结构的方法

往往侧重于测度两个概念之间的最短距离［４１］，复杂的

考虑往往还会结合概念的所在层次，如认为概念所在

层次越高相似度越小等。该方法的问题在于仅仅利用

本体层次结构信息，因此本体信息的完备性、同质性和

覆盖度都会影响测度的有效性［４２］。而且这些方法往

往忽略诸如共有上级节点等其他非最短路径信息［４３］，

并且对不同路径的定量化区分也做得不足［４４］。最早

的基于概念的信息内容方法是根据最近共有上级概念

的信息量［４５］，但是这种方法往往需要对概念进行迭代

计算以寻找最近共有上级概念，而且一旦现有的分类

层次体系发生变化，重新计算的需求将会导致可扩展

性较差，同时它对分类体系的完备性要求更高［４６］。基

于上下文环境相关度的方法认为如果两个词语所在的

上下文环境越相似，则两个词语的语义相关度越大。

词语共现分析方法本身就是一种常见的基于上下文环

境相关度的方法。本文所探讨的异构用户个性化本体

相似度测度方法，是一种利用词语共现分析方法得到

的加权本体，通过权值差异程度来间接测度概念内容

和结构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法也可以为异构

ＸＭＬ信息查询提供一种新的思路［４７］。

３　设计思路

３．１　领域本体的构建
　　自动构建的领域本体必须在语义上具有丰富的特
点，同时还能尽可能地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概念联系。

在学术文献这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中，本文将文献的关

键词作为构建领域本体概念的主要数据源，同时采用

词语共现分析方法来识别概念联系，并引入下面两种

设计策略：

　　（１）考虑同文词语共现和引文词语共现两种概念
联系

　　传统的词语共现分析方法主要考虑同文共现关
系，然而不同文献关键词不仅在一个时间点上具有相

关性，而且还会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具有相关性。利用

引文之间的时序关系，可以更好地发掘出关键词的演

变序列关系和时序相关性，这也充分印证了引文网络

分析与其他方法的结合日益密切［４８］。

　　从引文关系中发现引文词语共现对如图１所示。
可以看出，关键词对（Ａ１，Ａ２）和（Ｂ１，Ｂ２）都是同文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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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从引文关系中发现引文词语共现对

语共现关系，由于文献Ａ引用了文献Ｂ，所以还可以从
中得到４个引文词语共现对，分别是（Ａ１，Ｂ１）、（Ａ１，
Ｂ２）、（Ａ２，Ｂ１）和（Ａ２，Ｂ２）。
　　当然，对于不同含义的关键词共现对，应该予以不
同的权重处理。对同文词语共现对赋予１的权值，而
对引文词语共现对赋予０．５的权值。最终将所有的关
键词共现对分组归类，并对权值进行累加，可以得到最

终的带有权值的关键词共现对集合。这个权值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揭示关键词共现对的有效性，权值越高，相

应的关键词共现对越常见，实际语义相关性就越高，反

之亦然。在实际运算中，可以考虑忽略那些权值较低

的关键词共现对。最终可以对所有的权值规范化处

理，如利用最大权值对所有的权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将

权值限定在０到１之间。
　　这种关键词共现对具有两个特点：通过赋予不同
的权重处理可以表达不同用户的兴趣特征；共现对为

有向链接，如（Ａ１，Ｂ１）表示 Ａ１的出现导致了 Ｂ１的出
现，本文称为关键词共现对链接。

　　（２）考虑网状的语义组织结构
　　该设计策略是将所有的共现对按照文档频率进行
整序，将所有的共现对梳理成低文档频率词指向高文

档频率词的次序，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状领域本体

组织结构。该结构的内核由一组具有较高文档频率的

核心关键词组成，外部由多层较低文档频率的关键词

组成，不同层次之间的关键词存在由外层指向内核的

共现对链接关系。这种设计结构便于以后的权值扩

散，权值可以由处于外层、专指性较强的一般关键词逐

渐扩散到处于内核、概念含义更为广泛的核心关键词。

　　在实现上，该本体采用了加权 ＸＭＬ模型，其中的
每个概念对应一个ＸＭＬ节点，每个概念联系对应一个
ＸＭＬ节点联系。同时，每个ＸＭＬ节点联系都被赋予对
应的概念联系权值。部分结构如图２所示。
　　对应的加权ＸＭＬ模型信息如下所示：
　　＜Ｒｏｏｔ＞

