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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多重共现概念界定基础上，阐述了它与一般共现的区别，同时对 Morris 交叉图技术进行

改进，开发了多重共现的可视化分析工具，并对多重共现的知识发现方法进行了研究。最后还综合运用多重
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及多重共现的知识发现分析方法来对机构-期刊-关键词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通
过分析发现，该套工具以及知识发现方法能较为有效地发现论文中三个特征项之间的多重共现关系，并能揭
示出比一重共现现象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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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occurrence and analys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ultiple

occurrence with the general occurrence. Meanwhile it improved the Morris’ cross-mapping technology for the analysis of
multiple occurrence. The authors developed a tool and designed a knowledge discovery method for a case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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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 journals – keywords multiple occurrence. By the case study,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tool and the knowledge
discovery method of multiple occurrence analysis can analysis the occurrence relationship among three entities in papers
more effectively, and reveal more and deeper information than the general occurrenc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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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信息迅速膨胀与高度开放的今天，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思想的传
播、科学理论的研究、科学成果的应用和推广等使得信息源越来越庞大。在激增的信息当中，包含
着许多科学活动规律的重要知识。
文献计量学者很早就注意到论文共现（co-occurrence and occurrence）现象，通过分析共现现象
可以从多个角度解释、挖掘隐含在论文中的各类信息，揭示论文与论文之间的内容关联和逻辑关联。
由于共现现象可以转换为形式化的表述方式（如共现矩阵，共现关系图）加以定量测度，尤其是在
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共现分析以其方法的简明性和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成为支撑信息内容分析研
究过程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而学术期刊上
单独成篇发表的论文数据看似孤立，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每一篇论文都由若干个特征项
(entities)组成，包括关键词、作者、机构、发表期刊等[1]。这些特征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篇论文的
重要特征，也是论文之间相互区别的重要特质。在文献计量研究中，通常用分析特征项之间关联的
方法去探索论文的关联，进而映射科学领域在不同方面的关联结构，揭示科学活动的发展规律。

2 多重共现的概念
目前，对共现现象的研究主要从两个不同或相同的特征项共现展开，本研究致力于将三个特征
项共现的现象作为研究主体，在总结现有的共现研究方法、数据挖掘技术、知识发现方法的基础上，
拓展共现现象的研究范围，并设计出一套可应用于分析多重共现现象的工具及知识发现方法。
笔者把期刊论文中的多重共现定义为三个（含）以上相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特征项共同出现的现
象，如作者-关键词-发表期刊三个特征项同时在多篇论文中出现，作者-关键词-被引作者、作者-引文
作者-关键词-引文关键词等三个或以上特征项的共现都属于多重共现研究的范畴。多重共现与一般的
两个特征项共现（以下称作一重共现）相比，如作者-关键词-发表期刊的多重共现比作者-关键词、
作者-发表期刊等的一重共现能够揭示更为深入的知识。分析作者-关键词-发表期刊的多重共现就相
当于分析作者-关键词、作者-发表期刊、关键词-发表期刊的三个共现及其之间的关系。如下表 1 所
示，可以看出多重共现现象对于揭示深度知识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而图 1 中则形象地表示了多重
共现与一重共现现象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
表 1 多种共现特征项所能揭示的知识内容
Tab.1 The revealing knowledge contents of variety entities
特征项

例子

分析的视角

所能揭示的知识内容

一个特征项

作者

高产作者

高发文量的作者

关键词

高频关键词

热门研究主题词

两个特征项共现

关键词-关键词

共词分析

关键词聚类揭示研究主题

（一重共现）

作者-关键词

作者与关键词关系分析

作者的研究领域

三个（含）以上特

作者-关键词-发表期刊

作者、关键词与发表期刊之

作者偏好在某期刊上所发表的主题类型、某期

征项的共现
（多重共现）

作者-关键词-引文关键词

间的关系分析

刊的固定作者群及主题研究领域与变化等

作者、关键词与引文关键词

通过关键词聚类和引文关键词聚类共同反映

之间的关系分析

作者的研究领域

图 1 多重共现与一重共现研究对象的区别
Fig.1 The differences of research object between multiple occurrence with the general occurrence.

