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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组织体系的内容只有不断地调整和更新，
才能准确反映知识的科学发展，
及时删除
“过时”
术语能够使知识组织体系更

加准确地揭示领域知识。不同知识组织体系在术语删除机制、术语删除原因、术语删除处理方式方面存在差异，但本质都是为了保持一
致性，反映科学知识的最新进展。术语删除是检查知识组织体系质量的一种方式，因此要建立完善的术语删除机制，明确术语删除的原
则，根据术语删除原因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
［关键词］

知识组织体系

［中图分类号］

Ｇ２５４

叙词表

术语删除

［文献标识码］ 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ＯＳ）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ｌ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ｔｅｒｍ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ＫＯＳ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ｉｎ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ＫＯ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ｌｌ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ＫＯＳ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ｅｒｍ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ｆｏｒｍ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ＫＯＳ， ｓｏ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ｔｅｒｍ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ｅｒｍ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ＫＯＳ）； Ｔｈｅｓａｕｒｉ； Ｔｅｒｍ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知识组织体系的内容只有不断调整和更新，
才能准确

１

分析的数据及方法

反映知识的科学发展，
进而更加成功地支持数据检索和知

笔者在进行数据分析时选择的词表至少满足两个条

识发现。
确定一个科学分类系统内容的过程是一种组织性

件：一是词表持续更新；二是词表提供网络服务，开放的

遗忘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分类被创建，开发者就

网络环境更有利于对词表变化的系统跟踪。此外，笔者

要决定哪些内容需要从体系里删除。
如果没有分类去描述

还综合考虑了词表权威性、应用程度等因素，具体如表 １

一个对象或行为的含义，
则信息系统无法记录这个对象或

所示。

行为，没有名称的事物将在分类系统中被遗忘 。术语删

在词表更新维护调研过程中，
笔者更加关注术语删除

除是检查知识组织体系质量的一种方式，如基因本体

的相关问题，包括术语删除机制、术语删除原因、术语删

［１］

（Ｇｅｎ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简称 ＧＯ）中删除的术语占术语总量的
比例超过 ４．４％，这意味着每增加１００ 个术语，就至少有 ４
个术语被删除［２］１３５ ，
建筑与艺术叙词表
（Ａｒｔ ＆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简称ＡＡＴ）可获取的主题词中有４．４％为

除的处理方式及其对资源标引可能带来的影响。

２
２．１

术语删除现状分析
机制分析

被遗弃的主题［ ３ ］。本文在分析术语删除机制、术语删除原

在受控词表维护过程中，
知识组织体系编制机构应该

因、术语删除处理方式的基础上，分析术语删除中存在的

特别关注术语删除，尤其是当术语已经被使用。对于已经

问题，提出受控词表术语删除的几点建议，以期为受控词

带有很多标注的术语一旦决定将其删除，
则需要花大力气

表的维护提供参考。

详细讨论如何处理已经使用的删除术语的标注。因此，术

＊本文系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面向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知识组织体系建设与应用示范（ ＳＴＫＯＳ） ”
子课题
“面向外文科技文献的超级
科技词表和本体建设” 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２０１１ＢＡＨ１０Ｂ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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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术语删除分析的词表
词

词表名称

表

概

述

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ＣＳＨ是一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综合性主题词表。２００９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
简称

了以简单知识组织系统
（Ｓｉｍｐｌ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简称ＳＫＯＳ）
形式表达的主题

ＬＣＳＨ ）

词表。

国家农业图书馆农业叙词表

ＮＡＬＴ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作为农业网络信息中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简称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Ａｇ－

Ａ ｇ Ｎ Ｉ Ｃ）的内部资源，第一版只有 ２ ０ ０ ０ 个术语。１ ９ ９ ９ 年其面向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简称ＮＡＬＴ）［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简称ＡＲＳ）
的科研人员开通了网络访问，
２００２年１月起正式提供
网络服务，２００５ 年作为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农业在线获取”文摘索引（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ｃｃｅｓｓ，简称 ＡＧＲＩＣＯＬ）的资源。ＮＡＬＴ 每年发布新版本，提供 ＳＫＯＳ 、ＸＭＬ、ＰＤＦ 、Ｗｏｒｄ 格式。

医学主题词表（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ｅＳＨ 是一部用来标引生物医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受控词表，是目前国际上最具代表性、使用最为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简称 ＭｅＳＨ）

