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向智库动态服务的知识元协同标引与语义集成研究”（２０１６ＪＭ７００４）和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人文社科类）“高校图书馆学科化服务运行机制研究”（３１０８５０１７０３２７）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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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知识元和本体的智库动态服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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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将知识元方法引入到智库动态服务中，提出一种细粒度的智库知识服务模型。首先结合领域专
家对用户需求的定题分析，然后在海量数据环境中筛选相关信息资源，最后应用知识元方法收取、标引预处理过

的资源，构建知识元库，结合本体理论，将其纳入以知识元为节点的语义知识网，形成知识仓库。同时，依据构建

“需求—资源—知识”的三级映射，实现基于知识元的智库服务模式。该方法可以将智库服务的控制单位从粗

粒度的文献，深入到以知识元为单位的细粒度知识单元中，从而提供以知识元为单位的重组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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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ＴｈｉｎｋＴａｎｋ）是指由各学科专家组成，为
决策者在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

各方面问题时出谋划策，提供最佳思想、理论、方法

和策略等的咨询研究机构［１］。在当前新一轮经济

增长与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出台了关于加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

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决定，为我国智库的快速发展

提供了政策支持。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加

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并由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２０１５年１月印发，意见指
出：“要统筹推进……智库协调发展，形成……中国

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

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２］

目前我国智库以定性分析为主，存在客观性不足、决

策支持不够的问题，迫切需要向独立性、专业性更强

的定量研究转变。

智库通常以定题即时服务的形式实现知识的生

成和再造，除了从专业数据库的资源中挖掘知识，还

离不开大数据环境提供的海量的、实时更新的数据

资源，因此智库服务表现出泛在数据环境下的动态

性。而数据语义和复杂度的提高使得知识管理的理

论和方法需要向更细的粒度发展，正如马费成所提

出的“知识的表达和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

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换”［３］。知

识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ｌｅｍｅｎｔ）是相对独立且具有完备知
识表达的基本单元，通过对知识元的准确标引和有

效集成，可以挖掘同一或不同学科资源间的显性和

隐性的知识关系［４］。针对目前国内智库缺少快速

准确的决策支持的问题，本文将知识元引入到智库

服务中，利用知识元实现从独立分散的数字资源中

自动整合知识，从而建立一种智库细粒度动态服务

模型，为智库的理论发展提供研究思路。

１　相关研究概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智库进行过一系列不同程

度的相关研究。总体上看，在智库服务的认识方面

较为统一，大都以定题信息服务为起点进行延伸研

究。在智库服务方式方面，吴玉良等从信息资源采

集、信息服务模式、智库及成果的推广与评价等方面

阐述了基于智库理念的社科院图书馆信息服务［５］；

杨友清等探讨了智库的咨询服务模式［６］；Ｍｉｓｚｔａｌ对
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和智库专家们的思想差异性进行

了相应探讨［７］；Ｐｏｐ对智库和非政府组织的服务需
求进行了探讨［８］；Ｎａｃｈｉａｐｐａｎ研究了我国智库服务
的特点，指出其政策依附性过强的问题［９］；吴爱芝

等对高校图书馆开展智库服务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提出智库服务可为高校图书馆学科建设等方面提供

显著成果［１０］。

４３

高校图书馆工作 ２０２１／５·总第４１卷第２０５期



在智库知识库建设方面，许鑫和吴珊燕在对两

个知名的智库 ＲＡＮＤ和 ＳＷＰ的服务进行比较的基
础上，提出了智库知识库构建的通用流程［１１］。另

外，在通用知识库建设方面也进行过许多相关研究，

但这些研究仅能作为智库知识库建设的参考，不完

全适用于智库的泛在数据环境。

在智库服务模式方面，不同学者应用不同理论

和方法，提出了多种服务模式。如张旭和张向先将

高校图书馆智库的信息服务模式分为主导模式、协

同模式和辅助模式［１２］；龚花萍等指出功能型图书馆

智库包含研究导向、智库中介、数据监护三种服务模

式，并且将智库基本结构分为四层：用户管理层、控

制层、业务逻辑层和数据层［１３］；陈华等引入关联数

据技术探讨智库服务模式，提出图书馆智库包括资

源采集、参考咨询、信息推送和评价反馈四种服务模

式［１４］；李纯和张冬荣调研了３０余家国际知名智库，
通过对服务要素进行归纳，产生三种主要的信息资

源服务模式［１５］。

综上所述，关于智库服务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

定规模，研究各有侧重，但仍存留部分问题。例如，

不少研究仅涉及人工智囊团的范畴，对知识的自动／
半自动获取和生成的研究较少；未涉及到泛在信息

环境下智库动态服务过程的研究；智库服务只涉及

到文献层面的主观获取知识，没有深入到细粒度知

识元层面。很显然，当前智库的动态服务难以满足

用户碎片化、精细化的知识需求，本文将知识元方法

引入到智库动态服务中以解决从更小粒度完成知识

的自动／半自动获取和生成。
２　泛在知识环境下的智库动态服务框架

泛在知识环境（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的ＤａｎｉｅｌＡｔｋｉｎｓ提出的，
是指由网络设施、硬件、软件、信息资源和人有机组

