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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振荡算法和领域本体的学术文献关键路径自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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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海量的学术文献中自动发现有价值的高质量文献和研究点的时序演变路径是现代学术趋势分析领域

的重要研究内容 本文探讨了一种将引文分析技术 语义本体技术和可视化展示技术进行有效结合的学术文献关

键路径自动识别方法和可视化呈现方法 通过结合时间维度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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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方法主要建立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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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本体设计的引文链接权值算法之上 同时提供了完整的可视化展示界面 最后 文章对相关测试实验做了详

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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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maticrecognition ofvaiuabieand high-guaiitydocumentsand timingevoiution path ofresearch

contentsfromthemassacademicdocumentsisan importantresearch contentin academictrend anaiysisfieid.Thispaper

proposesan automaticrecognition and visuaiization method ofmain-path in academicdocumentswhich combines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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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can heip researcherstofind vaiuabieand high-guaiitydocumentssetand inter-reiation.Twomain aigorithms

constitutethebaseofthismethod which areacademicdocuments'weightaigorithm based on vibration aigorithm and

citation iinks'weightaigorithmusingdomain ontoiogybased on citation keywordsco-occurrencetechnoiogy.And acompiete

visuaiization interfaceisaisointroduced.Finaiiysomereiated experimentsarediscussed in detaii.

Keywords  ontoiogy semanticanaiysis citation anaiysis academictrend

 676 

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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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相