　　　＜Ｎｏｄｅｓ＞

图２　带有概念联系权值的领域本体部分示意图

　　　　＜图书馆 ｉｄ＝１ＤＦ＝１６８５６／＞

　　　　＜高校图书馆 ｉｄ＝２ＤＦ＝１０９３７／＞

　　　　＜信息服务 ｉｄ＝４ＤＦ＝４２６８／＞

　　　　＜读者服务 ｉｄ＝９ＤＦ＝２１６９／＞

　　　　＜图书馆管理 ｉｄ＝１２ＤＦ＝１５５２／＞

　　　　＜大学生 ｉｄ＝２０ＤＦ＝１１７１／＞

　　　　．．．

　　　＜／Ｎｏｄｅｓ＞

　　　＜Ｅｄｇｅｓ＞

　　　　＜ｉｄ＝９７７４７３ｓｉｄ＝２ｔｉｄ＝１ｗｅｉｇｈｔ＝１．０００／＞

　　　　＜ｉｄ＝２１４５３１ｓｉｄ＝４ｔｉｄ＝１ｗｅｉｇｈｔ＝０．７１１８／＞

　　　　＜ｉｄ＝１４３４７１ｓｉｄ＝１２ｔｉｄ＝１ｗｅｉｇｈｔ＝０．２２３６／＞

　　　　＜ｉｄ＝１１５０１３２ｓｉｄ＝４ｔｉｄ＝２ｗｅｉｇｈｔ＝０．４７６２／＞

　　　　＜ｉｄ＝１９７２１４０ｓｉｄ＝９ｔｉｄ＝２ｗｅｉｇｈｔ＝０．３００５／＞

　　　　＜ｉｄ＝１５８８５１９ｓｉｄ＝２０ｔｉｄ＝２ｗｅｉｇｈｔ＝０．２３９８／＞

　　　　＜ｉｄ＝８８３１ｓｉｄ＝１２ｔｉｄ＝２ｗｅｉｇｈｔ＝０．０９５０／＞

　　　　＜ｉｄ＝１３７５１２２ｓｉｄ＝１２ｔｉｄ＝９ｗｅｉｇｈｔ＝０．０３７９／＞

　　　　．．．

　　　＜／Ｅｄｇｅｓ＞

　　．．．

　　＜／Ｒｏｏｔ＞

　　其中，ＤＦ表示词频，ｗｅｉｇｈｔ表示权值，ｓｉｄ和 ｔｉｄ分
别表示关键词共现对链接的起始关键词和终止关

键词。

３．２　异构用户个性化模式的同质化处理方法
　　对于结构不同的各种用户个性化模式，必须通过
将其映射到一个一致的参考本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中，才能完成最终的相似度比较。为此，本文采用了

“先打碎后重构”的策略。

　　如图３所示，用户个性化模式 ａ和 ｂ的结构差异
很大，甚至在节点内容上也完全不一致。将每个用户

个性化模式打碎后，会各自得到一组由两两关键词组

成的词语对，如模式 ａ得到的词语对为（Ａ，Ｂ）和（Ａ，
Ｃ），模式ｂ得到的为（Ｃ，Ｄ）和（Ｄ，Ａ）。接来下，对得
到的这些词语对进行重构。首先是将每个词语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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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低频关键词指向高频关键词的次序，以便于后续将

其纳入到领域本体结构中。假设 Ａ、Ｂ、Ｃ和 Ｄ这４个
关键词的文档频率大小序列为 Ａ＞Ｂ＞Ｃ＞Ｄ，则最终
得到的４个序列，分别是（Ｂ，Ａ）和（Ｃ，Ａ）、（Ｄ，Ａ）和
（Ｄ，Ｃ），构成的最终个性化模式。