广泛的受控医学叙词表，每年发布新版本。
ＡＡＴ 是一个关于艺术学、建筑学、其他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多语种受控词汇，目前已经发布为关

建筑与艺术叙词表

联数据，计划每隔两周进行 ＡＡＴ 关联数据更新。
ＧＯ 最初于 １９９８ 年创建，２０００ 年正式发布，是开放生物医学本体中时间最长的本体之一。ＧＯ 是
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经典标准词汇，
他的创建是为了解决分子生物学领域中基因产品如何分类，
尤
其是当分布在不同数据库的资源使用了不同的关键词集进行了描述和分类时的数据集成问题，
如

基因本体［５］

基因功能的跨库资源。ＧＯ 包括细胞组件、生物过程、生物功能三个子本体。其通过应用准确的
定义和相互关联的术语来描述生物学领域知识，主要用于标注基因产品信息，
如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
ＣＡＢ 叙词表（ＣＡＢ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简称

ＣＡＢＴ 涵盖了农业科学、生命科学、人类健康及相关主题。自１９７２年起其作为关键词受控清单索
引ＣＡＢ文摘数据库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资源，
１９８３年首次出版，

ＣＡＢＴ）［４］

包括４８ ０００ 个优选和非优选术语，１９９９年起叙词表只提供电子版。大概平均两年发布新版本。

语删除要谨慎，要按照严谨的机制来执行，术语删除机制

了使其更加成功地支持数据驱动的知识发现和数据检索，

主要包括如下两项内容：

准确地表达生物知识的实体和过程，使用了术语定义，建

（１ ）由受控词表专门的维护团队或部门主导。ＬＣＳＨ

立了术语之间的关联。ＧＯ 长期维护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的维护由美国国会图书馆政策与标准部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ｎ－

更新其内容以反映生物学知识的最新科学发展。ＧＯ 在创

ｄａｒｄ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执行，
组织方式也更加开放，
最初，
该部

建之初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创建了反馈机制，从而 ＧＯ

门直接通过“编目要务通报”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用户能够向管理人员反馈其在自己研究领域对生物实体或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公布修改结果，自２００５年起，该部门在其网站

过程的理解与 ＧＯ 中相应知识表达不一致的地方。ＧＯ 的管

上以周报 ／ 月报（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起周报改为月报）的形式公

理人员通过几种不同的机制提出候选“淘汰”术语，随后

布对修改意见的处理方式，不论意见是否被采纳，均给出

这些淘汰术语通过一个标准的门户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ｇｅ ｔｒａｃｋｅｒ推

了原因说明 。
同时，
最终处理结果在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出，进行 １４ 天的意见搜集，然后管理者、编辑者、领域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公布，
但并不是公布全部数据，
２０１１年以后术语

家共同讨论，有 时 本 体 用 户 也 参 与 讨 论 。在 没 有

修改结果不再通过编目要务通报公布

。ＣＡＢＴ 主题词的

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ｇｅ ｔｒａｃｋｅｒ管理之前，
ＧＯ通过邮件列表来记录和

变更由 ＣＡＢＴ 维护团队负责，这些变更作为整部词表的主

讨论淘汰术语。近６０％ 的淘汰术语从提出到确定一般需要

要更新每隔一至两年与整部词表发布新版本时一起出版 。

３０￣６０ 天左右。提出淘汰术语的人员主要是 ＧＯ 的开发人

ＣＡＢＴ 上一版本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发布，最新版本于 ２０１４ 年

员和标引人员。一般来讲，ＧＯ 确定删除术语分为三个步

７ 月 ２１ 日正式在线发布。

骤 ：首先由其管理者或用户提出单个候选删除术语；其

［６］

［７］

［４］

（２）开发人员、标引人员、领域专家共同参与。ＧＯ 为

次，确定候选删除术语（一般由编辑者或标注者提出）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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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通过会议讨论或研发人员特别兴趣小组等确定删除的