3 基于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的设计
要实现对海量论文数据的量化分析，就必须对文献数据进行特征提炼，抽取可以定量分析的结
构化数据。揭示某种特征项内部的关联结构，是目前大部分的可视化技术所能实现的，并在科学计
量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比如为了揭示两种特征项之间的关联，美国科学计量专家 Morris[2,3]借助于两
个共现矩阵相同特征项之间的关联，开发了交叉图和时间线技术并进行了应用研究，两种技术可以
很好地弥补目前可视化技术不能揭示两种特征项关联的缺陷。Leydesdorff[4]把“异质网络”的思想进
一步扩展到了 3-mode 网络，他把作者-期刊-关键词的特征项联系起来，通过不同类型节点在同一网
络中的展现，不仅有利于分析同一类型节点间以及不同类型节点间的关系，而且也是研究网络更加
真实的反映。还有一些分析工具也能对文献特征项的共现进行辅助分析，如 Thomson Data Analyzer
(简称 TDA），是一个具有强大分析功能的文本挖掘软件，可以对文本数据进行多角度的数据挖掘和
可视化的全景分析[5]，并能对文献的各种特征项生成共现矩阵，以分析其共现关系。CiteSpace 则通
过分析论文、引文、关键词、年份等特征项之间的共现关系来识别学科的发展趋势和前沿领域。

3.1 多重共现的可视化方式
基于多个不同特征项共现关系的可视化方法与基于两个特征项关联的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方法
(包括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多维尺度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相比，在反映科学活动规律和科学
知识领域方面增加了多个分析角度和信息来源，因此，其中蕴含的信息量也大幅度增加，有很大的
挖掘和探索价值。
本研究为了能更有效地显示出多重共现中各特征项的关联关系，笔者借鉴了 Morris 的交叉图显
示方式，并对其作出改进，如图 2 所示是 Morris 的交叉图，而图 3 则是笔者对其作出改进后的交叉
图显示样例。Morris 的交叉图技术分别用 x 轴、y 轴表示两种不同类型的特征项，首先利用 x 轴、y
轴轴线揭示每种特征项内部的关联结构，然后在 x 轴、y 轴的交叉点用节点（颜色、大小）显示两
种特征项关联强度。其交叉图中不仅包括了两个不同特征项的关联关系，还包含了这两个特征项自
身各自的聚类关系。而为了能够显示出三个特征项之间的关联关系，笔者在 x 轴、y 轴的交界处加

入了另一特征项来显示其与 x 轴、y 轴上两种特征项的多重共现关系（如图 3 所示），同时在坐标的
外围处，笔者也加入该另一特征项来分别显示其与 x 轴、y 轴特征项的共现关系。从图 2 中可以看
出，Morris 的交叉图着重于显示两个特征项之间的关联关系，如图 2 中机构合作与研究主题交叉图
可以考察哪些机构合作研究了哪些相关的研究主题；而笔者改进后的交叉图除了可用于显示两个特
征项之间的关联关系之外，还可以显示三个特征项之间的共现关系，如图 3 中机构-期刊-关键词多重
共现交叉图可以考察哪些机构在哪些期刊中发表某类研究主题（关键词）的论文。多重共现的交叉
图可以揭示更多的信息，挖掘出原有交叉图可视化技术所无法揭示的信息。

图 2 Morris 机构-研究主题交叉图[6]
Fig.2 Morris’ cross-map[6]

图 3 多重共现交叉图

Fig.3 Cross-map of multiple occurrence

3.2 基于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的框架
基于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的要求，笔者设计了适用于分析多重共现的可视化分析工具框架，如
下图所示：
文献数据导入

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

选取需要分析的文献特征项（三
项、包括 X 轴、Y 轴以及交叉点
上的指标项）

是否需要对 X 轴或 Y 轴指标进行
聚类，如需聚类则选择相应的共
现项对其进行聚类

可视化输出方式调整
（包括阙值点选、时区调整、可视方式等）

工具自动生成多个共现矩阵
并绘制多重共现交叉图

用于多重共现知识发现方法分析
图 4 基于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的框架
Fig.4 The framework of visual analysis tool based on multiple occurrence

该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可以分析的范畴包括三个特征项之间的共现关系，以及其特征项两
两之间的共现分析，还能根据用户的需求对 X 轴或者 Y 轴上的特征项进行聚类，以下将基于该可视
化分析工具详细阐述关于多重共现知识发现方法的分析流程。

4 基于多重共现的知识发现方法研究
4.1 分析流程
在基于一般共现分析方法以及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设计的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一套可用
于多重共现分析的知识发现方法，如下图所示：

文献数据搜集与处理

向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中
导入数据、生成多重共现交叉图

分析 A-B-C 多重共现交叉
图

A 或 B 的聚类分析

A-C 一重共现关

A-B-C 多重共现

B-C 一重共现关

系分析

关系分析

系分析

结论
注：A 代表 X 轴上的特征项、B 代表 Y 轴上的特征项、C 代表交叉点上的特征项
图 5 基于多重共现知识发现方法的分析模型
Fig.5 An analysis model of knowledge discovery method based on based on multiple occurrence