图３　重构异构用户个性化模式实例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不同的用户个性化模式会在
每个关键词链接上具有反映不同兴趣差异的权值，而

重构后的用户个性化模式只是重整了结构特征，对相

关权值没有做调整。但是，重构后的用户个性化模式

具有了和领域本体结构相似的链接指向关系，因此为

后续的权值扩散提供了结构基础。

３．３　用户个性化模式在领域本体中的权值扩散方法
　　本文提出了一种沿着关键词共现对链接、由外层
关键词向内核关键词进行权值扩散的迭代算法。具体

的权值扩散计算如下：

　　ｗｅｉｇｈｔ（ｌｉｎｋ（Ｔｍ，Ｔｎ））＝ｃ ∑
ｌｉｎｋ（Ｔｉ，Ｔｍ）∈Ｂ（Ｔｍ）

ｗｅｉｇｈｔ（ｌｉｎｋ（Ｔｉ，Ｔｍ））
ＮＴｉ

×

ｃｏｅｆｋ＋（１－ｃ） （１）

　　其中，ｌｉｎｋ（Ｔｍ，Ｔｎ）表示关键词 Ｔｍ和 Ｔｎ共现对链
接，ｗｅｉｇｈｔ（）为共现对权值函数，Ｂ（Ｔｍ）表示以Ｔｍ为终
点的所有关键词共现对链接，ＮＴｎ表示以关键词 Ｔｎ为
起点的关键词共现对链接总数，ｃｏｅｆ为衰减系数，由于
权值扩散是采用由外层向内核的迭代扩散方式，因此

在每次迭代中通过引入一个不断衰减的系数来控制权

值扩散的强度，ｃ为保证权值迭代计算收敛的常量因
子，设置为０．８。
　　完整的具体算法伪代码如下：
　　／／衰减系数初始值

　　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ｅｆ＝０．８；

　　／／迭代运算

　　ｗｈｉｌｅ（ｃｏｅｆ＞０．０００１）｛

　　　／／取出现有用户个性化模式中的每个关键词共现对链接

　　　　ｆｏｒｅａｃｈｌｉｎｋｉｉ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ｋ｛

　　　　　／／取出当前关键词共现对链接的所有有效后续关键词

共现对链接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ｎｋｓ＝ｇｅｔＶａｌｉｄＯｕｔＬｉｎｋ（ｌｉｎｋｉ）；

　　　　　／／循环处理以当前关键词共现对链接终点为起点的所

有后续关键词共现对链接

　　　　　ｆｏｒｅａｃｈｌｉｎｋｊｉｎｌｉｎｋｓ｛

　　　　　　／／利用公式（１）得到扩散的权值

　　　　　　ｇｅｔＷｅｉｇｈｔ（ｌｉｎｋｊ）；

　　　　　　／／将其加入到现有的用户个性化模式中

　　　　　　ａｄｄＴｏＰｒｏｆｉｌｅ（ｌｉｎｋｊ）；

　　　　｝

　　　　／／控制衰减系数

　　　ｃｏｅｆ＝ｃｏｅｆ／２；

　　｝

　　值得说明一点，代码中引入的 ｇｅｔＶａｌｉｄＯｕｔＬｉｎｋ（）
函数，主要是去除无效的较低权值的关键词共现对以

降低计算量。在经过权值扩散的重构用户个性化模式

中，利用权值的差别既可以表达共有关键词共现对链

接的兴趣差异度，也能很好地测度模式中结构的差别。

３．４　用户个性化模式的相似度比较算法
　　本文设计的方法主要比较两两用户个性化模式的
关键词共现对链接权值差异，并据此测度最终的相似

度，计算公式如下：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１，ｐｒｏｆｉｌｅ２）＝１－

∑
ｉ
ｗｅｉｇｈｔ１（ｌｉｎｋｉ）－ｗｅｉｇｈｔ２（ｌｉｎｋｉ）

∑
ｉ
ｗｅｉｇｈｔ１（ｌｉｎｋｉ）＋∑ｉｗｅｉｇｈｔ２（ｌｉｎｋｉ）

（２）

　　其中，ｗｅｉｇｈｔ１（ｌｉｎｋｉ）表示一个用户个性化模式
ｐｒｏｆｉｌｅ１中的关键词共现对链接，分子为两个用户个性
化模式中所有关键词共现对链接权值差值的绝对值之

