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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方便专业领域研究人员在信息爆炸时代快速、准确查找到与该领域相关的学术
资源，提高工作效率，本着简单快捷处理的原则，提出了一个英文学术资源主题判定策略。
该策略将不同形式的学术资源转换为统一格式进行处理，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计算资源与领
域进行相关度匹配。利用样本分析得出合适的判定阈值。并通过判定结果对资源进行自动标
签。通过在计算机领域资源的测试，结果表明，该策略能有效的处理英文学术资源的主题判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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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twork resource grows up exponentiall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dentify whether the resources belong to the professional field or not. However, resources in
professional field are sorted up mostly manually at present, there exist some drawbacks in the process. To tackle
with these problems, the Topic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of Academic Resources proposes topic identific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main text of resources. The strategy first transfers different forms of academic resources into a unified
format. And then break up the whole text into parts to calculate the topic degree of relevance. Samples are used to
decide the value of the thresholds. The proposed method could also add labels for resources automatically.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strategy could effectively deal with english academic resources topic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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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络的迅速发展，人类产生的网络资
源呈爆炸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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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70 年代以来全世界每年出版期刊 10
万种以上，发表科技报告约 90 万件，刊登会议文
献 10 多万篇，每年发表的科技论文总数近 500 万
篇[1]，并呈逐年增长趋势。虽然现在已经出现大量
高效且有效的信息检索系统[2]来帮助用户查找信息
资源，如何从这些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资源中找到
所需的专业领域学术资源，就成为专业领域文献检
索所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用户迫切需要一个数据

分类细致、精确、全面、更新及时的面向主题的检
索系统来获取主题资源信息。
从文本分类的角度研究专业领域的学术资源
主题判定技术是目前主题判定系统通常所采用的
基本路线。传统的文本分类方法有 kNN、Naïve
Bayes、神经网络、SVM、最大嫡模型、回归模型、
遗传算法等方法[3]。但是些方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Naïve Bayes 算法[4]需要属性之间完全独立性的理
想状态。KNN 算法[5]比较适用于样本容量比较大的
类域的自动分类，而那些样本容量较小的类域采用
这种算法比较容易产生误分。SVM 算法[6]在大数据
集上的训练收敛速度比较慢，需要大量的存储资源
和高的计算能力。
上述的方法在判定上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但
操作处理比较复杂。为了简化处理流程，提出一种
新的英文学术资源判定的策略。该策略目的为网络
上多样的学术资源（包括科技文献，个人主页，实
验室网站等等）进行统一的转换处理。提供统一处
理方法。在相关度计算上提高处理效率，化整为零
的进行处理。并为学术文献加注自动标签，方便研
究者进行参考。
2 预处理及判定原理
由于网络上学术资源的多样性，为了方便进行
统一的判定，先要将资源进行统一的格式转化。同
时，不同专业领域特性的一般由该领域的特征词来
表征。因此需要在判定前对专业领域进行特征词库
的建立。在介绍专业领域主题判定策略之前，需要
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这里称为预处理操作。本
节将对这些预处理操作进行简单说明。并简要介绍
英文学术资源主题判定策略依据的主要原理。
2.1 统一学术资源格式
学术资源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并不单指科技文
献一种。它应该包括网络上所有的与学术相关的资
源形式，包括：学术网站，作者个人主页等等一些
形式。由于网络上信息庞杂而多样，各种学术资源
形式多样，组织形式丰富多彩，这给机器的判定带
来了困难。因此在判定之前，需要将所有的学术资
源形式进行格式的统一转换。
统一格式的选择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所有格式都可以等内容进行转换，转换后
的形式要与原形式在学术资源内容上一致，不能因
为转换而漏掉重要专业内容。
2）所有格式都可以快速转换。因为需要处理

