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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应用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专题聚类方法揭示领域学科热点
岳婷张建勇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１００１９０）
【摘要】共词聚类分析是情报学中进行学科热点探洲、掌握学科发展脉络的一种主要方法。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得到了广
迂的应用。血砌ｆＨｎｙ公司开发的ｅｕｔｍｏｍｙ智能搜索系统也同样具备专题聚类的功能。本文对谊系统专题聚类的原理以度功能进
行了阐述，并用ＣＳＣＤ的试验数据对系统的聚类功能进行测试。通过对试验结果的分析和解释，证明了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系统的专题聚类
功能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可以与其他聚类方法姑合起来。对探测学科热点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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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词聚类分析是情报学中进行学科热点探测、掌握学

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科发展脉络的一种主要方法。它的主要原理是：选取一组
１

文献的高频主题词，两两统计它们同一篇文献出现的频率，
形成一个高频主题词的共词矩阵，以这个矩阵计算生成的
相似矩阵为基础，利用聚类的方法来判断哪些主题词的关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系统的专题聚类原理分析
香农信息论和贝叶斯概率论的结合应用是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系

统的特点之一。

系紧密。这些关系密切的主题聚集在一起形成类团，表达

香农对消息和信息进行了区分：消息由于具有不确定

某一领域分支的组成…１。这种方法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已

性而含有信息，对消息进行通信可以消除或部分消除这种

经在学科领域热点的探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不确定性。而信息是对事物运动状态或存在方式的不确定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系统是一个基于语义计算的智能搜索系统，
专题聚类分析也是该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系统的聚类分

性的描述。也就是说，信源能够发出一系列的消息，消息
经过通信消除了不确定性而变成信息。

析是建立在香农信息论和贝叶斯概率论的基础之上。其原

香农的研究表明，如果信源｛茗１，ｘ２…，肌｝所发生的概

理与通常所使用的共词聚类分析不同。并且，Ａｕｔｏｎｏｍｙ还

率分别是｛ｐ１，ｐ２，…肼｝，那么每个信源消息耐发出后，产

具有对聚类结果进行可视化的功能。本文对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系统

生的信息量为，（耐）＝一ｔｏｇ（ｐ（耐））【２ｊ。这个函数是一个负

专题聚类的原理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并尝试用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系

对数函数，说明一个信源消息发出的概率越大，它所产生

统对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图书情报领域的文摘数据进行

的信息量越少。这是信息论的基本观点。

聚类分析，旨在为揭示领域内的学科热点和研究结构提供

如果把一篇论文看作是一个信源，它含有若干个词语，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１１
作者简介：岳婷（１９８１一）。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据集成与网络服务系统，发表论文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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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系统的聚类分析是抽样进行的，首先根据论文集
合的数量计算出抽样的次数和每次抽样的文档数量，并开

其包含的信息内容越丰富。
贝叶斯概率的计算公式为：

始抽样。

以叱卜《岩杀‰

取论文中的信息内容最丰富的重要词汇（系统称之为“概

这一公式主要用于计算多个变量之间的概率关系，以

念”）作为聚类的主题来源（系统支持学科专业词表，基于

（２）对于每次抽取出的样本论文，利用香农信息论抽

词表抽取的概念能够更加规范化）。

及确定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程度。
贝叶斯概率论的本质是当一个事物的本质不能被准确
知悉时，可以依靠与这一事物本质相关的事件出现的多少
去判断其本质属性的概率。将这一理论应用到论文的聚类
分析中：通过论文中一个词语出现的频率的多少和与其它
词语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其成分的重要性。论文中的每个词
语的权重、论文间词语的相关度不仅由其本身出现的频率
决定，还取决于与其他词语之间的关系。

算概念之间的相关度，相关度大于某个阈值的聚为一类。
当系统中论文集合有所变化时，概念在所有论文中的权重
会随之变化重新进行计算。因此，系统对概念之间的相关
度计算不仅依赖于概念在单篇论文中的出现的词频，更加
依赖于其所在的上下文环境以及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
表ｌ中对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使用的聚类分析方法与共词聚类方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系统的聚类分析方法是这样的【３】：
表１

（３）基于贝叶斯概率论计算每个概念在单篇论文中的
权重以及在系统中所有论文中的权重，根据这两个权重计

法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对比。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使用的聚类分析方法与传统共词聚类方法的对比

续表２

２基于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的信息聚类试验

序号

２．１数据来源与试验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试验数据来自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ｃＳｃＤ）Ｌ引，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号为Ｇ２５０进行检
索，共得到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图书情报类中文文摘数据１

３１６

条。将１ ３１６条文摘数据按照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系统规定的格式转化
成ＸＭＬ文档导入系统。
抽取１ ３１６篇论文中的关键词，写入到系统ｕｓｅｎｉｉｃ．ｔｘｔ
文件中，作为系统概念抽取时的专业词表。
系统中检索词设置为空值，即对所有数据进行聚类，
设定出版时间为“２０００年１月一２００８年１月”，相关度为
“６０”。