和，分母为两个模式的所有关键词共现对链接权值之

和，显然，该相似度最大为１，最小为０。

４　实验说明

４．１　数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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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了图情领域期刊文献共５９种，其
中核心期刊３５种，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０到２００９共１０年，
总共获得２０２７５９篇有效文献，共计２３２９８７个有效引
文链接，限于数据集合的有限性，不包含不属于图情领

域文献的引文链接。

４．２　构建图情领域本体的相关实验
　　实验获取的关键词总数为１１３６２６，通过同文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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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文共现获取的关键词共现对共计２０５９０８３个，其
中按照低频关键词指向高频关键词的有序化整理，最

终得到９８２４０２个。通过可视化软件 Ｇｅｐｈｉ，以关键词
为节点、关键词共现对链接为边，最终得到的这个领域

本体在宏观上表现为一个内核紧密、外层逐渐疏松的

基本形态，如图４所示：

图４　图情领域本体的宏观结构特征

　　其中，处于内核的、具有最高文档频率的关键词及
其共现关系如图５所示：

图５　图情领域本体的核心关键词及其共现关系

　　图５中节点颜色的深浅表示了入度的大小，可以
看出，“图书馆”、“数字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等都是

最为常见的核心关键词，也是最易于与其共现的关键

词，链接颜色的深浅表示链接权值的大小。

　　处于外围的关键词共现对数量极大，权值也极小，
实验对其进行了除去处理。本文设计了一个去除低权

值关键词共现对的方法，即在图６中寻找权值变化曲
线中的拐点，只保留处于拐点左侧的有效关键词共现

对。具体方法描述如下：选择所有的以某一特定关键

词为起点的关键词共现对链接，按照权值大小降序排

列，然后由高权值链接开始，比较各个相邻的两两链接

权值差值，如果连续有１０次差值小于预设定的阈值０．
０００４６，则认为首次开始计数的关键词链接权值为截止
阈值。以“个性化”为例，以它为起点的链接权值变化

趋势如图６所示：

图６　以“个性化”为起点的关键词链接权值
　　　　　　由高到低的变化趋势

　　可以看出，大量的关键词共现对都具有较低权值，
真正具有较高权值的链接数量并非很多。其中竖线标

记的第１７个关键词共现对权值（为０．００４１５３３５）就是
截止阈值。

４．３　用户个性化模式相似度计算的实验结果
　　为了便于测试分析，本文抽取了第一作者为南京
地区的共计５４３８篇图情领域的文献，作者共计２３９２
人，其中发文数量大于１０篇的有５５人。这些作者拥
有足够多的文献数据，所以可以利用每位作者所发文

献的关键词来表示他们各自的研究兴趣。

　　每个作者的初始用户个性化模式构造方法说明如
下：抽取每个作者的每篇所发文献，抽取每篇文献中的

所有关键词；将每篇文献中的关键词分成一组，按照文

档频率升序排列，并自动构建出所有低频关键词指向

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对链接；对相同的关键词共现对链

接进行累计，以出现次数作为权值，可以对每个作者，

得到以一组相关联系的关键词共现对链接来表示的原

始个性化模式。如抽取的南京大学苏新宁教授所发文

献共计１１篇，如表１所示。
　　从中自动构建的相应个性化模式如图７所示。
　　按照该方法，可以对所有的作者做相同的处理。
可以看出，不同作者所对应的不同个性化模式在结构

和权值上都具有较大的差异。

　　利用本文所述的权值扩散方法和相似度比较方
法，对这５５位作者进行了两两比较，以分析作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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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作者发文信息

文献名称 期刊 年份 关键词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在科研及管理中的作用 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０３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科学研究；科研管理；

