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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关联技术在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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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技术可以提高数字资源的沟通与利用效率，优化数字资源使用环境，为
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提供新的技术支撑。基于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的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要遵
循整体性与协调性、科学性与规范性、优先性与可持续性原则。从服务层、知识发现层、资源层构建知
识发现服务体系，从做好数据集范围规划、分层次对元数据进行描述、建立关联立体的知识点体系实现
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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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ata Association Technology in Knowledge Discovery of Digital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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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sociation aggregation and association analysis can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and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digital resources, optimize the use environment of digital resources, and provide new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knowledge discovery services of digital libraries. Knowledge discovery services of digital
libraries based on association aggregation and association analysi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and
coordination, scientificity and standardization, prior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 knowledge discovery service
system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service layer, knowledge discovery layer, and resource layer,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services of digital libraries can be realized by planning the scope of data set, describing metadata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establishing a three-dimensional knowledge poi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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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是常见的数据挖掘技术，

用户知识获取带来较大的障碍。因此，将关联聚合

在 21 世纪受到图书情报专业学者的广泛关注。最

与关联分析这门交叉领域的新技术应用于数字图书

初，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技术应用于提升企业竞争

馆知识发现服务过程中是必要的，既可以提高数字

能力方面，企业通过对数据的提取和分析，能够精准

图书馆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能够强化数据间的异构

[1]

定位市场和消费者需求，从而获取可观的收益 。

关联，从而为用户提供精准的知识服务。

如今，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行

1 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应用数据关联技术必要性

各业，包括数字图书馆领域。在网络信息技术环境

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

下，需要应用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技术使数据间形

上解决了数字图书馆服务过程中出现的信息孤岛的

成稳定有序关系，以实现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

问题，能够有效地将异构数据聚集整合起来，实现

务。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

数据资源跨领域、跨学科的互通共享。因此，数字

不断增多，如果缺乏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能力，海

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应用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技术

量数据必然导致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杂乱无章，给

是十分必要的。
1.1 提高数字资源的沟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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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数字图书馆资源构建过程中，知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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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零散分布的，缺乏内在的逻辑和规律，用户在

在联系，确保关联聚合后的资源能够覆盖相关学科

检索资源时常常遇到瓶颈，这种孤立的资源存储方

或领域的内部功能，满足用户的需要 [3] 。协调性原

式使资源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和对话，加大了图书馆

则更倾向于资源构建与馆员工作方面，从资源构建

[2]

知识服务的难度与成本 。充分应用关联聚合与关

来看，注重分配均衡，不仅要涵盖文本资源，还要

联分析技术，能够将分散的知识联系起来，挖掘数

充实图片、音频、视频等知识资源格式，以便为关

据资源之间的规律，为用户提供知识发现与访问的

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技术的应用提供更多可能。此

通道，由此降低用户知识发现的难度，提高数字资

外，从馆员工作方面来看，图书馆在对数字资源进

源的获取与使用效率，提升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

行整理、保存和共享过程中，各部门工作人员要统

务水平。

筹协调，保持步调协调一致，这样可以使用户服务

1.2 优化数字资源使用环境

的各环节畅通无阻，充分发挥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

随着网络环境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
资源获取的途径不断增加，用户可以通过各种渠道