成的、各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综合性知识环境［１６］。

泛在知识环境对智库服务的碎片化、细粒度、精细化

等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将智库服务的控

制单元从粗粒度的文献单元向细粒度的知识元

延伸。

智库动态服务的过程本质上是自然语言问题到

资源集合的匹配过程，亦可解释为约束满足过程。

本文把自然语言问题分解为变量（知识元），抽象约

束条件为限定函数，从而将变量到资源集合的匹配

理解为约束满足过程。

知识元定义为：ＫＥ＝＜Ｃｔ，Ｍ，Ｒｋ＞，其中 Ｃｔ、
Ｍ、Ｒｋ分别为术语、元数据和关系描述；本体定义

为：Ｏ＝｛Ｄ｜Ｃ，Ａ，Ｒ，Ｉ，Ｘ｝，其中 Ｄ为某一学科领域
的非空集合，Ｃ是概念集，Ａ是属性集，Ｒ是关系集，
Ｉ是实例集，Ｘ是公理集。则智库的资源集合定义
为：ＴＫ＝｛（Ｏ，ＫＥｉ）｜（ＣＰｓ，ＣＰｔ）｝，（ｉ，ｓ，ｔ是有限自
然数），ＣＰ是资源节点。定义自然语言：Ｑ＝＜ＱＶ，
ＱＣ＞，其中ＱＶ＝｛ｑｖｉ｝，ＱＣ＝｛ｑｃｉ｝，（ｉ＝１，２，…，ｎ）
分别是问题变量集和问题约束集。这样，智库动态

服务模型可表示为：Ｍａｘ｛Ｑ－＞ＴＫ｝，具体实现流程
如图１所示。

图１　智库动态服务流程

２．１　知识元的结构描述框架
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以知识元概念作为研究起

点，围绕其概念、特征、分类、模型和技术（抽取、标

引、集成）等方面开展大量研究。尽管知识元被普

遍认为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知识单位，但由于

缺乏对知识元内容、特征和属性方面的规范化描述，

知识元仍是一个抽象的、不明确的概念［１７］。针对这

一问题，本文借鉴本体对信息资源的多元组描述方

法，提出知识元实体对象三元组描述框架（见表１），
该框架从术语、元数据和关系描述构建知识元描述

结构。

表１　知识元实体描述框架

描述层次 描述内容

术语组 学科领域的专用词汇表

元数据组 知识元的相关属性

关系组 知识元之间的关系 知识元与资源间的关系

　　（１）术语组。专业领域中表示普遍概念的专用
词汇集，用来表示知识元的语义内容的抽象概括。

（２）元数据组。揭示知识元的相关特征属性，
包括存取标识符、主题、知识元类型、来源文献、学科

范围以及责任人等元素。

（３）关系描述组。指出知识元间或者知识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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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间的联系。

在建立知识元实体对象三元组描述框架的基础

上，从信息资源中抽取知识元的元素信息进行初步

标引，建立知识元库保存知识元。

２．２　知识元语义检索基础
知识元缺乏面向语义的表达和描述，不能很好

地支持语义集成，因此可以将本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应用
于知识元的语义链接，使计算机能够“理解”知识元

的语义并能自动集成。本体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
被应用于计算机领域，但一直没有形成对本体统一

的看法。从 １９９３年到 １９９７年，在 Ｇｒｕｂｅｒ、Ｂｏｒｓｔ等
人给出本体定义的基础上，Ｓｔｕｄｅｒ等人认为本体是
“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的形式化规范说明”［１８］。这

个普遍公认的定义指出本体描述的是专业领域内的

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构成一个学科领

域内部概念的词表以及概念间清晰的层次关系。

本体的目标是规范用户和计算机对概念语义的

理解，表达清晰的概念层次和语义关系，建立孤立知

识概念间的语义联系，通过推理关系得到概念间蕴

含的联系，由此消除人—计算机对语义理解的歧义。

目前针对本体在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产生了

诸多形式化的本体定义。在参考相关研究的基础之

上，本文提出五元组（Ｃ，Ａ，Ｒ，Ｉ，Ｘ）描述本体的形式
化定义，其中字母Ｃ是概念集，Ａ是概念的属性集，
Ｒ是关系集，Ｉ是实例集，Ｘ是公理集。
３　基于知识元的知识集合组织方式