关的科研文献资源数量呈现出一种急剧增长的态

势0 但是,面对着如此丰富的文献资源,用户却遇到

了很多新的问题0 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文献资源的

快速增长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和阅读能力,大部分用

户只能也只愿阅读其中的很少一部分文献0 因此,

如何有效地从这些海量文献资源中识别出用户感兴

趣的高质量文献,已成为目前权威学术文献识别和

学术趋势分析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方向0

同时,学者用户通常只会关注与自己研究相关

的文献0 这首先需要解决如何获取相关文献,目前

的信息检索系统已经可以较好地实现该目标,如返

回满足特定检索查询式的命中结果并按照既定的相

关度排序算法排序输出结果等0 然而,学者用户却

很难从动辄千百计的平面化文献结果中合理地决定

阅读这些文献的次序以及了解这些文献之间的相互

联系,因此大部分用户往往只是随意根据文献名称

或者选择前几条文献命中结果进行阅读,这显然不

能很好的满足学者用户的要求0

因此,有效地从海量学术文献资源库中自动发

现与当前学者用户相关的高质量文献,并合理有效

地给出这些文献的联系,甚至可以给出完整的推荐

阅读记录列表和阅读次序,可以更好地帮助学者用

户快速了解相关科研领域中的已有相关成果0 本文

所探讨的方法,主要从学术文献资源库中自动识别

高质量学术文献和可视化呈现学术文献关键路径,

力图解决这一问题0

2 相关研究方法回顾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现有的学术文献分析

方法主要从引文分析~时序网络分析~语义分析和可

视化展示等方面来进行0 其中,利用引文信息来识

别重要学术论文及其相互关系是一种经典分析方

法,其他的方法往往建立在该基础之上,或者是通过

引入其他方法改进而成0

诸如影响因子和 h-index这样的引文分析指标

往往侧重于单纯考虑被引量,而忽视对引文自身权

值的区分,如不考虑不同作者做出的引文链接区别

等0 同时,它们也缺乏对引文行为的网络结构特征

分析0 而现代引文分析方法更多是采用基于网页链

接分析的方法来实现,这种方法综合考虑了引用质

量,可以更好的弥补因为不区分引用重要性带来的

弊端 [1] 0

但是学术文献的引文关系和网页链接区别很

大,必须合理地对网页链接方法进行改进才能适应

学术文献分析的需要0 其中最为常见的一个改进就

是对不同的引文链接做出区分和判断 [2,3] 0 其中,

很多学者提出了对作者和期刊等因素进行权值评

价,并据此来设定不同引文的权值差别,如利用作者

之间的引文关系,结合加权 PageRank 方法计算作者

的流行度(popuiarity>和声望度(prestige> [4] ,还有学

者综合了引文分析法和知识图谱等方法的引荐分析

法,它可以通过分析高影响力作者的施引列表来寻

找该作者眼中的学界同行,但是该方法需要大量的

人工介入工作 [5] 0 在应用层面上,有学者据此对期

刊的流行度和声望度进行了详细的文献学分析 [6] ,

也有学者据此进行期刊分析 [7] 0

我们同时注意到,很多学者也从算法的角度提

出了改进意见0 例如,有学者提出了加权 PageRank

算法来改进传统的 PageRank 方法 [8 ~10] ,还有学者

根据文献的引文信息对不同的引用关系和被引关系

做出不同的加权处理 [11] ,同时有国内学者针对构建

引用网络时未考虑引文链接缺失部分这个问题进行

了专门的算法研究 [12] 0 但从实验结果和对比分析

来看,单纯从算法角度的改进效果是有限的,因此随

着研究的深入,如何提高结果的有效性和提高用户

使用的满意度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很多学者开始

尝试引入语义分析~时序分析和可视化展示等方法,

这些方法既可以提高结果的有效性,也更易于提高

用户使用的满意度0

在结合语义分析方面,很多学者强调对文献关

键词信息的利用,据此从概念理解的角度区分不同

文献的主题和联系程度,这已成为一个较为常见的

研究方向 [13] 0 例如,有学者提出利用标题语义信

息~引文链接关系和次序构成探测研究前沿内容的

三个重要维度 [14] 0 其中,结合词语共现分析的方法

很常见,利用该方法可以更好地解决词语语义自动

识别和判定等问题0 例如,有学者尝试在得到的高

频主题词共现矩阵中使用聚类分析来寻找当前学科

的研究热点 [15] 0 还有学者使用三阶段的共现分析

模型,通过可视化技术将专利信息绘制成专利地图,

以图谱的形式展现分析的结果 [16] ,有学者通过关键

词共现网络分析描绘材料领域的研究发展轨迹 [17] 0

近年来,利用本体来改进语义分析的效果得到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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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学者的关注,也有学者专门对学术资源的本体进

行过研究,如 CSSCI本体  18] O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

已经对学术文献中的领域本体自动构建方法和表示

方法都做了相关研究,并提出基于引文关键词加权

共现技术的学科领域本体自动构建方法  19] O 而对

于本体表达方法而言,我们也已经初步研究了基于

加权 XML数据模型的个性化本体技术  20,21] O 在本

文的研究方法中,我们将沿用前期的领域本体资源

来对不同的引文链接进行语义分析O

在结合时序分析方面,目前已经逐渐形成了较

为成熟的学术文献发展趋势和热点分析等相关研究

方向O 这些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从时间维度上

对文献的研究趋势做出判断,甚至可以发现和预测

潜在的学术研究热点O 最早由加菲尔德提出的

HistCite引文编年可视化系统就可以很好地展示引

文时序网络,能够按照年代给出重要文献的相互引

文关系,但在定量表达方法设计上存在不足  22] O 早

期还有学者利用时间信息对不同引文的链接进行加

权处理  23] O 在后续的一些较新研究中,有学者引入

了关键路径分析方法(main-path anaiysis>和路径依

赖变换方法( path-dependenttransition>,可以更好地

识别出特定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引用主干结构,识

别出引文链接的分布变化情况和进化轨迹,甚至据

此可以探测出潜在的研究前沿问题及其趋势O 该方

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社交网络理论中引入了时间维

度信息,但是没有很好的结合诸如标题等文献语义

信息  24] O

在可视化展示方面,人们发现通过引入可视化

展示技术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使用的要求,同

时该方法也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数据分析手段O 例

如,陈超美利用提出的历时性动态可视化展示技术

设计了 CiteSpaceII系统,能够显示一个学科或者知

识域的发展趋势和动向,但研究数据主要是国外的

文献数据  25] O 也有学者提出了基于关键路径分析

的科学发展史可视化方法,但研究数据仅限于从

1998 ~2007 年 10 年的 <经济研究>文献  26] O 我们

曾经对 2000 ~2009 年共 20 多万篇图情专业期刊文

献数据,提出了对一般流行研究热点和潜在重要研

究热点的定义方法,然后结合时序关键词热点识别

方法,从积极趋势和消极趋势两个方面介绍了 6 种

常见的学科研究趋势分析方法,并给出了完整的可

视化呈现方式  27] O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鲜有文献综合使用上述这

些方法O 在已有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从内容~期

刊~作者~时间等反映文献阅读价值的综合因素对

PageRank 进行了改进  28] O 我们认为,诸如选择的

关键词和共现词语等文本信息构成了对引文信息的

重要补充,但是同一词语在不同的引文链接中却往

往具有不一样的概念表达功能,而且这些沿着引文

链接顺序不断演化的词语及其相互关系也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揭示学术研究的趋势变化规律O 同时,提