的信息量的庞大，需要快速的进行格式的转换，以
进行后续判定工作。
最通用的格式是文本格式，所以的其他格式都
是在其基础之上，加入相关的标签而得到的，因此，
可以将所有的学术资源转换成文本格式。现在有一
些 工 具 可 以辅 助 将 文 件转 化 为 文 本格 式 ， 例 如
Lucene[7]只能解决文本格式的文件，但是如何将各
种不同文件格式的文献资源转化为文本文件格式，
需要借用 Lius[8]。Lius 是一个强大的解析器，但它
不只是一套解析器。它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更新和搜
索 Lucene 的索引。学习 Lius，不仅要学习它的文
档解析方法，也要学习它对 Lucene 的封装。Lius
构造了许多新类，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编程。借用
Lius 将一般常见的一些文件格式内容转化为了
String 类型，存放在内存缓冲区中。
2.2 基于维基百科的领域特征词库建立
要对专业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主题判定，需要
建立表征专业领域的特征词词库，或是数字字典。
由于各行各业专业领域性强，特征词量大，各专业
领域的研究人员只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特征词了解。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专业领域的词典，专业性强，包
罗广，可以进行采用，但由于其各式各样，没有统
一版本，有的属一家之言，没有说服力，这些也给
研究人员带来了困难。同时，各种词典只是简单罗
列了本领域的专业词条，并没有一个强弱排列之
分，这也给判定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
维基百科[9]是一个基于 wiki 技术的多语言百科
全书协作计划，也是一部用不同语言写成的网路百
科全书，也被称作“人民的百科全书”。截至 2011
年 11 月，已经有超过 3172 万的注册用户以及为数
众多的未注册用户贡献了 282 种语言超过 2024 万
篇的条目，其编辑次数已经超过 12 亿 3192 万次。
由于是大量人工参与的编辑词条，其具有专业和详
尽的特性。并且维基百科的词条并不是一个个孤立
存在的，在人为进行编辑的同时，加入了词条与词
条之间的联系。
可以利用这些词条和关系，通过转化将这种联
系形成领域知识(概念)之间涵盖关系的层次表达，
构成某专业领域概念图，从而形成该领域的特征词
库的建立。同时，根据不同的层次的词条分配不同
的权值。高层次的词条，是该领域的较为核心的关
键词，较能够表征该领域的特征。因此处在较高层
次上的概念词条，所具有的权重比处在较低层次上

的词条要大。给每个领域词条赋权值为 w 。
2.3 学术资源主题判定原理
至此，已经将网络中不同的形式的学术资源转
换成统一的文本格式，并利用维基百科建立领域特
征词库。学术资源主题判定的预处理的工作已经完
成。
学术资源主题判定策略的判定基本原理，是通
过计算学术资源和专业主题的相关度进行判定。即
是通过分析比较学术资源与专业领域的特征词之
前的关联度来判定该学术资源与该专业领域之前
的关系。
为了方便阐述，在后续的章节中，采用统一符
号化表示方法，如不特别说明，用字母 P 来表示学
术资源，特征词用字母 L 来表示，一般词条用 l 表
示，特征词权重用字母 w 表示。
3 学术资源主题判定策略
依据上一节所介绍的判定原理，可以得到学术
资源主题判定策略处理流程。即在预处理操作完成
的基础之上，用特征词提取工具将统一格式的学术
资源进行特征词的提取并进行统计，再同过相关度
的计算算法将资源特征词与专业领域的特征词进
行比较和相关度的计算。将计算得出的相关度值与
抽样统计的样本值进行对比，从而进行判定和标签
的工作。本节将对里面的关键问题进行详细说明。
3.1 化整为零的相关度计算
学术资源已经转换成统一的文本格式，因此可
以采用统一的方法来对学术资源进行特征词的提
取。目前已经有很成熟的工具可以将英文的词汇从
文本中提取出来并统计词频，在此采用已经有的成
熟的工具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词条是组成该学术
资源的所有词条，要对词条进行筛选去噪的操作。
从所有的词条中，筛选出与主题特征词相似度在一
定范围内的词条。
对于学术资源 Pi，通过工具将其中所有的词汇
提取出来放入集合 RPi={lk}。该专业领域的词条集
合为 Q={Lt}。词条匹配即求 RPi 与 Q 之间的交集。
当然，在文本中，随着语境等情况的不同，词条会
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因此，在词条匹配时，允许词
条相似度在一定较小的范围内浮动。匹配公式如式
1 所示。
|1 − Simword (lk , Lt ) |≤ δ
(1)
因为现有的工具还不能将形式不一样的同一
词的词频归并，因此，在对特征词统计词频时需要