在综合了知识元方法和本体理论之后，智库实

现将资源纳入以知识元为节点的语义网，其技术思

路如图２所示。首先，规范化海量数据中收集的资
源，根据知识元描述框架和预先建立的规则抽取知

识元，初步标引建立知识元库；然后，结合领域专家

建立的本体库，对知识元进行语义链接，从而构建知

识仓库。该过程包括知识元抽取和语义标注两个关

键模块。

图２　基于知识元的知识集成

３．１　知识元抽取和知识元语义标注
在知识元抽取研究领域，已有部分学者进行过

相关研究。温有奎等将知识元结构划分为“类型、

名称、内容”三种要素，描述并实现了针对文献资源

的知识元抽取方案，并对知识元的内容进行了定义

和分类［１９］。刘淼和王宇针对文献资源提出了一种

基于主题句的知识元抽取方案，凭借计算语句之间

的相似度实现语句级别的知识元抽取［２０］。姜永常

在知识网络体系结构的基础上，从理论及技术层面

描述了一种从文本实体层到语义层再到知识单元层

的知识演化转换框架［２１］。王忠义和郑鑫在大数据

环境下，从海量的碎片化用户生成内容中提出一种

基于碎片化ＵＧＣ的知识元抽取方法［２２］。谭荧和唐

亦非利用命名实体识别和事件抽取技术，探索了在

科学文献中自动抽取事实知识元的方法［２３］。本文

在已明晰知识元的层次构成基础上，根据预先建立

的抽取规则，从收集到的资源中按照知识元的组成

提取元素，以获得独立的知识元来完成知识元库的

构建，从而为后续的语义标注工作做准备。

语义标注主要结合领域专家建立的领域本体库

在知识元间建立语义联系，形成计算机可识别的语

义网络，其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生成和再造知识。

语义标注主要包括两个关键步骤：首先，采集待标注

的知识元，由上文提及的三元组实体对象描述框架

表示；其次，是语义标注的过程，术语是对现实世界

个体的抽象概括，作为知识元的元素，抽象概括了知

识元的语义内容，其余元素则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知

识元的侧面。因此，将知识元术语标注为本体的概

念或者实例进行术语标注时，需要结合语义相似度

计算和领域专家共同完成。对于未达到语义相似度

阈值的术语，需要由领域专家定义新概念，添加至本

体语义网的概念层次中，再重新进行标注。另一方

面，还要将知识元其他元素和相关属性对应标注。

本文在上述阐述基础上，以中国地质调查局造

山带研究中心科研团队针对东天山博格达造山带地

质演化项目研究定题需求为例，根据预先建立的知

识元抽取规则，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期刊数据库为数
据来源进行试验。由于篇幅有限，从收集到的围绕

东天山博格达造山带地质演化海量文献资源中，选

择文献《东天山博格达东段晚古生代火山岩岩石

学、地球化学及其构造属性》为例，按照知识元的组

成进行知识元抽取，获得独立的知识元，组成知识元

库，并结合造山带研究中心科研团队专家对知识元

进行语义标注，构建知识元语义网络（见图３），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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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语义网。相比单一文献资源，可更加直观满足

项目组的定题需求。

图３　知识元语义网络图

３．２　智库动态服务层次
智库提供自动／半自动知识服务模式满足用户

快餐化的知识需求，在这种模式下，知识组织的单位

可以细化至知识元、知识元集合。由此，智库服务模

式建立在细粒度知识元的基础上，通过定题分析用

户需求、从海量数据收集资源、将待处理资源纳入以

知识元为节点的语义知识网形成“需求—资源—知

识”的三级映射（见图４）。

图４　“需求—资源—知识”三级映射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知识元的智库服务模型，

从理论上实现了智库服务的知识组织由粗粒度的文

献细化至知识元，结合本体理论链接知识元之间的

语义，形成以知识元为节点的知识网络，从而为用户

提供知识服务。但是该方法还暂时停留在理论层

面，亟待在后续的实践中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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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等，都要有明确的定位。在运营过程中，要加强内

容监督，防范化解风险，强调规范化、流程化地进行

内容发布。应加强管理抖音短视频提供的评论和转

发功能，屏蔽杜绝不良信息，特别是对于作品和动态

发布的权限控制应该有较为严格和流程化的管理机

制。同时，提高馆员在泛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服务技

能，着力开发馆员的网络信息技术管理和网络信息

鉴别能力。

短视频平台的出现为图书馆服务提供了良好的

发展机遇，５Ｇ时代的移动通信网络为移动终端的短
视频平台创造了优质的发展条件和基础，图书馆要

把握好短视频这一创新渠道，不断探索更好的策略

和方式，借势调整现有的服务模式，更好地宣传图书

馆的服务，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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