企业知识管理研究与实践的进展 图书情报知识 ２００３ 知识管理；企业管理；

引文索引数据质量控制研究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１ 引文索引；数据质量控制；规范文档；

网络环境下竞争情报系统设计 情报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０ 竞争情报；竞争情报系统；系统设计；网络；

网格环境下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模型研究 情报学报 ２００７ 网格环境；个性化服务；信息推荐；网格中间件；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基于ＣＳＳＣＩ的分析 情报学报 ２００７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研究热点；研究趋势；

ＣＳＳＣＩ；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基于ＣＳＳＣＩ的分析 情报学报 ２００６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分析评价；ＣＳＳＣＩ；
视频信息索引技术研究进展 情报学报 ２００４ 视频索引；ＭＰＥＧ标准；视频信息自动处理；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设计 情报学报 ２０００ ＣＳＳＣＩ；引文索引；系统设计；
超文本技术在全文检索系统中的实现 情报学报 ２０００ 全文检索；超文本检索；动态超文本；

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图书馆论坛 ２００６ 期刊评价；评价指标；指标体系；人文社会科学；

图７　反映作者兴趣的原始个性化模式

的兴趣相似度，部分兴趣相似度较高的作者及其关系

如图８所示：

图８　南京地区图情领域学者之间的兴趣相关度

　　其中，节点颜色越深，表示与该节点作者兴趣相近
的作者数量越多，而链接颜色越深，则表示两者兴趣越

相近。

５　结　语

　　本文所探讨的异构用户个性化模式相似度比较方

法可以应用于各种特定领域的个性化信息推荐服务，

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领域本体映射的解决方法。在研

究实践中，笔者选择了学术文献这个特定的研究领域，

并尝试将异构用户个性化本体引入到现有的个性化学

术文献信息推荐系统中。从目前的使用效果来看，该

方法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未来研究将重点放在对领域

本体的设计改进上，如现有的主流方法主要考虑双词

共现，而多词共现的现象也很值得关注，从中也可以发

现更多的概念联系。另外，引文词语共现对充分反映

了概念的时序演化关系，因此在现有的领域本体中通

过引入时间维度来构建多维本体结构，可以实现更好

的概念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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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Ｗｅｂ［Ｃ］．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３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ＵＳＡ：

ＡＣＭ，２００４：３７４－３８３．

［２２］ＭｉｄｄｌｅｔｏｎＳＥ，ＳｈａｄｂｏｌｔＮＲ，ＤｅＲｏｕｒｅＤＣ．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ｓｅｒＰｒｏ

ｆｉｌｉｎｇｉ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４，２２（１）：５４－８８．

［２３］ＴｈｉａｇａｒａｊａｎＲ，ＭａｎｊｕｎａｔｈＧ，ＳｔｕｍｐｔｎｅｒＭ．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Ｒ］．ＨＰＬａｂ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ＨＰＬ－

２００８－８７，２００８．

［２４］ＳｉｅｇＡ，ＭｏｂａｓｈｅｒＢ，Ｂｕｒｋ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Ｃ］．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ＨｅｔＲｅｃ’

１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ＵＳＡ：ＡＣＭ，２０１０：３９－４６．

［２５］李树青，徐侠，钱钢，等．基于震荡算法和领域本体的学术文献

关键路径自动识别和可视化展示方法［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２，待

发．（ＬｉＳｈｕｑｉｎｇ，ＸｕＸｉａ，ＱｉａｎＧａｎｇ，ｅｔａｌ．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ａｉｎ－ｐａｔｈｉ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Ｄｏｍａｉ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６］ＺｈｏｕＴ，ＫｕｓｃｓｉｋＺ，ＬｉｕＪＧ，ｅｔａｌ．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ＮＡＳ），２０１０，１０７（１０）：４５１１－

４５１５．

［２７］ＤａｏｕｄＭ，Ｔａｍｉｎｅ－ＬｅｃｈａｎｉＬ，ＢｏｕｇｈａｎｅｍＭ，ｅｔａｌ．ＡＳｅｓｓ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ＳｅａｒｃｈＵｓｉｎｇａ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Ｃ］．

