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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为了更好地利用 CERN 数据管理与信息共享系统技术平台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 CERN 生态学

数据资源服务，CERN 需要不断完善平台性能，其中包括提高用户搜索 CERN 数据资源的效率

和可靠性。本文分析了导航式搜索、主题式搜索、关键词搜索等三种不同检索方式的优缺点，

着重讨论了在关键词搜索方式中，如何引入叙词表的技术来提高检索结果的查全率、查准率和

响应速度。本文介绍了叙词表的概念与 CERN 生态学叙词表的构建方法，以及如何将开源的叙

词表管理系统 TemaTres 进行汉化，包括关键词浏览功能、关键词扩展功能、关键词自动填完功

能、利用扩展后的关键词去搜索 CERN 生态学数据资源元数据功能的汉化实现过程。通过建设

并运行 TemaTres 汉化版叙词表管理信息系统，增强了 CERN 生态学元数据中关键词编撰的可控

性和规范性，并且在 CERN 数据资源元数据检索中引入了关键词之间的某些简单的语义关系，

比如等级关系、等同关系 (即同义词)、相关关系，从而改善了搜索效率，同时为下一步构建生

态学本体打下良好基础。

叙词表；数据资源检索；叙词表管理信息系统；等级关系；等同关系；相关关系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CERN data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 ,so as to 
provide much more better services of CERN’s data resources to scientific researchers, CERN ne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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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 一直非常重视数据共享制度与数据共享技术的

研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发建设了若干

以数据共享为目的的信息技术平台，这些平台持续地

为科研人员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服务。特别是 2006 年

研制完成的长期生态学数据资源元数据标准在 CERN 

内进行了推广使用，以元数据标准为基础设计开发的

分布式数据共享信息平台的投入运行，促进了各生态

站作为数据共享的主体单元参与到数据共享工作中，

极大地丰富了可供服务的数据资源的内容，推动了 

CERN 数据共享能力的极大提升。该分布式数据共享

信息平台 (网址是 http://cerndis1.cern.ac.cn) 由 1 个总

门户和 39 个生态站的子门户构成，总门户的元数据

库包含了从 39 个子门户收割而来的元数据库，平台

的总门户和 39 个子门户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提供基

于数据目录(即元数据标识信息)的浏览检索，方便了

用户在 Internet 上发现他们所需要的目标数据。见图 1 

CERN 元数据库检索。

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缺乏指导性的

编撰原则或软件工具，导致各野外生态站的数据管理

员编撰关键词时用词存在不规范性，比如，关键词的

引言

随着生态学研究的时间尺度的延伸和空间范围的

拓展，科学家不仅自行观测或研究来获取数据，同时

也越来越迫切需要共享前人观测研究所获取的大量可

靠的数据或成果，作为数据的产生者或管理者，有责

任把可共享的数据资源拿出来为广大科研人员使用，

更好地发挥数据的科学价值，正因如此，提供不同领

域数据资源共享的信息技术平台不断涌现。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  (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CERN)是中国生态学观测与研究