首先对需要分析内容的文献数据进行搜集，然后把搜集到的样本数据导入到多重共现可视化分
析工具中生成多重共现交叉图。在分析多重共现交叉图的时候，可以根据分析需求分有五方面的分
析内容让用户自主选择或组合：
（1）聚类数据的分析（如图 3 中 I 区域所示）
，X 轴或 Y 轴上特征项
可以根据任意特征项的共现来进行聚类，并以前面标识的数字显示出分类后的结果；（2）A-C 一重
共现关系的分析（如图 3 中 II 区域所示）
，可对 A-C 共现的频次、特点等进行分析；（3）B-C 一重
共现关系分析（如图 3 中 III 区域所示）
，可对 B-C 共现的频次、特点等进行分析；（4）A-B-C 多重
共现关系分析（如图 3 中 IV 区域所示），可对 A-B-C 共现的频次、特点等进行分析；
（5）整体结论
分析，可对以上四个区域的聚类和共现特点进行总体性的分析或概括等。

4.2 实证分析
为了能更有效说明上述的基于多重共现知识发现方法，本研究选取了机构-期刊-关键词的多重共
现作为实证分析，如图 6 所示是机构-期刊-关键词多重共现的具体分析流程图，

机构-期刊-关键词数
据搜集与处理

向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中
导入数据、生成多重共现交叉图

分析机构-期刊-关键词多
重共现交叉图

机构的聚类分析（基于关键词相似度）

机构-关键词共

机构-期刊-关键词共

期刊-关键词共

现关系分析

现关系分析

现关系分析

结论
图 6 机构-期刊-关键词多重共现分析流程图
Fig.6 The analysis process of institutions - journals - keywords multiple occurrence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拟通过分析机构-期刊-关键词的这三个特征项的共现关系，来发掘它们之间存
在的关联信息。比如在分析机构-期刊-关键词这三个特征项的共现关系中，如果从机构的视点出发，
可以发掘出哪些机构偏向于在哪种期刊上发表某类研究主题的文章；从期刊的视角出发，可以揭示
某类期刊上所具有的稳定机构作者群，还有该机构在期刊上所发表论文的主题方向；而从关键词的
角度出发，可以找出发表关于某类主题论文的机构群体和期刊集合。
实证研究需要限定所选取机构和期刊的样本数量，以在 X 轴和 Y 轴上有效地显示。因此笔者选
取中国校友会网 2011 中国大学排行榜 20 强高校[7]的图书馆作为机构分析样本，在期刊样本上则选
择了 CSSCI（2010-2011 年）来源期刊 “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的 18 种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
[8]
（以下简称 18 种期刊）
。然后根据所选取的图书馆样本和期刊样本在 CNKI 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总库数据库搜索相关的论文，论文发表年份限定为 2006-2010 年（检索日期：2011 年 3 月 12 日）
，
共检索出 1114 篇论文（如表 1 所示），基本可以认为检索出的论文集合代表着目前高校图书馆的主
要研究方向。
通过数据导入，形成如图 7 所示的多重共现交叉图，图 7 中间区域圆圈所示代表机构-期刊的共
现频次大小（相当于某机构在某期刊上发文量的大小），发文越多，圆圈越大。高频关键词区域则可
显示某机构在某期刊上发表论文所使用的高频关键词状况，按照其所使用的关键词频次高低，标以
不同的颜色深浅和字号大小作为区别，关键词频次越高，其标识的颜色越深并且字号也越大。

图 7 机构-期刊-关键词多重共现交叉图
Fig.7 Cross-map of institutions - journals - keywords multiple occurrence

根据图 7 所示的机构-期刊-关键词多重共现交叉图，笔者依据基于多重共现知识发现方法的分析
流程，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1）聚类数据的分析：从图 7 左侧机构的分类数字标识来看，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依据各
高校图书馆在 18 种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机构-关键词共现矩阵，对机构分成了五类。1 类：包括西
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
2 类：包括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在数据库中没有查找出以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为署名单位发
表在 18 种期刊中的论文）
；
3 类：中山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
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南
开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
4 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南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
5 类：复旦大学图书馆。
从分类当中可以认为，在同类别中的机构间在 18 种期刊中发表的论文主题较为相似，而不同类
别的机构间发文主题则差异较大。
（2）机构-关键词一重共现关系的分析：
高校图书馆在核心期刊中发文的高频关键词，可以折射出高校图书馆的主要研究方向。根据图
7 右侧从中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非常关注服务，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用户服务展开，比如信息服务、
读者服务、图书馆服务、学科服务等的一些高频词。同时高校图书馆也很注重资源环境建设等方面
的研究，如关键词：数字图书馆、电子资源、网络环境、数据库、数字资源、CALIS 等就有所反映。
而从发文量上来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这四个
机构发文量最多。
（3）期刊-关键词一重共现关系分析

