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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的
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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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新方法。文章阐述了图书馆文献
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阐明应用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的必要性，明确了基于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
术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 4 项原则，即持久性原则、重点性原则、主动性原则与价值性原则。并从
数据源、文本处理、文本挖掘分析、可视化处理 4 个方面设计了基于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图书馆文
献资源开发利用的流程，提出了构建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以期推动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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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Literature Resources Based on Association Data and
Text Mining Technology
ZHANG Ying
(Taiyuan Librar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Association data and text mining technology provide a new method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literature resources. This article expound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literature resources, elucidated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association data and text mining
technology, and clarified four principle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literature resources based
on association data and text mining technology, namely, the principles of persistence, focus, initiative and value.
It also designe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literature resources based on association
data and text mining technology from the aspects of data source, text processing, text mining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processing, and proposed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literature resources.
Key words: association data; text mining; library; literature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

势，从大量的图书馆文献资源数据中抽取可用的知

作，图书馆文献蕴含着浓厚的历史，具有非凡的历

识。但是，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需要处理非结构化

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开发利用图书馆文献有利于继

的文本和模糊的语义，涉及到多个学科和领域，涵

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为图书馆文化研究提

盖统计学、数据学、语义识别等技术，因此，基于

[1]

供一手资源 。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可

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利

以结合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从已有的文本中

用研究十分具有挑战性。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充分发挥数据挖掘的技术优

1 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当前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存在诸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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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既有服务理念上的忽视，也有保障机制上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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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从服务理念上来看，部分图书馆认为图书馆文

挖掘工作作为一种常态化、持久性的工作 [4] ，使文

献的搜集和整理并不重要，将其认为是某一个部门

献资源成为图书馆的名片，推动馆藏文献形成规模。

的工作，在整体上缺乏统一协调管理，导致图书馆

2.2 重点性原则

文献总体馆藏数量少、质量偏低。从投入上来看，

图书馆文献资源内容丰富，涵盖人文、社会、

因为对图书馆文献工作的不重视，使得图书馆文献

经济、民风民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并且载体多

资源开发利用经费及人才短缺，不能够及时更新文

样，有视频、音频、图片、文本等，由于图书馆经

献，无法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从图书馆文献资源

费和人力有限，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每一个数据都

利用上看，部分图书馆馆内没有专门的文献储藏空

进行挖掘，详略不分地资源开发只会产生泛而不专

间，更谈不上深度的开发与高效利用，这些严重制

的问题，难以突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精髓和特色。

[2]

约了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服务水平 。可见，图书馆

因此，在对文献资源进行数据关联和文本挖掘技术

对于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十分被动，无法真正形

处理时，要遵循重点性原则，根据图书馆具体的情

成科学的、具有规模的服务体系，导致读者对图书

况因地制宜，优化资源配置，有的放矢，挖掘重

馆开发利用文献资源缺乏信任。因此，重塑图书馆

点。

文献资源开发利用体系至关重要。

2.3 主动性原则

图书馆文献资源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

对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数据关联和文本挖掘工作

值，人们通过查询阅读文献资料，了解过去、追溯

具有很大的难度，一是在技术处理方面需要专业的

历史、把握现在、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

人才和设备，二是需要大量全面地收集与整合文献

和发展，信息的发展呈爆炸式增长趋势，越来越多

资源，三是需要社会上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例

的人开始重视图书馆文献资源，查阅图书馆资源的

如经费支持、社会捐赠等。在文献资源开发利用没

读者用户与日俱增。部分图书馆已经意识到图书馆

有得到重视的情况下，图书馆要遵循主动性原则，

文献资源的重要性，但由于受传统的资源开发技术

主动联系社会团体和相关单位，争取他们的支持和

制约，难以挖掘图书馆文献资源的数据关联和隐藏

帮助，推动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利用顺利进行。

的规律性信息，导致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开发程度有

2.4 价值性原则

[3]