本体
（细胞组件本体、
分子生物功能本体和生物过程本体）

术语集

。

都可以检索之前的淘汰术语 ［ ２ ］ １ ３ ２ 。欧盟多语种叙词表

原因分析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简称

［２］１３２－１３８

２．２

不同词表内容进行调整的原因各不相同。ＮＡＬＴ 每年

ＥｕｒｏＶｏｃ ）由于历史原因，将一些概念定义为“删除的概

进行更新，更新内容包括：将术语替换为最新术语，替换

念”，并且标记为“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但他们仍然存在于叙词表

掉歧义术语，更正错误

中，并且他们的 ＵＲＩｓ 也被保留了［１３］。

［８］

。ＭｅＳＨ 是标引生物医学及其相关

领域资源的受控词表，生物医学领域经常有新概念产生，
因此对于概念的增加、删除等 ＭｅＳＨ 需要及时调整，以反

２．３．２

处理方式分析

从处理方式来看，术语删除处理方式包括以下三种。

映领域最新进展。ＭｅＳＨ 进行调整的基本类型包括直接替

一是直接删除，并且没有指明代替被删除术语的词汇。例

换、删除和增加术语，删除原因一般包括：标题使用率低；

如，ＮＡＬＴ 在 ２０１４ 年的版本中直接删除了 ２０１３ 年版本中的

标题不能反映识别资源的优选形式或不能用于英语医学文

术语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和
“Ｇａｌａｎｄｒｏｍｕｓ”［８］。

献；标题不能与其他标题在含义上有所区分；标题与上位

二是将删除术语作为替代术语的入口词。
将淘汰的术语作

词明显不同但是上位词使用率低；标题具有特殊含义但是

为替代术语的同义词是最常见的处理方式。自２０１０ 年起，

其优选形式存有歧义；标题最初拥有多种内涵，但是目前

ＭｅＳＨ 在其官方网站公开发布了历年删除术语清单，并为

特殊含义的合适的标题令之前的标题没有必要继续存在；

每个删除术语指明了替代术语，
同时将删除的术语作为新

标题 ／ 副标题的组合可以进一步细分；层级结构中错误分

概念的入口词［１４］，
如删除术语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类的标题［ ９ ］。ＡＡＴ 数据的变化主要基于如下原因：增加新

用“Ｅｓ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代替，并将“Ｎｕｃｌｅａｒ

主题词或为现有主题增加新术语；反映术语及其定义在学

Ｒ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作为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的入口词［１５］。

术研究或使用中的变化；增强数据一致性；更正一些主题

ＮＡＬＴ 团队竭尽所能将被替换或修改的优选术语与新的优

中的近义词或地位上升的历史数据；为历史数据建立多元

选术语建立相互参照关系，
即将删除的术语作为替换他们

层级（２００１ 年之前词表不允许建立多元层级）
；更正错误，

的概念词的入口词。例如，删除术语 “ａ ｌ ｌ ｏ ｐ ａ ｔ ｒ ｉ ｃ

包括贡献的数据或编辑错误

。ＧＯ 术语删除的主要原因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用
“ａｌｌｏｐａｔｒｙ ”
代替［８］，
并将
“ａｌｌｏｐａｔｒｉｃ

一是术语超出了 ＧＯ 的范围，不再用于标注基因产品；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作为
“ａｌｌｏｐａｔｒｙ”
的入口词［１６］。
ＥｕｒｏＶｏｃ将删

是术语被重新定义或是内涵发生变化。
其本质是为了体现

除的术语用新的术语代替，
并且用
“ｕｓ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
作为代

本体真实性

替标识［１３］。三是指明删除术语的替换术语，但没有将删除

［１０］

。ＬＣＳＨ 则更正了有文化偏见的主题

［１１］

。

［１２］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数据更新的本质是为了保持一

的术语作为替换他们的概念词的入口词。ＮＡＬＴ 直接删除

致性，反映科学知识的最新进展。术语删除主要原因包括

了淘汰的术语，指明了替代术语，但没有将删除的术语作

术语使用率低；术语歧义；术语被重新定义或内涵发生变

为代替术语的入口词，如删除“Ｂｏｅｒ”并用“Ｂｏｅｒ （ｇｏａｔ

化；术语内涵不清晰；术语内涵过于宽泛；其他问题，如

ｂｒｅｅｄ）”
代替，
但没有将
“Ｂｏｅｒ”
作为
“Ｂｏｅｒ （ｇｏａｔ ｂｒｅｅｄ）”

将术语替换为最新术语，更正编辑性错误等。

的入口词［８，１７］，ＮＡＬＴ中这类处理方式多见于替换术语是在

２．３

被删除术语基础上增加了限定词。

处理方式分析

２．３．１

删除程度分析

从删除程度来看，
术语删除处理方式包括临时删除和

２．３．３

记录方式分析

从记录方式来看，术语删除处理方式包括以下两种。

永久删除。
永久删除指术语不再继续使用，
被永久删除。
临

一是直接增加删除标识。
知识组织体系编制机构一般在删

时删除指术语虽然被标记为淘汰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
但在受控词

除词汇的后面明确注明词汇为删除术语，如“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表文件中仍然存在，可以通过版本进行检索，被删除的词