按公式 1 的计算，将相似词条进行词频归并。
通过如上的处理，可以得到学术资源 Pi 中与该
专业领域相关的词条的集合 RPi∩Q={Lu}，以及各
词条的词频 fu，以及各特征词条在该专业领域中的
权值 wu，依据判定原理，可以计算出该学术资源与
专业领域之间的相关度，如式 2 所示。
Sim( Pi , Q) =

∑

Lu ∈RPi ∩ Q

fu * wu

(2)

∑w

t

Lt ∈Q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学术资源所包含的词汇量
较多，例如一篇普通的学术论文单词量在 5000 已
上，词汇量的增大对于计算的耗时成指数级增长。
如果公式 2 方法进行计算，效率不高。因此需要对
上述的方法进行改进，提出一种化整为零的办法来
提高处理效率。
该方法的思想，不是将学术资源做为一个整体
进行计算相关度，而是将其划分成若干小块进行分
布式处理和计算，以提高计算的效率，同时小量的
计算也提高了计算的精确度。对于每一块的划分，
还是采用词条数做为主要的依据。设每一块的词条
数为 seg。然后，对这一块中的词条 SegPiv 进行统计
相关度计算 Simseg，即计算这一块的专业领域相关
度，计算公式将式（2）改为式（3）
。

∑

Simseg ( Seg P iv , Q) =

Lv ∈Seg Piv

f v * wv

∑ wt

(3)

Lt ∈Q

然后所以块的相关度取平均值，做为整篇学术
资源的相关度值，如式 4 所示。
(4)
Sim( P , Q ) =
Simseg ( Seg , Q)
i

∑

piv

seg _ num

通过式 4，可以计算出学术资源与专业领域的
相关度的值。为后续的判定提供支撑。
3.2 基于样本学习的阈值设定策略
上一节通过化整为零的方法求出了学术资源
与专业领域的相关度，接下来就可以进行主题判定
工作了。判定的原理同通常的判定问题一样，提前
设定一个阈值δ，然后将相关度与该值相比较。如
果学术资源的相关度值大于阈值，则可以判定该学
术资源属于该专业领域。
由判定原理可以分析出，判定准确与否的关
键，在于阈值δ的选取。如果阈值设定的过大，则

判定结果的准确度会提高，但是会将一些本属于该
领域的资源拒之门外。如果阈值设定过小，则更多
的非本领域的资源也囊括进来，没有起到原有的目
的。因此一个适当的阈值是方法性能好坏的关键。
不同的领域相关的材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特征词的涵盖量可能不在一个数量级别。因此，不
可以对领域的判定进行一概而论。样本学习的方
法，可以根据领域资源本身的特点来对判定进行调
控。通过对不同的领域资源进行采样分析，得到适
合该领域特点的阈值，可以增加判定的灵活性，提
高判定效率。
选取某专业领域 Q 相关资源 sam_num 篇做为
样本进行分析。对每篇样本进行上一节的化整为零
的相关度计算方法计算其相关度，绘制相关度曲
线，进行分析结果，其结果的平均值做为专业领域
Q 的学术资源相关度阈值δQ，其理论计算公式如
式 5 所示。

∑

δ Q = sam _ num

Sim( Psamt , Q)
sam _ num

(5)

式 5 中 Psamt 表示第 t 个学术资源样本，Sim(Psamt,
Q)表示第 t 个样本与专业领域的相关度值。
通过式 5 求出的阈值，有较强的专业领域依赖
性，较为合理的反应出该专业领域的学术资源的相
关度平均值。它反应的是个平均水平，应该比临界
值，也就是真正的阈值要高。所以，在进行判定时，
应该在平均值下滑一个小区间做为真正判定的阈
值，则阈值的计算公式应该对式 5 进行改进，得到
式 6。

∑

δ Q = sam _ num

Sim( Psamt , Q)
sam _ num

−ε

(6)