供一个良好的可视化展示界面也能为用户提供一个

有效的平台O 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学术文献关键路

径自动识别方法,就是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综合利

用上述方法,将引文分析技术~语义本体技术和可视

化展示技术进行有效结合,努力探索一条新路,以更

好的服务于科研学者获取和阅读相关学术文献的实

际需求O

3 基本思路

所谓学术文献关键路径,是指一组和当前学者

用户信息需求相关的高质量学术文献构成的引文序

列O 它可以是一个序列,也可以是多个序列,每个序

列都与主题密切相关,这些不同主题范围内的多个

序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文献关键路径O 据此,

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相关的高质量文献,而且还可

以获取较为完整的文献集合及其引文关系,并定量

化地识别出这些文献及其引文的重要性O

学术文献关键路径自动识别方法需要解决两个

关键问题,分别是学术文献的权重度识别和引文链

接的权重度识别O 下面分别予以说明O

3.1 学术文献的权重度识别

  3.1.1 基本思路和假设

  常见的学术文献权重度识别方法主要是基于引

文分析的识别方法,除了传统图情领域中常用的被

引分析等方法外,现代学者更倾向于使用基于网页

链接分析技术的新方法,如基于 PageRank 的方

法等O

然而,学术文献的引用关系并非网页链接那么

简单,它具有很多不同的特性O 首先,这种引文链接

存在与时间相关的联系,越新的文献,相对而言具有

越少的被引量,相反,越是陈旧的文献,通常它的被

引量越多,该数量只增不减O 因此,这对有效识别真

正有学术价值的新文献非常不利O 其次,传统的文

献权值扩散往往以引用文献总数为分母来稀释当前

文献对不同引用文献的权值贡献作用,但这本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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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道理 事实上 优秀的高质量文献比那些低质量