ｔｅｒｍ”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ｈｅａｄｉｎｇ ”
等标识。
例如，
ＧＯ本

汇能够被重新启用，
如ＧＯ中淘汰的术语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ｔｅｒｍｓ）

体为每一个淘汰的术语做了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标识。
二是通过历

并不是被永久删除，ＧＯ 中所有的淘汰术语都包含在新版

史附注记录术语的删除信息。这也是最常见的处理方式。

本 ＧＯ 文件中，但增加了“ｏｂｓｏｌｅｔｅ”标记。因此，每个子

如果打开 ＡＡＴ 印本书的任何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诸如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４－３２５Ｘ ｜ ＣＮ２３－１３３１／Ｇ２

０３５

信 息 整 序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删除标题”或“１９９３ 年标题改变”的历史附

３．２

缺少删除原因的信息记录

注。这些变化可以在历史版本中自动跟踪，当这些数据可

由于卡片目录的制作需要花费大量精力，
人们往往不

以通过应用程序编程接口（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愿意做出过多改变。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词表维护变得更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简称ＡＰＩｓ）
获取时，
这种变化可以实时获取

加简单，也使词表维护的机制变得更加开放。词表开始记

［１０］

。

被删除的主题可能已经在用户数据中被使用了，
为了不丢

录删除的术语及其相关信息，并且为了保持连续性，将删

失这些数据，ＡＡＴ 为已经在数据中使用的这些遗弃主题的

除的术语与替换他的术语建立了相互参照。
但从上述分析

用户提供连续性信息，
其中记录了有关遗弃主题的少量信

可以看出，知识组织体系编制机构缺少对删除原因的记

息，并且将其发布关联数据，包括如下三种属性信息 ：

录，这也是术语删除标准不明确的表现。

［３］

● ｓｋｏｓ：ｐｒｅｆＬａｂｅｌ：优选名称
（通常是英语形式）

３．３

● ｇｖｐ：ｅｎｆＤａｔｅ：删除时间

对基于概念标签的标引影响更大
受控词表的主要作用是对资源进行标引和分类。
术语

● ｄｃｔ：ｉｓ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Ｂｙ：合并入的主题
（如果已经合并

删除会带来多重影响，可能导致概念删除或变化、词表体

到另一个主题中）

系结构调整。在基于概念的标引中，不同数据库的标引形

２．４

式不同，一是用概念唯一标识符进行标引，这时无论概念

删除术语与标引
受控词表的主要作用是进行资源标引，
一旦标引的术

的优选词标签如何变化，
唯一标示符代表的概念内涵没有

语被使用，则标注也要随之变化。Ｃ Ａ Ｂ 文摘数据库使用

变化，则不会对标引产生过多影响。二是用概念优选标签

ＣＡＢＴ 概念标签标引资源，优选术语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

进行标引，只要概念的优选标签发生变化，则要影响使用

成千上万条记录、大量检索文档及衍生产品。ＣＡＢＴ 整部

这一标签标引的全部资源。例如，在 Ｃ Ａ Ｂ Ｔ 中，当概念

词表发布新版本后，ＣＡＢ 文摘数据库标引再进行更新以反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的优选术语标签从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变

映出叙词表的变化。由于没有可供使用的开放（关联）数

为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时，
上千条记录需要用新的字符串进

据，因此在开放环境下 ＣＡＢＴ 的使用受限制

行更新并且重新标引，标引中的这种变化将会影响所有

考虑将 ＣＡＢＴ 发布为关联数据

［１８］

［４］

。ＣＡＢ 正式

。如果 ＧＯ 中一个术语将

要被删除，则在本体文件中会被标记，同时不再用于标注
基因产品。对于已经带有很多标注的过时术语，ＧＯ 管理
者需要花大力气详细讨论，
决定现有的标注应该迁移到哪
个替换的术语中。ＧＯ 的一组开发人员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召开
了专门会议来讨论整体迁移事宜［２］１３２，１４１。

