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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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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财经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文章对数字图书馆检索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构建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系统。在
论述本体理论的基础上，从设计思想、系统模型角度介绍了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系统，并提出了智能检
索系统的设计方法，包括构建数字资源本体管理模块、用户输入及智能拓展模块、智能检索模块及结果
反馈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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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Intelligent Retrieval System of Digital Libraries Based on Ontology
LI Yun-chang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ohhot 01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of retrieval of digital libraries and proposed to build an
intelligent retrieval system of digital libraries based on ontology.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ontology theory, the
article introduced intelligent retrieval system of digital libr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sign ideas and system
models, and proposed the design method of intelligent retrieval system,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resource ontology management module, user input and intelligent expansion module, intelligent retrieval module
and result feedback module.
Key words: ontology; digital libraries; intelligent retrieval system; design
随着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的快

1 本体的理论基础

速发展，数字图书馆为数字用户知识信息的精准检

本体的概念最早源于哲学，是人们从哲学角度

索创造了有利条件。传统模式下的数字图书馆，其

认识事物组织模式的一种方法，是对客观事物组织

信息组织形式无法清晰地表达信息内部组织关系和

系统的详细解释和说明，关注现实事物逻辑层面上

内部逻辑，仅依靠关键词层面的信息检索不能体现

的抽象本质。近年来，本体学或本体论（Ontology）

信息内部的语义关联，系统结构不兼容导致操作不

在信息系统领域中的研究和应用越来越普遍，其重

规范，这些原因造成使用数字图书馆检索的结果偏

要性在电子商务、语义网络、企业、信息集成、自

[1]

离用户的实际需求，常会出现无效检索的现象 。

然语言处理、知识工程、数据库等不同领域得到了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技术对数字图书馆传统信

认可和重视 [2] ，本体在数字科学领域的使用得到迅

息检索方式进行革新。本文提出基于本体的数字图

速发展。

书馆智能检索系统，希望能帮助数字图书馆有效提

1.1 本体的概念

高信息检索效率，解决检索结果准确率偏低及共享
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学术界认为本体是关于事物本质的共享观念。
对于知识信息而言，本体能在语义和逻辑层面描述
知识信息的内部结构，反映知识信息的内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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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有效的知识组织模型。在知识利用方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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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更加关注知识概念在语义层面的关联，是关于知

根据用户的需求及可能选择的知识检索方式确定本

识概念、规则、关系的集合。应用本体的目的是基

体定义类的属性、价值，本体的概念属性及定义对

于知识概念在语义层面关联捕获相关学科领域的信

象属性；第六步，对用户可能使用的本体属性进行界

息，基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使人们能对概念共享

定，其中包括本体的值域、基数、类型等；第七步，

和理解，依据人们对概念达成的共识确定描述知识

根据学科术语、本体定义类、类的等级体系、属

概念的专用语，并以不同方法、工具、手段及概念

性、价值、本体的概念及定义对象属性创建实例，

[3]

之间的逻辑关系给予这些术语科学的定义 。

基于语义层面以专业的学术用语及本体的概念进行

1.2 本体的功能

检索查询。由此，完成了数字图书馆本体的构建，

本体理论可以实现对知识信息的系统化、标准

按照本体的概念、类型、属性实现精准快速的查询。

化加工，使知识使用标准化。本体在知识加工利用

2 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技术的优势和意义

方面有着深度的逻辑性、关联性、层次性，基于知

目前，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技术可以实现用户

识概念内部逻辑关系确定的专业术语实现对客观事

在检索界面输入关键词进行知识查询，用户使用自

物通用化、标准化的描述，并使得这种源于知识概

然语言输入的关键词很难实现精准的知识资源匹

念的知识系统更加完善。与此同时，要在专业的学

配，缺少对用户输入的自然语言语义层面的清晰理

科领域实现对知识信息的清晰描述，必须对该学科

解。在检索结果层面，只是将用户需要的知识概念

使用的专业术语进行科学化界定，并使得这种科学

表达出来，还不够深入、精准地查询知识资源。基

化描述得到全体成员的认可，这样才能实现知识描

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知识智能检索技术不仅能对用

述的标准化，使源于该学科的学术用语具有良好的

户输入的关键词进行深入理解，还能向用户精准匹

通用性。此外，知识组织利用的标准化、通用化也

配知识资源，以及将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专业学

可以借助学科专业术语的知识系统清晰地表达出

科领域的知识体系清晰表达出来，这样使用户更加

[4]