服务的优势和特色。
2.2 科学性与规范性

获取目标信息，这就导致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呈现

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的科学性与规范性是

爆炸式增长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是数字资源使用环

指数字图书馆在对知识资源进行关联聚合与关联分

境与知识发现操作越来越复杂，用户在获取资源服

析的数字化技术手段处理过程中，无论是对方法的

务时需要自己去伪存真，不断更换关键词进行检

选取，还是对处理对象范围的划分，都不能是随机

索，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应用关联聚合与关

拼凑的，需要经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只有遵循科学

联分析技术，有利于对数字图书馆资源进行整合，

的强关联计算过程，才能保证结果的真实有效。与

进一步统一数字资源检索系统，优化数字资源使用

此同时，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技术的应用也必须要

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网络依托平台。

符合规范，要充分考虑数字知识资源自身特征和学

1.3 提高数字资源利用效率

科领域的特殊性，采用规范的标准和技术手段对资

应用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的数字图书馆知识发

源进行合理加工，形成科学性与规范性兼备的数字

现服务可以打破数字资源之间的异构壁垒，缓解知

图书馆知识资源运作体系，为用户提供有效、完善

识孤岛困境，从而有效提升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效

的知识发现服务[4]。

率。数字资源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关联，能够形成有

2.3 优先性与可持续性

机整体，便于用户的知识发现操作。可以说，强关

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要遵循优先性与可持

联的数字资源是提高数字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也

续性原则。优先性原则是指图书馆在进行数字资源

是提高数字图书馆技术人员和知识发现服务人员工

聚合与关联的过程中，要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

作效率的前提。

盾，对数字资源的价值高低或重要程度等级进行排

总之，在数字化技术普及的环境下，优化数字

序。一般来说，数字图书馆要优先考虑馆藏特色资

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技术必

源、优势资源、稀缺性资源等，充分保障这类知识

不可少。

资源的整合与分析，以保障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

2 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原则

务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可持续性原则是指数字

笔者认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遵循一定

图书馆在保证优先等级顺序的前提下，还要落实图

的原则，以保证强关联技术与数字图书馆工作的适

书馆资源建设从重点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的辐

配性，更好地促进图书馆资源整合和知识发现服务。

射；知识关联和聚合也要秉承可持续发展原则，保

2.1 整体性与协调性

持及时更新，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终极服务宗旨，根

整体性与协调性原则强调的是数字图书馆既要

据用户需求持续调整，确保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

完整全面地获取相关数字资源和知识内容，还要保

务及时有效。

障图书馆资源结构分布均衡。具体而言，数字图书

3 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构建

馆知识发现服务旨在满足用户的资源需求，那么完

知识发现服务是拓展与完善数字图书馆工作职

整的资源储备必然是知识发现与关联聚合分析技术

能的重要措施，应用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的知识发

应用的前提基础，图书馆尤其要重视数据资源的内

现服务能够充分发挥集成资源、集成服务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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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满足数字资源的共享与交流，降低用户

性数据也包括非结构性数据，既囊括了知识资源，

知识发现的成本。依据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技术，

也包含了用户数据，覆盖范围十分广泛，数据的基

笔者从服务层、知识发现层与资源层 3 个层面进行

数也比较大，在这一层级全面开展数据的关联与分

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构建。

析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6] 。图书馆在资源层要着

3.1 服务层

重对用户信息库的数据进行归类和规律的探寻，采

服务层包括集成检索系统、数字参考咨询、个

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够准确地掌握用户阅读偏好，从

性化推送服务与知识发现服务 4 项内容，这是面向

而有的放矢地开展精准资源推送，为用户提供个性

用户最主要的窗口，在这个层面上，数字图书馆通

化强的知识发现服务，既节省了用户的时间，也提

过对数字资源进行聚合，形成个性化、定制化、集

高了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的效率。

成式的资源检索平台，用户一般是输入主题进行资

4 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策略

[5]