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０９ＡＣＭ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Ｃｏｍｐｕ

ｔ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ＵＳＡ：ＡＣＭ，２００９：１７３２－１７３６．

［２８］ＩＪｎｔｅｍａＷ，ＧｏｏｓｓｅｎＦ，ＦｒａｓｉｎｃａｒＦ，ｅｔ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Ｎｅｗ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Ｃ］．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０ＥＤＢＴ／ＩＣＤＴ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ＵＳＡ：ＡＣＭ，２０１０：１６－２３．

［２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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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ｎｏｌｉｎｇｕ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Ｓ］．Ｂｅｔｈｅｓｄａ：ＮＩＳ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３０］余传明，张小青．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中获取本体：原理与方法研究

［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３）：２４４－２５２．（ＹｕＣｈｕａｎ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

ｏ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３０（３）：２４４－２５２．）

［３１］薛建武，勾苗，吴拓．基于ＳＫＯＳ的国防科学技术叙词表向本体

的转换研究［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３）：３１０－３１７．（ＸｕｅＪｉａｎ

ｗｕ，ＧｏｕＭｉａｏ，ＷｕＴｕ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ｏｆ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ｏ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ＫＯ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３０（３）：３１０－３１７．）

［３２］冯璐，冷伏海．共词分析方法理论进展［Ｊ］．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６，３２（２）：８８－９２．（ＦｅｎｇＬｕ，ＬｅｎｇＦｕｈａ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Ｃｏ－Ｗｏｒ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ｃｉ

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６，３２（２）：８８－９２．）

［３３］李枫林，何洲芳．基于关键词共现分析的检索结果聚类研究

［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１，３０（８）：８１９－８２５．（ＬｉＦｅｎｇｌｉｎ，ＨｅＺｈｏｕｆａｎｇ．

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ｆ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３０（８）：８１９－８２５．）

［３４］杨颖，崔雷．基于共词可视化的学科战略情报研究［Ｊ］．情报学

报，２０１１，３０（３）：３２５－３３０．（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ＣｕｉＬｅｉ．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ａｓｅｄ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ＷｏｒｄＮｅｔ

ｗｏｒｋ［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３０（３）：３２５－３３０．）

［３５］王胜君，吴冲，张新颖，等．基于共现分析的专利地图绘制及实

证研究———一个政府信息重构的视角［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１，３０

（３）：３１８－３２４．（Ｗ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ｊｕｎ，ＷｕＣ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ｙｉｎｇ，

ｅｔ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ＭａｐＤｒａｗ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ｏｃ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３０（３）：３１８－３２４．）

［３６］杜慧平．概念等级关系自动识别研究［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１，３０

（３）：２３７－２４３．（ＤｕＨｕｉｐｉｎｇ．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３０（３）：２３７－２４３．）

［３７］李树青．基于引文关键词加权共现技术的图情学科领域本体自

动构建方法研究［Ｊ］．情报学报，２０１２，３１（４）：３７１－３８０．（Ｌｉ

Ｓｈｕｑ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ｍａｉｎ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Ｃｏ－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ｃｉ

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３１（４）：３７１－３８０．）

［３８］张学福．基于词共现的可视化概念空间研究［Ｊ］．情报学报，

２００８，２７（２）：２０５－２１１．（ＺｈａｎｇＸｕｅｆ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ｐａ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ｗｏｒｄ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２７

（２）：２０５－２１１．）

［３９］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Ｔ，ＰａｋｈｏｍｏｖＳＶＳ，ＰａｔｗａｒｄｈａｎＳ，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０７，４０（３）：２８８－２９９．

［４０］董慧，唐敏．语义检索在 Ｗｅｂ２．０环境下的应用探讨［Ｊ］．中国

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１，３７（２）：１１５－１１９．（ＤｏｎｇＨｕｉ，ＴａｎｇＭｉｎ．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ｈｅＷｅｂ２．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１，３７（２）：１１５－１１９．）

［４１］ＲａｄａＲ，ＭｉｌｉＨ，ＢｉｃｈｎｅｌｌＥ，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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