３

术语删除存在的问题

３．１

删除的词汇作为替换词汇的入口词容易混淆

用户
概念是人脑中的思想单元，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

Ｃ Ａ Ｂ 文摘衍生产品。

４
４．１

受控词表术语删除的几点建议
建立完善的术语删除机制
术语删除是受控词表质量保障和维护的主要手段之

一，涉及方方面面，尤其是当术语已经被使用时更要引起
重视。建立严谨的术语删除机制很重要，明确哪些人员能
够提出候选删除术语，
通过哪个平台或方式来进行意见征
集和讨论，后续问题处理、一致性检验等是知识组织体系
创建机构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４．２

明确术语删除的原则

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术语表达，
同一个概念的不同术语

删除原则是术语删除工作的指导。国际标准化组织／

之间是等同关系，
等同术语中的一个通常被选作优选术语

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

来表达概念，以便人进行阅读，具有等同关系的术语可能

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简称ＩＳＯ／ＴＣ ４６）
发布

是同义术语或近义术语，也可能是反义术语。术语删除

的报告
“Ｎ ２４２２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ｖｏｔｉｎｇ ＩＳＯ／ＣＤ５１２７”
描述了国

原因复杂，直接将删除的术语作为新概念的入口词，容

际标准化组织 ／ 委员会阶段委员会草案《信息与文献——

易混淆用户的认知。如果删除的术语之前为优选术语，

术语》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当删除的术语与替换他的词含义不完全一致时，
将改变概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Ｄｒａｆ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念内涵。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ＳＯ／ＣＤ ５１２７）的投票结果和各国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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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组织体系术语删除分析

专家指出，当前标准中增加和删除术语的规则不明晰，删
除的一些词，
如
“ａｒｃｈｉｖｉｓ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等在信息与文献领域中是有意义的，
不
应删除［１９］。
词表编辑人员应该关注所有建议和提出的候选
术语，
使用过于频繁或过于稀少的词语应作为删除或被修
正的候选术语

。此外，专指性过强、内涵过于宽泛、内

［２０］

涵发生变化、与当前词表学科范围关联性不大、不再使用
的术语等都应该被考虑。

４．３

根据删除原因采用不同的处理策略
术语删除的原因多样，
知识组织体系编制机构应该根

据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例如，从未被使用
的术语，说明并不能反映客观事实，不能记录任何一个事

［７］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１０－０７］．ｈｔｔｐ：／／ｌｏｃ．
ｇｏｖ／ｃｄｓ／ＰＤＦ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ｃｓｂ／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８］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Ｔｅｒｍ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２０１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ＥＢ／ＯＬ］．
［２０１４－０９－２８］．ｈｔｔｐ：／／ａｇｃｌａｓｓ．ｎａｌ．ｕｓｄａ．ｇｏｖ／ｄｎ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ｄ．ｓｈｔｍｌ．

［９］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Ｍ． Ｆｉｌ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ＳＨ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ＥＤＬＩＮ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４，
３５（１）：３４－４４．

［１０］ Ｔｒｕｓｔ Ｊ Ｐ Ｇ． ＡＡ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ｋ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４－
１０－２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ｔｔｙ．ｅｄ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ｏｌｓ／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ａａｔ／
ａａｔ＿ｆａｑ．ｈｔｍｌ．
［１１］ Ｍａｙｏｒ Ｃ，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ｎ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７０（１）：
１７３－１９３．
［１２］ Ｋｎｏｗｌｔｏｎ Ｓ． Ｔｈｒｅｅ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ｐａｔｈｉｅｓ： Ａ

物或实体，可直接删除；专指性过强的术语，可以合并入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Ｊ］．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ａｎｄ

其他概念；含义过于宽泛的术语，应该被删除，且拆分为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５，４０（２）：１２３－１４５．

多个概念等。
本文对几部主流知识组织体系的术语删除机制、
删除
原因及处理方式等进行了调研，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了几点建议，但是分析的还不够深入，缺少系统深入的
实例研究。术语删除是知识组织体系质量检验的手段之
一，但不是唯一的手段，而是与其他方面的修改（如术语
增加、关系调整等内容）息息相关。

［１３］ ＥｕｒｏＶｏｃ ４．４： Ｏｂｓｏｌｅｔ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ＥＢ／ＯＬ］．
［２０１４－１２－１３］．ｈｔｔｐ：／／ｅｕｒｏｖｏ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ｄｒｕｐａｌ／？ｑ＝ｎｏｄｅ／
１２４２＆ｃｌ＝ｅｎ．
［１４］ Ｄｅｌｅｔｅ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０８－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ｌｍ．ｎｉｈ．
ｇｏｖ／ｍｅｓｈ／ｄｅｌｅｔｅｄ．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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