２．２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试验结果
聚类结果如表２和图１所示。
表２图书情报类文摘数据聚类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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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１图书情报类文摘数据聚类分析信息岛圈
‘在同一。信息岛”上胡色越探表明谈主题研究越为热点；同一信息岛中的类麓或信息岛之阃的距商越近说明主题之阃的美联越大）

２．２．２。专题聚类分析

对这一类的论文进行进一步分析，大多属于关于“获

对表２的聚类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

取企业战略竞争情报的方法，系统的构建”以及“人际网

（１）企业／图书馆知识，本体

络分析”方面。企业竞争情报主题一直以来就是是情报学

“企业／图书馆知识．本体”是聚类结果中最热点的主

的热点问题。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对人际网络的研究逐

题。近几年来．无论是企业还是图书馆，都开始重视知识

渐多了起来，用“人际情报网络”在维普数据库进行检

管理和知识服务的研究和探索。企业对自己的资源和知识

索，有３８篇文章，发表时间都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的。秦铁辉

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能够不断挖掘企业自身的创新点。

等人在２００７年发表的文章《竞争情报与人际网络研究述

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更大的空间。对图书馆来说，其

评》【８］中指出，“近年来，随着人际网络理论在各个领域的

业务发展正在逐渐的由“信息管理”向“知识管理”转变，

广泛应用。竞争情报活动中的人际网络也引起了国内外学

更加注重隐性知识的搜集、整理、存储和应用．为用户提

者的关注。”

供更加深层次的服务，这是图书馆未来发展的趋势，这方

（３）用户兴趣，个性化。网页

面的研究自然成为近几年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这一类簇中的文章，主要包括这样两类：通过网页日

图书馆界有关本体的研究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近几

志或是一些算法对网页中的用户行为进行分析，实现搜索

年研究的重点在于本体的构建和应用方面，如何把本体应

引擎或是信息检索系统的个性化推荐服务；网页信息的抓

用到图书馆的信息组织和检索系统中去，实现其真正的功

取和组织，如《搜索引擎检索结果的组织技术》［９Ｊ、《网站

能。对照类簇名称中“本体”阅读相关的文摘，＜面向知识

频道关键词选择方法研究》【１０ｊ等。

处理的领域本体及其应用研究》ｂ】，＜数字图书馆领域本体

随着用户信息素质的不断提高，他们的信息需求越来

构建研究——以数字参考咨询领域为例》【６ｊ，（ＶＩＳＩＯＮ：集

越趋向多样化。利用数据挖掘、数据推送、网页跟踪、协

成分类法、主题词表和语义元数据的概念网络》［引。都是本

同过滤等信息技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对庞大的信息

体的应用实例研究，而不再仅仅局限在理论上的探讨。

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呈现。不仅是搜索引擎开发商们未来发

（２）企业竞争情报．ｗｔｏ

展的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数字图书馆不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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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语义检索，ｘｍｌ，查询

题之间的关联程度。这一方面比其他的聚类方法更加直观、

语义网环境下，对“语义检索”的研究自然成为研究

清晰。

的焦点。ＸＭＬ、ＲＤＦ等信息组织的语言和框架如何真正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的专题聚类是对样本论文抽样进行的，聚类

应用到信息检索系统中去，也是图书情报领域研究者比较

能否进行与样本量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如果要对某一学

关注的问题。这一类簇中的论文正是体现了这一特点。

科中某一具体主题进行热点分析，可能由于样本量不够而

此外，其他类簇所出现的“知识产权保护”等词也属

无法进行。因此，系统对某一大的学科领域的热点分析的

于目前图书情报领域比较热衷的话题。

效果还比较理想，但是当热点探测范围缩小到某一小的主

２．２．３主题之间关联分析

题领域，对某一学科热点进行进一步的深层次挖掘时，还

图１中类簇ｌ，３，４，５，６所包含文献的研究内容都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的专题聚类分析只适用于对

是有关图书馆服务，信息集成，个性化服务等，主题之间

某一学科热点的初步揭示，而不适用于对学科热点进行更

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在它们属于同一个信息岛中的一个热

加深度的分析。在真正的实际应用中，可以把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的

点区域内；而类簇２同样属于热点研究内容，却与ｌ，３，

专题聚类与共词聚类分析或其他聚类方法结合起来，为情

４。５联系相对较少，它与类簇７。１７，１８的主题相关，主

报人员对领域内热点的进一步分析提供帮助。

要研究企业的信息化，企业的战略以及ＷＴＯ等。
第２３和２５个类簇形成一个小的“信息岛”，与大的
“信息岛”有一定的距离，说明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内容相对
比较独立。类簇２３是有关“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实证，数据库，期
刊”，类簇２５为“ｅｉ 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ｅｍｂａｓｅ，检索”。这两个类
簇的研究内容都是有关某个特定数据库的分析和试验，与
大的“信息岛”的各个研究主题相关性较小。而这两个类
簇的研究内容之间却有较高的相关性。

３讨论与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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