来，实现全体共享 。

精准、全面、深入了解自己所需知识。值得注意的

用户在特定学科领域的语义层面实现实时信息

是，用户使用数字图书馆进行检索运用的都是自然

共用共享。信息媒介的特点是跨系统、跨平台、多

语言，虽然具有较强的通用性，但是不能很好地进

领域传播，本体若想在知识信息传播过程中保持自

行转换以及自由控制，这就使用户不能实现精准查

身可组织、可利用的特性，就必须将不同知识观点

询。而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技术可以根

及不同学科背景的用户、平台、知识概念集中到统

据用户需求对自然语言进行标注、挖掘，将自然语

一的系统内，这样使知识概念语义层面的逻辑关系

言转换为可供用户理解的本体检索形式，不仅能促

能清晰表达出来。与此同时，对于新系统、新平台

进用户在语义层面对知识信息的精准理解，也进一

的开发，可以重用该学科领域中的原有本体，这样

步提高了知识检索的准确率。

可以节约研发成本、缩短系统和平台研发的周期，
[5]

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技术将与本体

避免资源重复建设 。

相关的知识组织方法、技术工具应用到数字图书馆

1.3 数字图书馆本体的构建

智能检索中，对于特定学科领域的知识信息能以统

通常而言，数字图书馆体系的构建需要分为

一格式的可视化界面清晰地呈现出来。这样数字图

7 个步骤。第一步，根据数字图书馆知识信息具有

书馆能帮助用户精准查询到知识资源，借助群体智

的概念及内部逻辑，确定本体的组织区域和使用范

慧、虚拟社区对知识资源深度加工，构建出符合用

围，规划知识资源的组织方式；第二步，对知识本

户需求的新的知识体系。同时，基于本体的数字图

体进行充分研究，在对知识信息覆盖的学科领域分

书馆智能检索技术实现对关键词、知识结构及本体

类之后，衡量能否对知识本体进一步完善；第三

概念的深度理解和智能化匹配，在知识检索时能根

步，确定涉及不同学科领域本体的概念，并根据知

据不同领域知识的内在联系建立学科知识系统，数

识概念的内部逻辑关系和语义层面的关联确定专业

字图书馆可利用新的学科知识系统构建基于本体的

的学术用语，并使这种学术用语得到全体成员认

专题知识导航，通过这样的功能模块，帮助用户以

可；第四步，以自定向上、自定向下的方式确定数

专题的形式查找相关领域知识，在实现对知识资源

字图书馆本体的定义类及类的等级体系；第五步，

分类利用的基础上，拓展学科服务范围，丰富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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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使知识组织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6]。