源查找和获取，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与特殊性要求 ，

4.1 做好数据集范围规划

数字图书馆可以应用关联技术为其推送与主题关联

一般来说，知识资源的来源比较广泛，由不同

性强的资源，缩短用户查找资源所需时间，提高资

数据集构成，数据集间相对独立，存在异构化特

源获取效率。总之，用户与图书馆的交流共享十分

征，使得数据集可以将图书馆自身的数字资源聚合

重要，服务层可以随用户要求的变化而更新，这一

起来，也可以延伸到图书馆外部网络环境，极大地

层次的不同服务模式也可以实现数据的关联聚合与

丰富了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的资源物质基础。由此

重组，更好地适应用户的知识发现需求。

可知，在应用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时，要对知识信

3.2 知识发现层

息所涉及的范围做好规划，知识库中多学科信息不

知识发现层是基于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的数字

仅要包括馆藏资源，还要包括图书馆购买的商业数

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体系的核心环节。这一层主要

据库，此外，图书馆要对知识资源关系类型做好科

是针对知识资源进行集中的数字化处理，包括关联

学分析，以便进行聚合。

聚合、关联分析和数据挖掘。具体而言，数字图书

4.2 分层次对元数据进行描述

馆通过全面广泛地整理馆藏资源和互联网资源，将

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的内容往往涉及文献

有效的知识信息纳入到知识库中，继而通过关联聚

期刊、学术论文、学科专著等，图书馆通过对这类

合与关联分析技术，将知识资源进行开发和分类，

数据进行关联，建立源数据库，实现图书馆交叉学

划分为专题知识库、学科知识库、特色资源库等不

科知识资源的聚合与挖掘 [7] 。笔者认为，首先要将

同类型。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包括数据预处理和数

知识信息类型划分作为重点，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

据挖掘评价 2 个方面：数据预处理是指数字图书馆

详细分析，并将其进行结构化处理；其次，图书馆

通过数据集成的方式，提炼有效资源数据，剔除冗

可以应用关联聚合技术注重知识资源间的关系划

余信息，以保障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数字资源基础

分，针对不同种类资源，用确定主题的方式，梳理

的完整性和规范性，有利于下一步的数据仓库建

其内在关联。总之，数字图书馆在应用关联聚合与

设。数据挖掘评价是关键环节，其主要功能在于应

关联分析技术时，要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

用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对知识资源进行动态聚类，

4.3 建立关联立体的知识点体系

从数据库中整理序列关联模式，并预测数据的关联

数字图书馆一方面要重视语义关系的建立，通

规律，之后对知识库中的资源进行一致性处理。总

过叙词表实现多领域、多学科不同概念的关联，使

之，通过知识发现层对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关联聚合

检索系统更加明晰化与高效化，减少用户知识发现

与关联分析，可以将杂乱的数据以规律性、关联性

的阻碍；另一方面，数字图书馆要注重知识单元的

的可视化方式呈现出来，使用户能够更加快速、精

提取，通过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技术将不同资源之

准地获取目标资源。

间的知识点立体化表现出来，增强知识间的横向联

3.3 资源层

系，从而提高知识服务效率。

资源层是基于关联聚合与关联分析的数字图书

5 小结

馆知识发现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由数据资源库、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和网络环境的普及，图

基本知识库与用户信息库构成。资源层既包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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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为服务重点，再将图书馆人员进行分工，定点
跟踪服务，并请专业医护人员对图书馆人员进行医
护专业培训，以提高服务的专业性和准确性。馆员
与课题负责人有效沟通，建立密切联系，深入理解
用户的研究内容，做到积极沟通，主动了解课题负
责人的科研动态，把握好不同课题重点工作内容，
对不同阶段的知识和信息需求详尽了解，才能提供
精准的信息服务。根据不同类型读者制定不同的服
务策略，提供国内外最新信息、最新动态和分析服
务，提升服务的准确性和实效性。
5 小结
本馆针对医院的核心读者，发挥自身优势，开
展嵌入式院级科研课题精准化个性化服务，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得到了医护管理人员的好评。医疗行
业属于信息密集型行业，医院图书馆作为医院信息
提供和保障部门，必须加快学科化服务的进一步发
展，为医院的学科建设提供信息服务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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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馆藏数据量与日俱增，如何科学有效地管理和
使用纷繁的数字资源，是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工作
必须思考的问题。合理有序的资源储存和关联，可
以提升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的效率，反之，则
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通过笔者的研究，关联聚
合与关联分析技术的应用可以解决知识信息孤岛、
数据分散的难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数据遗失
问题，有效提升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能力和服务水
平，这也将成为未来图书馆知识发现服务的重要研
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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