文献往往具有更多更全的参考文献 而此时的引文

数量稀释方法无疑会严重降低高质量文献对引文文

献的权值贡献能力 

因此 我们提出了改进算法 该算法建立在下

面两个假设基础上 

假设 1 一篇学术文献的重要性可以根据引用

它的来源文献重要性来判断

一篇高质量的学术文献通常会引用那些高质量

的学术文献 因此可以利用引用当前文献的文献权

值扩散方法来得到当前文献的权值 同时 新文献

所获得的权值提升幅度应该比旧文献要强 即在短

期内如果新文献能够获取到被引链接 这要比旧文

献因为时间久远所自然获取到的 不断增多的被引

链接更有价值 更能反映文献的重要性 

据此 我们不再采用统一的权值扩散策略 而是

根据当前文献与引用文献的时间差 时间差值越少 

权值扩散的程度越大 同时去除以引文数量来分配

扩散权值的设计方法 

假设 2 一篇学术文献的重要性可以根据它的

被引文献重要性来判断

高质量的学术文献通常不会引用那些低质量的

学术文献 而低质量的文献通常也难以全面地引用

到所有的重要相关文献 所以人们往往可以从高质

量文献的引文中去发掘更多的相关重要文献 然

而 不同文献的引文数量在绝对值上具有较大的差

异 同时考虑到中文文献集合的局限性 在实际操作

中 我们选择了引文权值的平均值作为测度当前文

献权值的一个指标 

  3.1.2 识别文献权重的振荡算法

现有的网页权值计算方法有 PageRank 和 HITS

等 这些从网页链接分析角度发展而来的方法 其

实都不适于在引文环境下直接使用 其中主要的原

因在于网页链接存在回路 而引文链接不存在回路 

因此权值扩散的迭代运算难以取得权值有效均衡扩

散和权值收敛的效果 例如 标准 PageRank 会导致

旧文献更易于获得更高权值的弊端 而 HITS 则会

导致最旧的文献的 Authority值会有较大权值 而最

新文献的 Hub 值往往取得较大权值 

借鉴 PageRank 算法的基本思路 我们设计了一

种识别学术文献权重的振荡算法 该方法是一种结

合 HITS 和标准 PageRank 的方法 特点在于不区分

Authority值和 Hub 值 只使用一个权值 但依然采

用迭代扩散的方式 其中在每一次权值扩散过程中 

我们采用一种改进的 PageRank 方法 

这个名称形象的揭示出算法当中对于文献权值

的扩散方法采用一种从来源文献到被引文献 和从

被引文献到来源文献交替进行的方式 两个方向的

权值扩散分别采用不同的扩散策略和计算公式 

从来源文献到被引文献的正向权值扩散方法

如下 

WeightBPR Doci =c z
Docij。B Doci 

WeightFPR Docij > period- timeDocij-timeDoci  

period

+ 1 -c  1 

其中 WeightBPR doci 表示文献 Doci的正向扩散

权值 WeightFPR doci 表示文献 Doci的逆向扩散

权值 B Doci 集合表示所有引用文献 Doci的其他

文献 period 参数为所有文献集合的时间周期 在我

们的实验中该数值为 10 即表达 10 年的全部文献 

time为文献的发表年代 由于文献平均引文长度为

2 所以将衰减系数 c设置为其倒数值 即 0 5  3  

从被引文献到来源文献的逆向权值扩散方法

如下 

WeightFPR Doci =

c
z

Docij。F Doci 

WeightBPR Docij 

NF Doci 
+ 1 -c  2 

其中 F Doci 为集合表示文献 Doci的所有引文文

献集合 NF Doci 为集合文献的总数 C依然设为 0 5 

上述两种方法需要多次迭代运行 实验证明 8

次可以取得较好的权值收敛效果 

3.2 基于主题相关性的引文链接权重度识别

文献引文的作用很复杂 因此在识别学术文献

关键路径中 只有那些主题联系密切的引文链接才

有意义 而引文链接权重度识别的重点就在于测度

引文链接所涉及的两篇文献之间的主题相关性 我

们利用文献的关键词序列来表达当前文献的主题 

并根据文献主题的相似度来表达引文链接本身的

权值 

但是关键词是由自然语言表达而成 一词多义

和多词一义的现象非常普遍 所以我们必须结合语

义信息来进行分析 根据前期对于加权 XML模型

和基于引文关键词加权共现技术的领域本体自动构

建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 我们设计了一种采用加权

XML模型表达的领域语义本体 并据此完成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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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关键词相似度计算问题O

  3.2.1 基于引文关键词力权共现技术的领域

本体结构表达方法

  在现有的计算机期刊文献集合中,取出每篇文

献的所有关键词,并寻找当前文献的引用文献,并以

当前文献的所有关键词和所有引用文献的关键词组

成一组词语共现对,同时以词语共现对所在的两篇

文献权值之和作为该词语共现对权值O 计算方法

如下O

WeightTermPairi,j=z(WeightPR(Doctermi> +

WeightPR(Doctermj>> (3>

其中, WeightTermPairi,j表示词语 i和词语 j的共现

对强度,WeightPR(Doctermi> 表示词语 i所在文献的

学术价值O

得到的词语共现对数据总量较为庞大O 对于任

何两个共现对中关键词而言,由于 A和 B的共现对

必然会对应一个 B和 A的共现对,所以我们把双向

的词语共现关系截取一半,只保留文档频率较高词

语和文档频率较低词语的共现对O

此时得到的领域本体,宏观上呈现一个近似的

树形结构,如果从任何一个关键词向下出发,我们可

以得到和该关键词共现的~文档频率更低的其他关

键词集合O 然而如果向上出发,由于有多个上级关

键词和当前关键词共现,则可以发现可能有多个上

级关键词O 为此,我们只保留共现权值最大的上级

关键词作为当前关键词的上级关键词,从而完成了

树形结构的表达O

  3.2.2 领域本体的力权 XML模型表达方法

加权 XML可以为每个 XML节点或者链接赋予

一个权值,以此来反映它在整个 XML数据实例中的

重要性O 在上述得到的树状领域本体中,我们采用

加权 XML模型作为该本体的实现方法O 其中,每个

节点都是本体的一个关键词,而节点链接的权值则

利用对应关键词的共现对权值来表达O 部分实例如

图 1 所示O

  3.2.3 关键词相似度算法

得到的领域本体可以在语义层次上自动构造一

个层次树结构,我们据此可以计算任何两个关键词

的相似度O 具体方法需要从结构和权值两个方面来

进行O

1> 结构相似度

图 1 领域本体实例的部分节点及相关连接信息

!箭头边数值皆为对应节点连接的权值"