的重要基地，自 1988 年建立之时的 29 个生态站已

经发展到目前的 42 个野外生态站，涉及全国主要农

田、森林、草地、荒漠、沼泽、湖泊、海湾、城市生

态系统，开展生态系统长期监测、生态学研究、优化

模式的试验示范等任务，尤其是长期监测工作开展至

今，已经积累了时间跨度长达十几年的第一手野外观

测和试验分析数据，这些数据是广大科研人员进行科

学研究所需的重要的基础资料。

为了更好地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数据共享服务，

constan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of retrieving and finding of the data resourc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retrieving approaches, such as browse 
searching, searching by topic and searching by keywords. Then the paper puts focus on the method of 
improving retrieving efficiency through adopting “thesaurus” in searching by keyword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thesaurus and the method of constructing CERN’s thesaurus, presents how 
to convert the TemaTres, an open-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saurus, into Chinese version. It 
includes the function of browsing the terms of CERN thesaurus, expanding the searched keywords 
according to the semantic relations between terms in the thesaurus database, auto-completing of 
keywords while users input their search words, and also the function of searching CERN metadata 
database by expanded term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emaTres has been put into operation, it improves 
the suit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while CERN information managers compiling dataset keywords of 
metadata for CERN data resources, furthermore, some simple semantic relations between keywords, 
such as ‘Broader and Narrower’, ‘Used For’, and ‘Related’ relation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CERN metadata. It is shown that the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of searching CERN 
metadata has been promoted. Meanwhile, thesaurus is also a good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ecosystem 
ontology for the next step.
Thesaurus; Data resource retrieving; Thesaurus Management System; ‘Broader and narrower’ relation; 
‘Used For’ relation; ‘Related’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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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不能很好反映和揭示资源的主题，一些不具有学

科性质的通用词语，如制度、理论、报告、方法等缺

乏专指度和惟一性的词汇被选为关键词，所选关键词

的概念不够明确，含义不够清楚，对本数据集不具有

切合的检索意义，导致了检索效率受到影响，出现查

不准、查不全、响应速度慢的现象。查不全指的是符

合条件的数据集并没有全部查出来，查不准指的是查

出来的数据集并不是真正想要的数据集。

为此，CERN 跟踪国际国内先进的搜索技术，

引入叙词表来控制关键词的选取范围，同时增加关键

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以此改善搜索性能，提高搜索效

率， 使得用户能够准确、全面、快速地检索到合适

的数据资源。

叙词表主要用于检索时的后控制和标引时的自动

或辅助选择索引词，是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实现多

语种检索和智能化概念检索的重要途径[1]。

叙词表的使用要点：一是数据录入时，利用

主题词可进行正确性校验或选择规范化的主题词进

行标引，或进行上位词的自动录入。二是检索过程

中，可根据主题词表中词汇间的关系实施交互式的

导航检索过程，或选择相关的主题词进行检索。利

用主题词典函数或自动扩展功能进行多语种和智能

化概念检索[17]。

联机叙词表是独立于检索系统而存在的网络信息

检索工具，多国联合编制的叙词表共有 87 部。美国

独立编制了 80 部叙词表。并且美国还与其他国家合

作编制叙词表，如 Gale 公司是由美国牵头的，其编

制的 69 部叙词表则属于多国联合编制，涉及天文、

农业、生物、化学、通信、计算机等各种学科。由此

可看出，美国在编制叙词表领域处于牢固的领军地

位。在所调查的国家或地区中，除美国外，其它国

家按所编制的叙词表数量由高到低的顺序为英国、

澳大利亚、除英国之外的欧洲地区、加拿大，其编

制叙词 ·60· 可同时供联机编目人员和网络信息用户

使用；网络数据库和搜索引擎也相继使用叙词表进

行词汇控制和浏览检索；此外，叙词表也被应用于

本体构建等领域，充分发挥其叙词表的优势[2]。

1  不同检索方式的比较

CERN 将数据资源按主题进行归类划分为逻辑上

的数据集，数据集中包含一个或一组物理存在的数据

实体，并为每个数据集建立元数据条目，其中的标识

信息描述了数据集的名称 (即数据集题名)、数据集的

摘要、关键词、数据集分类等用于发现数据集的检索

信息。

CERN 总门户网站提供了导航式、主题式、关键

词等检索方式来检索元数据信息，下面分别就这三种

方式的优劣做个比较。

(1) 导航式浏览

按照 2 级分类系统的定义，分类别展示不同归类

下的数据集的标识信息，帮助用户快速了解 CERN 数

据资源的情况，这种方式比较直观简捷，对于那些不

了解数据资源概况的人比较适合，缺点是精准定位某

个特定数据集比较困难，用户需要沿着各条分类路径

进行搜索并按顺序浏览才能定位出某个数据集，有时

还会出现沿一条路径走下去查询无果的情况，比如土

壤水分数据集被划分到水文分类下，那么沿着土壤学

科走下去则找不到该数据集。

(2) 主题式检索 

即用户输入检索词语，去与数据集题名、数据集

摘要的内容进行模糊匹配。用户在不了解数据资源组

织方式的情况下，输入什么词汇对用户来说是一个难

题，输入检索词时带有随意性和盲目性，虽然表面上

看，能够检索出相应结果，但往往是查出的结果不可

靠 (查不全、查不准)，而且由于匹配检索词的搜索范

围 (如摘要等) 文字相对较多，通常检索的响应速度较

慢。例如，用户以物候期作为检索词，那么以生育期

生态站 1
检索

检索

用户 1

用户 2

生态站 2

生态站 ...