限，利用率有限 。因此，应用数据关联与文本挖

价值性原则，即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关注图书

掘技术，可以突破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瓶颈，通过

馆文献资源与学科研究的交叉点，迁移其学术价

数据挖掘等手段，能够发现和抽取可用知识，在相

值。图书馆文献资源传承着区域的文化脉络，必然

关数据间生成一定规则的链接，便于形成知识间的

与区域地理、人文和历史学科息息相关 [5] 。所以，

迁移，使读者更加全面和便捷地对图书馆文献资源

图书馆在进行数据整理时，要充分挖掘文献资源的

进行检索，提高文献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质量。

学术价值和人文价值。

2

3

基于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的图书馆文献资源

开发利用原则

基于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图书馆文献资源开

发利用的流程设计

图书馆在进行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

数据关联和文本挖掘的目标在于应用 Web 技术

中，既要结合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的技术优势，又

将 计 算 机 与 资 源 描 述 框 架 （ Resource Description

要遵循持久性原则、重点性原则、主动性原则与价

Framework, RDF）相关联，进而形成数据网。图书

值性原则。

馆应该从数据源建设、文本处理、数据挖掘分析与

2.1 持久性原则

可视化处理等层面进行设计，最终能够为用户提供

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项长期的、宏

揭示资源和知识链接的整合结果，使图书馆文献资

观的系统性工程，要保证图书馆文献的继承性，在

源得到开发与利用。

统筹协调文献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应该始终遵循

3.1 数据源

持久性原则，解决相关机构设置和人员管理的问

图书馆可以利用 BIBFRAME（书目框架）2.0

题，结合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充分考虑技术

取代原有的 MARC 模型方式，重塑图书馆文献资源

人才的引进，从资源构建环节到知识输出平台，都

数据库，强化资源元数据的描述，便于应用数据关

要符合数据开发的标准与要求。将图书馆文献资源

联和文本挖掘技术，建立更加开放的数据关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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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使文献资源数据库具有一定程度的伸缩性，能

识规则的关键，包括文本结构分析、文本摘要、文

够融入语义网络环境中，符合文献资源开发和利用

本分类、关联分析、分布分析用趋势预测等。分析

的格式标准。由于文献资源数据，如数据库、网

人员不需要对数据的分布做出假设性方案，也不需

页、论文集、期刊及图书等，存在多样性和复杂

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对其计算，文本挖掘技术可以自

性，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级别图书馆对图书馆文献

动识别数据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提取杂乱数据间的

工作的理解和管理有所差异，造成图书馆文献的交

规律。一般来说，文本挖掘分析技术会重点处理数

流与互通存在障碍。基于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

据分类、数据聚类、数据关联及定性 4 类问题。

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开发利用要制订统一标准，以便

3.4 可视化处理
将整合的文献资源进行可视化处理，是图书馆

更加全面地整合大量数据源，为数据关联和文本挖
掘提供资源基础。

资源开发利用的终端环节，同样也是一项复杂的技

3.2 文本处理

术性工作，要严格遵循数据导出的程序。这是数据

为揭示数据源中文献资源的相关性，图书馆要

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的成果输出环节，因此对于图

对其进行文本处理，如分词、提取数据特征等。常

书馆文献资源的可视化技术处理要由富有经验的专

见的数据关联方式有实体上位关联方法，例如，将

业人员来完成。整合后的资源符合网络平台的语义

个人与组织相关联（bf:Person, bf:Organization）、个

环境，标引方式也满足网络平台的要求，可以提高

人与家族相关联（bf:Person, bf:Family）；还有侧重

检全率、检准率。图书馆文献资源可视化后，可供

点关联的方法，例如，将居住地和出生地相关联

读者用户查询和浏览。

[6]

（local:residence, local:birth place） 。通过这种有

4

规律的文本处理，可以从复杂的数据源中，链接出

开发利用应注意的问题

基于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的图书馆文献资源

数据间的关系，充分表达数据间的相关性。另外，

在开发和利用图书馆文献资源过程中，数据库

图书馆还可以根据本馆文献资源实际情况和特征，

建设工作是基础（见图 1），规范化的数据挖掘程

划分不同关联主题，为下一步的文本挖掘分析奠定

序十分重要，可以保证文献资源的有序排列和输出，

基础。

为读者用户提供系统化、关联性强的检索结果。同

3.3 文本挖掘分析

时，充实图书馆文献书目数据库与提高图书馆馆员
的素质水平也是基于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图书

在基于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的流程中，文

馆文献资源开发利用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挖掘分析是核心环节，是发现图书馆文献资源知

符合要求

不合格

数据库结构和功能设计

合格
质检

验收不合格

审核未通过

合格

数据输入、链接

文献加工

文献标引

图书馆文献数据库建设

验收合格

审核通过
选取文献书目

不合格

不符合要求
图 1 图书馆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流程

4.1 充实图书馆文献书目数据库

4.2 规范化数据挖掘流程

文献资源数据库建设是开发利用文献资源的基

基于数据关联与文本挖掘技术图书馆文献资源

础性工作，在文献资源选取的过程中，一要注意全

开发利用还要注意数据挖掘的规范化，保证数据的

面性，尽可能地著录完整的图书馆资源；二要注意

质量是首要工作，要对文献数据的字段和格式进行

特色性，即突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特征，根据图书

硬性的规范，并且要保证这种格式是持续遵循的，

[7]

馆文献资源的实际情况分类 。总之，充实图书馆

充分为以后的文本挖掘工作和图书馆网络平台建设

文献书目数据库是应用数据关联和文本挖掘技术的

打好基础。从图 1 可以看出，文献标引、数据录入

前提，如审核通过将会进入文献加工环节，如审核

与链接，都需要规范和监督，如遇不合格的情况，

未通过，则要重新构建文献资源体系。

要及时返回上一流程重新校对和验证。图书馆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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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献资源的数据挖掘层层把关，完善 CNMA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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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使学术资源体系及服务更为系统。
5 结语
在知识经济时代，新型出版环境悄然形成，自
由、开放、共享是其最大的特征。在新型出版环境下
图书馆学术资源体系需作出改变，使图书馆学术资源
体系更加完善，以支撑学科建设及科研工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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