按照从根节点到叶节点的顺序,我们可以得到

每一个关键词的完整叶路径O 可以设想,如果两个

关键词具有的最近共同父节点层次越低,则它们的

语义概念比较接近,反之亦然O 我们采用不同节点

路径中~从根节点开始计数的相同节点数量作为重

要的衡量标准,具体计算方法如下O

  Similarity1(termx,termy> =

samenode(seguencetermx,seguencetermy>

max(node(seguencetermx>,node(seguencetermy>>
(4>

其中, seguencetermx 表 示 关 键 词 termx 的 叶 路 径,

samenode函数返回最近共同父节点的所在层次级

别号(根节点为 1,下级节点为 2,以此类推>,node函

数返回指定叶路径的节点数,而 max函数返回最

大值O

如图 1 所示,同一层次的cWeb 服务s和cWebs

两个关键词,前者的叶路径为 c遗传算法/数据挖

掘/XML/Web 服务s,node函数值为 4,后者的叶路

径为c遗传算法/数据挖掘/XML/Webs, node函数

值为 4,两者的 samenode函数值为 3,所以结构相似

度为 0 75O 而同一层次的c聚类s和cXMLs结构相

似度为 0 67O 这充分反映了具有更为明确概念指

向的叶节点关键词比概念更为综合的上级节点关键

词更易于获取到相似度更高的其他关键词O

2> 语义相似度

节点链接的权值则表明了相关节点语义联系的

紧密性O 对于任意两个关键词而言,由于最近共同

父节点层次往往并非直接上层,因此我们可以利用

它们的最近共同父节点和相应的直接下级节点之间

的链接权值差异度来表达语义相似度O 计算方法

如下O

  Similarity2(termx,termy> =

 abs1 -
abs(upweighttermx-upweighttermy>

max(upweighttermx,upweighttermy
( J> (5>

其中, upweighttermx表示关键词 termx最近共同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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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相应直接下级节点之间的链接权值9abs函数返

回绝对值9max函数返回最大值0

在图 1 中9HWeb 服务"和HWeb"的最近共同父

节点是HXML"9和相应下级节点之间的链接权值分

别 为 5.8204E-4 和 1.6221E-49 语 义 相 似 度 为

0 2790 而HWeb 服务"和H文本聚类"的最近共同父

节点是H数据挖掘"9和相应直接下级节点之间的链

接权值分别为 1.0639E-3 和 3.3396E-59语义相似度

为 0.03140

3 关键词相似度

在上述两个相似度值基础上9我们采用了两者

相乘的策略构造了最终的关键词相似度表达式9如

式 6 所示 

Similarity termx9termy =Similarity1 termx9termy 

＊Similarity2 termx9termy  6 

  显然9如果关键词 x与关键词 y之间的结构相

似度越大并且语义相似度越大9那么这两个关键词

之间的相似度就越高0

  3.2.4 引文链接权值算法

按照上述的关键词相似度算法9我们可以得到

最终的引文链接权值算法0 该方法借助两篇文献的

关键词序列相似度9间接测量出引文链接有效性的

权值0 具体算法的伪代码说明如下 

输入 来源文献 docx9被引文献 docy

输出 文献 docx和 docy的引文链接权值

//存储最终的引文链接权值

doubiefinaiWeight:0 

//遍历来源文献的所有关键词

foreach termiin docx 

  //存储与当前关键词最相关的被引文献

关键词

  doubiemaxWeight:0 

  //遍历被引文献的所有关键词

  foreach termjin docx 

   //根据上述的关键词相似度算法

   //计算与当前词语相似的最高相似度

权值

   //simiiarity函数为 3.2.3 中的相似度

算法

  doubie curWeight: simiiarity termi9

termj   

   if maxWeight<curWeight 

     maxWeight:curWeight

 