收割元数据

收割元数据

总门户网站、

元数据库

图1  CERN 元数据库检索

Fig. 1  CERN metadata 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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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数据集就不会被检索出来，虽然物候期和生育

期具有相同的含义。另外，查出来的结果可能只是字

面上与检索词相匹配的数据集，而实际内容并不切中

所需，比如用户以 pH 作为检索词，那么所有题名、

摘要中包含 phosphor (磷) 的数据集也被作为检出结果

呈现给用户，但实际上并不是有效的目标数据集。

(3) 关键词检索 

基于关键词检索的查准率、查全率最高，速度

也最快。因此，在搜索引擎中被广泛采用。但是提高

关键词检索效率的前提是，选取的关键词应当科学有

效、专业规范，能够准确反映数据集主题。

在 CERN 分布式数据共享信息平台中也采用了

关键词搜索方式，CERN 各生态站的数据管理者首先

对数据集用关键词进行标引，并应用于元数据信息条

目中供检索使用。但目前关键词的编纂不是很规范，

原因之一是 CERN 没有提供一个规范化的叙词表，所

以管理员选取关键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同一个数据

集，比如二氧化碳通量数据集的关键词可被设定为二

氧化碳或者 CO2，作物种类与产值数据集的关键词可

被设定为作物或者玉米、水稻、棉花、大豆，即存在

多词一义、泛化与细化不一致的现象。搜索引擎无法

对这些语义关系做出判断，导致出现一些检索结果不

可靠的现象。

2   叙词表的概念、现状及 CERN 叙词表的

    构建

叙词表是将文献作者、标引者和检索者使用的自

然语言转换成规范化的叙词型主题检索语言的术语控

制工具，亦称主题词表、检索词典。它是一种概括某

一学科领域，以规范化的、叙的、动态性的叙词 (主

题词) 为基本成分和以参照系统显示词间关系，用于

标引、存储和检索文献的词典。叙词表一般由一个主

表与若干个附表和辅表所组成。主表 (亦称字顺表) 是

将全部主题词按字顺排列，并添加必要的标注项和显

示词间等同、等级或相关关系的参照项，是叙词表的

主体结构。附表为专有叙词索引，如地区索引、机构

索引、人名索引、产品索引等，是从主表中分离出来

的专用词汇表，是主表的组成部分。

构建并采用叙词表的作用在于，首先可以将规范

化的术语推荐给元数据编纂人员使用，增加关键词的

规范性和可控性，另外叙词表中定义了词汇的等级关

系，可以反映概念的泛化与细化关系，还可以定义词汇

的同义词，在编制检索元数据库的程序时，通过引入这

些语义关系，将关键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考虑到检索过程

中来，通过扩展检索词来改善搜索效率和可靠性。国际

上很多组织也引入叙词表来提高搜索的可靠性。

国际上，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FAO)、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等组织都定义了自己的主题词表，主要用于

图书文献资料的标引和检索。中国国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叙词表也被广泛研究，1988 年全国汉语叙词