签来辅助研究人员判断。
学术资源的标签，是资源内容的核心，因此在
资源中出现的频率也较高。但它是必要条件，不是
充分条件。并不是出现频率越高的词的就是该学术
资源的标签。但是如果该词条同时又是专业领域的
核心词，由于该学术资源属于专业领域，则基本可
以认定其为该文献的核心词。
综上分析，对于学术资源的自动标签的选取，
应该考虑词频与权重两个因素。由于这两个因素的
取值范围不一样，将两个因素进行合并时，为了不
忽略掉较小的一方的取值，采用取这两个值的几何
平均数来求解该词的关键度 degree，如式 7 所示。
(6)
deg reei = frei * wi
不需要对学术资源中所有的词条进行关键度
的计算，只需要对词频高的前 m 项进行关键度计算
并进行排序，选择其实中值高的 x（m>x）项做为学
术资源的标签，供研究者参考。
4 测试与性能评价
本节以计算机领域相关学术资源判定为例，对
英文学术资源主题判定策略进行测试及性能评价。
先取一篇计算机领域科技文献一篇进行整体
计算和化整为零的策略计算进行比较测试，结果如
图 1 所示。
时间

关联度

2000

0.0015

1500

0.001

1000
0.0005

500
0

式 6 中的ε为一个下滑值。ε的具体取值将由
样本分析曲线来获得。具体的求解方法，将在第 4
节进行介绍。
3.3 自动标签
一篇学术资源的关键词或标签是表征该资源
内容的核心，一般的研究人员，通过关键词或标签
来对资源进行判断，要不要深入进行研读和学习[8]。
但是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学术资源都有关键词
和标签，并且现在所有的学术资源的标签为作者人
工加入。对于大量的学术资源，如果手动加入标签，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研究自动加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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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整体计算与化整为零计算比较

由图 1 结果可以看出，通过化整为零的策略可
以大大减小计算的时间，计算精度要高一些。
选取 100 篇计算机相关科技文献进行样本分
析，将每篇文献分为 200 个词一块进行计算。由于
篇幅有限，图 2 中展示部分结果示意图。其横坐标
表示切分块，纵坐标表示关联度的值。不同颜色的
线表示不同的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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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阈值经验初值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式 6 的计算计算机领域的阈值平均值为
δ=0.12。
主题判定的评价指标一般是准确率
（Precision）
、召回率（Recall）。其中，准确率是正
确判定为主题相关的学术资源数占判定为主题相
关的学术资源数的百分比，反映的是学术资源主题
判定系统的准确性；召回率是正确判定为主题相关

的学术资源数占实际上主题相关的学术资源数的
百分比，反应了学术资源主题判定系统的完整性。
选取学术资源（包括科技文献（PDF 格式、doc 格
式），个人主页，实验室网页）200 篇。通过人工处
理手段获取标准结果。其最后判定的结果如图 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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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判定结果分析

图 3 中对不同阈值的取值进行了分析，可以看
出当阈值为 0.118 时，性能最高，所以对于公式样
6 中ε取值为 0.002。

同时从图 3 中可以看出，提出的主题判定策略
可以有效的实现主题判定，其准确率召回率均达到
较高水平。

5 总结
随着计算机与网络的不断发展，信息爆炸时代
的来临，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和人力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寻找和鉴别与领域相
关的资源。这种人工进行整理工作量大、维护困难、
适应性差。急需利用计算机辅助自动判定领域学术
资源的方法。而大多数判定方法计算过于复杂，因
此，提出了一种简单的学术资源主题判定的策略。
该策略主要针对多样的英文的学术资源进行
统一处理。将各种学术资源进行统一格式转换，然
后进行与领域特征词进行主题相关度计算从而进
行领域判断。领域特征词的选取采用基于维基百科
的领域词条建立分层次词典。为了减小工作量，相
关度的计算采用化整为零的统计方法进行。并能够
根据计算结果，给资源自动加注标签，以方法专业
领域研究人员进行检索参考，提高研究效率。
通过对计算机领域的英文学术文献进行实验
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以有效的对英文学术资源
进行主题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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