  //累加权值

  finaiWeight:finaiWeight+maxWeight 

 

//均值化处理9得到最终引文链接权值 ien 函

数返回来源文献的关键词数量 

finaiWeight:finaiWeight/ien docx  

4 实验说明

 .1 数据准备

  我们对万方和 CSSCI两大数据库进行了文献数

据获取9抽取了计算机方向核心期刊共 53 种9时间

跨度为 2000 ~2009 年共 10 年9总共获得 209 608 篇

有效文献9共计 1 684 708 个有效引文链接9限于数

据集合的有限性9对不属于计算机方向文献集合的

外部引文链接予以剔除0

 .2 学术文献权重度计算的实验结果

基于振荡算法的学术文献权值计算方法可以离

线独立计算完成9但是考虑到用户信息需求的不同9

选取的文献范围也会不同9因此最终获取的引文链

接关系也会因人而异0 在实验中9我们采取了在线

即时计算方法0 也就是说9我们首先根据当前学者

用户的查询需求9选定该主题范围内的相关文献9然

后在该文献集合范围内计算文献权值0 相对于传统

的离线独立计算方法9虽然该方法存在响应时间增

长等缺点外9但它可以更好的从主题相关的有效引

文链接中发现重要文献9同一文献在不同主题下就

具有不同的重要度权值9显然这更为合理0

如以H本体"为查询词9可以获取 2170 篇主题

相关文献0 其中权值排名最高的前 10 篇文献如表

1 所示 

值得说明的是9现有的权值排名次序与被引量

的排名次序具有较大的出入0 虽然排名前 10 的文

献也都是被引量最大的前 10 篇文献9但是文献的相

互次序发生了改变0 例如9H基于本体论和词汇语

义相似度的 Web 服务发现"被引量不如HWeb 服务

核心支撑技术 研究综述"9 但是它们各自都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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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权值排名前 1 篇文献的详细信息