表发展方向研讨会上已展出 66 部词表。可见叙词表

最早应用于文献检索领域，应用于科学数据信息管理

领域还属少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文献信

息中心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FAO) 开展了一

个国际合作项目，即 Agricultural Ontology Service 

(AOS) 项目，该项目为 FAO 的农业多语种叙词表 

(AGROVOC) 增加了中文版翻译，推出了农业科学叙

词等级、相关两种关系，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文

献信息中心还将这一研究介绍到国内农业信息管理领

域，常春博士对国内外与 Ontology 有关的研究进行了

分析，并就 Ontology 的构建以及从叙词表向 Ontology 

转化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创新研究。他选择农表中与

食物安全相关的部分，通过数据转换和 JAVA 编程，

实现了将叙词表向本体论进行转化，构建了一个约含

有 1 000 个术语的食物安全本体论原型，研究证明叙

词表以及 Ontology (“本体论”) 研究在农业信息管理

中具有巨大理论和应用前景[3]。

在生态学领域，国内文献中只检索到很少几篇有

关海洋生态方面的主题词 (为了做本体研究而设计) 的

文献[4]，尚未发现其他生态学方面的叙词表。可以说

生态学叙词表在国内还是一个空白。

国际上，美国长期生态学研究网络 (LTER) 信息

管理委员会研制了 US LTER Thesaurus，包含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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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学科、事件、测量、方法、过程、物质、基

质、生态系统、有机体共 10 大类共计 627 个词汇，

同时包含了 144 个不推荐使用的同义词，也包含了等

级、相关两种关系，是目前国际上最切合生态学领域

的叙词表。

通过与美国 LTER 信息管理委员会的合作与交

流，CERN 首先对 US LTER Thesaurus 进行了中文翻

译，并将其与 CERN 长期生态监测标准和规范进行

了比对，对 US LTER Thesaurus 进行了补充扩展，

增加了测量大类中的一些词汇 [5]，例如在其大气测

量指标中增加了紫外辐射、日照时数、反射辐射等

词汇，在生态系统的大类里增加了下位词农田生态

系统，水分测量中增加了土壤水分常数、凋萎含水

量等下位词。增加的原则是遵循关于叙词表编制与

修订指南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6-8]，选取词汇的依

据是尽量参照权威的农表、NBII (National Biolog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表等与生态学科交叉相关

的词表。叙词表中的词汇不宜太多，也不宜太少，

词汇太多易导致编撰关键词繁琐困难，检索数据资

源时，命中的数据集太少，词汇太少易导致检索数

据资源时，命中的数据集太多，因此词汇的多少需

要一个折中。最后形成共计 651 个词汇、145 个同

义词的 CERN 长期生态学叙词表，见图 2 CERN 叙

词表示例。

3   叙词表管理系统的建立及用叙词汇检索

    元数据库

联机叙词表 (Online thesaurus) 在网上的发展很迅

速，它可同时供联机编目人员和网络信息用户使用，

并且提供浏览或检索功能，查词比较方便。比起印刷

版叙词表，它更适用于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组织和

检索。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网站上就有以下联机叙

词表的链接 Thesaurus for Graphic Materials I: Subject 

Terms、Thesaurus for GraphicMater-I als II: Genre an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 Terms、Moving Image Genre- 

Form Guide、Global Legal Information Network (GLIN) 

Thesaurus、Legislative Indexing Vocabulary[9]。

TemaTres 是一款开源的、基于 PHP 和 MySQL  

的 Web 词表管理软件。从词表结构的定义能力来

看，TemaTres 构建款目数量、等级层次和交替款目

的数量都没有限制，提供了款目词的范围注释、历史

沿革注释和使用注释；从一致性控制能力来看，支

持多种词间关系的构建，包括；等级关系 (NT/BT)，

等同关系 (UF) 和相关关系 (RT)，并具有去重控制功

能；在词表的显示方面，支持等级层次显示和字顺列

表显示，并可在一屏中显示多级等级层次，具有款目

词的全文检索功能和等级浏览功能[10]。

利用开源的叙词表管理系统 TemaTres，CERN 

建立了以 tomcat 为 Web Server 环境，以 MySQL 开

源数据库对 CERN 词表中的词汇，以及词汇间的等

级关系、相关关系、同义词关系 (即等同关系) 等进

行存储组织，并基于词表数据库，以 PHP 作为开发

语言，开发了以下不同功能的 Web 访问接口和 Web 

Service 访问接口。见图 3 叙词表管理系统 TemaTres 

架构。

TemaTres 词表管理系统的功能如下：

(1) 查询叙词表：用户可以查阅 CERN 词表内

容，由此可以了解叙的词汇，从而辅助管理人员编撰

数据集的关键词。见图 4 叙词表浏览。在汉化的过程

中，中文词表是按照词汇首字的拼音字母进行排序

的，因此需要对词表数据库增加一列 (即增加词汇首

图2  CERN 叙词表示例

Fig. 2  Example of CERN thesa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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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拼音字母)，才能正确显示词表索引，英文词表