本体语义模型计算信息概念的相似度及语义关联

3 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系统设计

度。最后，对领域本体概念及语义关联度的权值分

目前数字图书馆使用的智能检索系统会出现检

类提取，并存储到相关索引库中。索引库资源既要

索结果不全面、知识分散、检索准确率不高、用户

包含相关资源的描述信息，也要包括语义本体的标

反馈不及时等问题，影响了用户体验度和数字图书

注信息，为后续系统进行智能拓展提供资源支持。

馆服务效率。为此，笔者设计了基于本体的数字图

4.2 用户输入及智能拓展模块

书馆智能检索系统。该系统将数字图书馆基于自然

用户输入及智能拓展模块是根据用户采用自然

语言的知识检索方式提高到逻辑语义层面，结合本

语言在智能检索系统输入的关键词或语句判断用户

体的知识组织和表达优势，从提高系统性能角度，

的知识需求，根据领域本体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以

以本体的方式帮助用户实现知识资源的精准检索。

及语义模型对关键词进行提取、分析，找到相关语

3.1 设计思想

义关键词及语句。根据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本体的

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系统设计首先

概念、属性、定义类及定义类等级体系，使用本体

是构建本体，在遵循可用性、拓展性、实用性、持

领域知识进行推理、计算，用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对

久性、开放性原则的基础上，针对用户可能选择的

用户提供的关键词、语句进行分析，通过计算用户

检索方式，确定本体的适用领域和应用范围，使用

提供的关键词、语句的相似度进行逻辑推理，从领

本体语言，在学科专家和工程师的参与下构建符合

域本体内部抽取具有相似语义特征的本体，选择满

本体使用的系统框架，建立本体知识库，实现本体

足用户最大需求度的重要词汇，代替用户输入的自

模块的构建。针对用户自然语言输入方式使用自然

然语言，形成扩展的语义逻辑表达式，提交智能检

语言处理技术，在工程师的参与下使用本体开发语

索模块进行搜索。

言 Protege 建立学科本体，针对语义分析，建立语义

4.3 智能检索模块

模型判定语义相似度，对本体知识抽取和拓展；根

智能检索模块是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系统的核

据用户查询扩展形成的知识表达结构，从语义库中

心模块，主要功能是在对用户查询后形成的语义逻

对符合检索条件的本体集合进行类比和匹配，精准

辑表达式进行精确理解的基础上，结合知识概念之

匹配检索结果，实现智能检索。

间的相似度进行逻辑推理，根据拓展后的概念集

3.2 系统模型

合，从索引库中匹配本体。在工程师和学科专家的

在传统数字图书馆三层体系结构基础上新加入

帮助下，创建符合用户检索习惯的本体推理规则，

本体层，将以自然语言的知识检索提升到知识语义

对本体知识库中采用 OWL 描述的实例进行逻辑分

检索层面。该系统模型要满足自然语言输入、知识

析，确定智能检索模块，从数字图书馆数据库中搜

资源本体管理、智能拓展、智能检索、结果反馈 5

索出符合该语义逻辑的文献资源，即检索结果集合，

个方面的需求，设计不同的功能模块，实现用户需

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给用户，供用户自主选择。

求与基于本体的知识资源精准匹配。

4.4 结果反馈模块

4 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系统功能模块
4.1 数字资源本体管理模块

结果反馈模块是衡量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智
能检索系统检索效果的工具模块，主要功能是将检

数字资源本体管理模块是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

索得到的领域本体概念进行去重、科学排序、集成

馆智能检索系统建设的基础模块，主要功能是有效

和分类处理，并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给用户，供用

处理和组织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以满足用户高效

户自主判定。为保障系统为用户提供满意的文献检

获取、检索、使用知识信息的需求。首先，在学科

索结果，该模块对用户的行为偏好和检索习惯进行

专家和技术工程师的帮助下，使用本体语言

有效记录，对用户个性化的检索特点进行判定，形

（OWL）和本体开发工具构建能准确描述数字图书

成相关的系统日志进行存储，并分析用户的这种检

馆知识信息的概念空间，形成领域本体。本体的构

索记录，根据分析结果面向用户智能匹配本体模

建是持续同步和不断完善的过程，领域本体在建成

型，提高检索效率，缩短检索时间。最后，对系统

之后还需要优化调整和维护。其次，使用领域本体

的用户评价结果进行反馈，方便技术专家及学者找

对文本信息内容的相关概念进行标注和关联，使用

到系统在功能上存在的不足，有利于后期对智能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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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块、智能检索模块进行优化调整。
5 小结
基于本体的数字图书馆智能检索系统，有助于
改变数字图书馆以关键词、语句进行知识检索的弊
端，从本体的角度分析用户自然语言检索的语义关
联和知识间的逻辑关系，根据用户的习惯和特点为
用户精准提供信息资源，促进智能检索服务效果实
时反馈，再根据反馈结果及时调整、优化系统结
构，从而提高检索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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