标题 期刊 年份 权值
被引

量

被引量

次序

引用量

＊

基于本体论和词汇语义相似度的 Web 服务发现 计算机学报 2005 0.50023294353 66 2 2

Web 服务描述语言 OWSDL和服务匹配模型研究 计算机学报 2005 0.50023248713 50 4 2

本体论研究综述 计算机研究与发展 2004 0.50023199423 52 3 5

本体学习研究综述 软件学报 2006 0.50023176300 33 7 2

Web 服务核心支撑技术1研究综述 软件学报 2004 0.50023160477 155 1 0

基于领域本体的 Web 服务动态组合 计算机学报 2005 0.50023129442 44 5 1

Peer-to-Peer环境下多粒度 Trust模型构造 软件学报 2006 0.50023122749 19 10 1

语义 Web 中的本体自动映射 计算机学报 2006 0.50023118489 26 9 0

一种支持 OoS 约束的 Web 服务发现模型 计算机学报 2005 0.50023109361 41 6 0

基于描述逻辑的主体服务匹配 计算机学报 2004 0.50023097191 28 8 0

  注1＊引用量只限于内容相关文献

年份(分别是 2005 年和 2004 年)的最大权值文献 

而且由于现有的学术文献权重度加强了新文献的权

值提升力度 同时对引用更多其他相关重要文献的

文献也具有权值提升效果 因此 这篇被引量最高的

较早文献CWeb 服务核心支撑技术1研究综述$并没

有获得最高的权值O 因此 我们的学术文献权重度

算法克服了单纯使用被引量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时

间新颖度和引文重要性两个方面进行了改进 提高

了数据表达的有效性O

 .3 引文链接权重度计算的实验结果

首先在实验中 我们对关键词进行了形式整理 

只保留汉字和字母等有效字符 同时还将字母统一

转换为大写O 最终 基于引文关键词加权共现技术

的领域本体所收录的关键词总数为 114 047 本体节

点链接 111 450 个 其中文档频率最高的前 10 项关

键词如表 2 所示1

基于Prefuse的本体可视化展示界面如图 2 所示1

我们仍以 C本体$查询为例 获取的 2170 篇主

题相关文献之间的引文链接数为 2365O 按照 3.2

中的计算方法 我们可以得到这些引文的权重值 其

中权值最高的前 10 项引文链接如表 3 所示1

 .  关键路径的可视化展示界面

我们利用 Java实现了完整的可视化展示界面 

完整的演示系统网址为1 http1//www.njcie.com/

jsj/ 该界面如图 3 所示1

表 2 文档频率最高的前 1 项关键词

关键词 文档频率

遗传算法 4032

数据挖掘 2973

神经网络 2825

仿真 2559

无线传感器网络 2356

支持向量机 1856

XML 1699

数据库 1543

小波变换 1525

Web 服务 1355

其中 用户可以直接输入查询关键词 同时系统

还提供了 1742 个文档频率高于 10 的关键词列表以

方便用户选择输入O 界面中央展示了相应的文献查

询结果 节点列从右向左分别表达 2000 ~2009 年共

10 年的文献数据 节点对应的文献位置越高则代表

文献权重值越大 不同节点之间的链接表达了引文

关系O 用户还可以通过调节界面右边的 C文档数

量$来改变相应的查询结果数量 调节C引文权值$

可以改变引文链接的数量O 同时 每个被点击的节

点对应文献详细信息会显示在界面的左边O

通过该界面挖掘所需的关键路径和重要文献有

相应的使用技巧O 图 4 展示了查询C云模型$的例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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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利用  refuse实现的本体可视化展示界面

表 3 #本体$主题下引文链接权值最高的前 1 项引文链接

来源文献标题
来源文献

年份
被引文献标题

被引文献

年份
相似度

本体复合映射的发现技术 2009 一种基于本体的概念语义相似度方法的研究 2007 0.7551

一种改进的本体相似度计算方法 2010 一种综合的概念相似度计算方法 2007 0.7459

一种关于本体复合映射的挖掘算法 2009 一种综合的概念相似度计算方法 2007 0.7436

基于语义的 Web 服务自动组合算法 2009 一种基于本体的概念语义相似度方法的研究 2007 0.7290

基于本体的构件功能检索的设计与实现 2009 语义集成 本体映射方法研究 2007 0.7202

一种基于扩展 Owi-S 本体的 Web 服务质量

度量及评价方法的研究
2010 基于 OoS 本体的 Web 服务描述和选择机制 2008 0.6768

一种计算组合词汇语义相似度的方法 2010 一种基于本体的概念语义相似度方法的研究 2007 0.6653

财务管理领域本体的构建 2011 本体构建研究综述 2007 0.6547

基于 OWL的层次知识管理模型 2006 面向知识管理的知识建模技术 2003 0.6470

基于刻面分类描述的构件检索方法研究 2010 基于刻面描述的构件检索 2002 0.6448

图 3 关键路径的可视化展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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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查询#云模型$的关键路径

  我们可以发现图中圆圈标注的两篇文献 基于

领域最近邻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 2008    基于云

模型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 2007  是具有较高权值

的新文献 而且引用了很多重要的前期文献 而图中

方块标注的两篇文献 基于项目评分预测的协同过

滤推 荐 算 法  2003   和  个 性 化 推 荐 算 法 设 计

 2002  是具有较高权值的旧文献 分别代表了两

个主要的研究基础点 它们不仅被很多重要文献所

引用 具有较高的同被引特征 而且相关的引文权值

也很高 说明前后文献的相关度很高 从总体上看 

这四个文档具有非常密切的相关关系 在研究方面

构成了一个可以相互参考的重要文献群 而且用户

可以根据相关的时间和主题关联度来决定阅读

次序 

5 结 语

从目前的使用效果来看 该系统实现了预期的

目标 较好地将引文链接分析技术 语义本体技术和

可视化展示技术进行了结合 通过结合时间维度 便

于学者用户更好地找到满意的学术文献关键路径及

其演变次序 当然 我们也注意到 现有的算法和系

统仍存在很多改进的空间 如在网络环境下如何更

快地实现加载有效数据以实现更为流畅地使用效

果 同时我们也发现国内学术文献中引用的外文文

献数量越来越多 如何从已有的国内文献引文信息

中自动发现相关主题的高质量外文文献成为我们下

一步研究的主要内容 另外 在可视化展示方面 我

们现在正在研究新的工具包 以期在后续版本中加

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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