数据库中不需要此列。

(2) 扩展检索词：在 TemaTres 词表管理系统中查

询到某个词汇时，可以用这个词去检索 CERN 的数

据资源元数据库。用选定的词去检索 CERN 数据资

源元数据库时，可以提供两种选择：一种是只用这个

检索词去检索 CERN 数据资源元数据库；另一种选

择是用这个词，及这个词的同义词、下位词的不同组

合方式 (同义词、下位词、同义词和下位词) 去检索 

CERN 数据资源元数据库。例如当用户输入“CO2”

这个检索词时，调用 TemaTres 提供的从叙词库中

查询和“CO2”关联的同义词、下位词或相关词的

Web Service，来扩展检索词词汇，即可以用“CO2、

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3 个词作为检索词去查

询CERN元数据库，把符合条件的数据集全部显示出

来。如果仅用“CO2”去搜索 CERN 元数据库，那么

仅仅是包含 CO2 关键词的数据集被检索出来，如果

加上“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去检索 CERN 元

数据库，那么不仅包含 CO2 关键词的数据集被检索出

来，包含“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关键词的数

据集也会被搜索出来，这样查询得更加完整齐全。

  (3) 在 Tematres 检索页面上，当用户在文本框中

输入检索词时，当用户只输入词汇的一部分的时候，

系统将自动从叙词表提取那些与用户输入内容匹配字

头的所有控制词汇，然后提供给用户下拉列表供用户

图3  叙词表管理系统 TemaTres 架构

Fig. 3  Framework of Thesaurus Management System (TemaTres)

图4  叙词表浏览

Fig. 4  Function of thesaurus browsing

图5  关键词输入自动填完功能

Fig. 5  Autocompleting function while input  searching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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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选择，这就是检索词自动填完功能，一是可以简

化用户输入过程，二是可以引导用户输入有效关键

词，使得检索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检索效率。见图5

关键词输入自动填完功能。

4  问题与讨论

通过构建叙词表并开发叙词表管理软件工具，可

以帮助数据集标引人员使用有效的关键词，从而提高

数据集的查全率和查准率，改善数据用户检索数据的

体验。同时叙词表是本体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只有建

立了叙词表才可以继续深入按照本体理论和技术，研

究构建生态学本体，开拓生态学领域的语义搜索[11-13]。

因此叙词表的构建与应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具有前

瞻性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在 CERN 中具有良好的应

用前景。但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是：(1) 目前生态学

叙词表的研究尚属初步，需要继续通过人工手段或者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叙词表予以补充和完善，并经生

态学领域专家的评审后予以发布[14]。(2) 需要进一步

完善叙词表的管理与应用程序，开发使用方便、界面

友好的联机叙词表[15]，这样有助于将叙词表在 CERN 

信息管理员中推广，指导他们编撰规范的关键词，

使叙词表真正应用于生态学数据资源信息管理领域。

(3) 由于开源的 TemaTres 系统目前还没有正式的汉化

版本，字符集采用的是 utf-8，而 CERN 元数据检索

程序、元数据库管理系统均采用中文 GB2312 字符集

环境，因此与 CERN 数据共享信息平台中按关键词检

索数据集功能进行融合时，需要进行复杂的字符集转

换过程，才能正确获得 CERN 元数据库中的元数据信

息。为此，下一步需要对 TemaTres 系统中应用程序的

汉化工作做进一步的改进，才能改进检索界面的友好

性和各项功能的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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