通过对核心期刊刊载高校图书馆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找出各种期刊偏重于录用高校图
书馆关于哪类主题的研究论文。从图 7 上侧可以看出，18 种期刊刊载了许多以高校图书馆、数字图
书馆、大学图书馆为关键词的论文，其中发现某些期刊所刊载论文聚集在某几类的关键词，如《大
学图书馆学报》刊载了许多以 CALIS、学科导航、规范、标准为关键词的论文，
《图书馆杂志》刊载
了较多以学科服务、OPAC、图书馆 2.0 为关键词的论文，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刊载了较多以信息
服务、采访、采购模式为关键词的论文，
《图书馆建设》刊载了较多以电子资源、集团采购、图书馆
服务为关键词的论文。除此以外，有一些期刊偏重于录用关于技术类主题的论文，如《情报科学》
刊载了较多以网络、搜索引擎、个性化信息服务为关键词的论文，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刊载了较多
以 DSpace、数字图书馆、OPAC、数字图书馆门户为关键词的论文，还有如《国家图书馆学刊》偏
重于刊载研究图书馆实务和发展的论文，其高频关键词包括有用户服务、图书馆管理、资源建设、
发展趋势、战略规划。由此可见，各核心期刊所刊载的高校图书馆论文的研究主题各具特色。而从
载文量来看，
《大学图书馆学报》、
《图书情报工作》、
《图书馆杂志》、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刊载了较
多由 20 所高校图书馆所发表的论文。
（4）机构-期刊-关键词多重共现关系分析：
图 7 中间区域圆圈大的地方代表某机构在某期刊上发表了较多的文章，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大
学图书馆学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论坛》上发表了较多的文章，清
华大学图书馆在《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上发表了较多的文章，南开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工作与研
究》上发表了较多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与核心期刊的发文关系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即高校图书馆的研究人员会较为集中地在其所处地域（或邻近地域）的核心期刊上发表较多的文章。
而从高频关键词的标识上来看，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大学图书馆学报》上发表了许多以数字图
书馆、CALIS 为关键词的论文，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在《大学图书馆学报》上发表了许多以 CALIS、
学科导航为关键词的论文。除此以外，还发现有多所大学图书馆在多种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较多以高
校图书馆、CALIS、图书馆为关键词的论文，这三个关键词在图 7 中的机构-期刊-关键词交叉区域频
繁地出现，这标志着高校图书馆的研究以图书馆类研究为主，较少涉及情报类研究，并且都是以高
校图书馆这一群体的视角出发，较多地关注于 CALIS 的研究。另外各个高校图书馆在各种期刊上也
发表多种主题的研究论文，如厦门大学图书馆在《大学图书馆学报》上发表了较多以学科导航、标
准、规范、CALIS 为关键词的论文，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了较多以学科服
务为关键词的论文，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图书与情报》上发表了较多以阅读疗法为关键词的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了较多以高校图书馆为关键词的论文、南开大学图书
馆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上发表了较多以信息服务、图书馆员、美国为关键词的论文，清华大学
图书馆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了较多以学科服务、学科馆员为关键词的论文。由此可见各个高校
图书馆除了会在某些期刊上发表关于某几个特定主题的文章之外，在各类期刊中发文的主题可以说
是百花齐放。
（5）整体结论分析：
此外从图 7 中笔者还发现某些高校图书馆发表的论文会采用本身机构的名称作为关键词，比如
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由此可以看出这几个高
校图书馆其研究多从本馆的工作出发，注重以本馆实践来做研究。
最后通过对上述几点分析的总结，笔者归纳出以下四点结论：（a）高校图书馆与核心期刊的发
文关系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b）高校图书馆较为注重用户服务和资源环境建设等方面的研究；
（c）各核心期刊所刊载的高校图书馆论文的研究主题各具特色。
（d）各高校图书馆除了会在某些核
心期刊上发表关于某几个特定主题的文章之外，在各类期刊中发文的主题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5 小结

本研究提出了多重共现的概念，并阐述了其与一般共现的区别，同时对 Morris 交叉图技术进行
改进，开发了多重共现的可视化分析工具，使其适用于多重共现的分析，并对多重共现的知识发现
方法进行了研究。最后还综合运用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及多重共现的知识发现分析方法来对机
构-期刊-关键词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发现，该套工具以及知识发现方法能较为有效
地发现论文中三个特征项之间的多重共现关系，并能揭示出比一重共现现象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信息
内容。
此外，本研究当中的多重共现可视化分析工具及多重共现的知识发现方法也可用于分析论文中
其它不同类型的特征项关联关系，可依据不同的研究目的来分析不同特征项之间的多重共现关系。
但是由于多重共现交叉图技术的局限性，目前只能分析三个或以下特征项的共现关系，并且对于其
它不同类型特征项共现关系的分析效果，仍有待进一步的分析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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