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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元数据整合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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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介绍了掌握知识的 ! 个纬度方法与数据、信息、知识转换的相互关系，分析了在现实社会中，资源产生的过

程和类型，提出针对稳定的资源，用户可以按照各自使用习惯进行资源整合。在数学上和结构上，文章给出了元搜索的匹配
关系" 并认为在元搜索理论中，元检索结果整合和元整合检索两个方法已成为如今资源整合中实验与尝试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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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素材或资源。数据是应用知识、分析知识、评

言

估知识所需要的素材，新创造的知识也会变成别

数据、信息、知识是逐步发展和形成的。事实
上，它们是一种互补的过程。前人的知识、经验、教

人知识进化的数据或者知识。信息则是各个掌握
阶段所必需的。

训都是人们进行下一步创造的源泉。一旦新的知

实际上，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利用扎实的基

识产生，立即就变成了自己和别人下一次创造的

础知识（通用知识）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规律（隐

源泉——
— 数据和信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提

性或者显性的学术知识），然后对知识、技术进行

供给研究人员的数据、信息、知识必须是经过整合

改进、优化，从而创造出新的知识（理论）、产品（实

或者融合的。

用新型）、外观等。还有一种创造是依赖于实验环

在人们学习掌握知识的过程中，都要经历 /

境。在实验环境中，积累多种实验的数据，从中发

个阶段，即记忆阶段、理解阶段、应用阶段、分析阶

现一些规律，即便是不能上升为理论或者不能用

段、评估阶段和创作阶段。而在这 / 个阶段中，不

理论来说明，但这些实践结果也是一种成果。二者

同阶段对科技资源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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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讨论方便，本文把数据、信息、知识统称
为资源。

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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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学习掌握知识的 / 个阶段

资源的划分与管理体系

我国大部分资源产生与管理的实际关联关系
如图 " 所示。
图 " 展现了在中国现实社会中最常见的 - 个
相对稳定资源（出版物与学术作品、档案、专利、

在图 # 中，可以看到学习与掌握知识中的 / 个

产品、电子政务信息资源）产生的事实关系，以及

阶段，而信息、数据、知识是这 / 个阶段中必不可

不同的管理机构与体系。中图分类法：针对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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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主要资源产生与管理示意图

出版物和学术作品的管理；产品分类法：针对商
品交换与流通的管理；专利分类法：针对发明、实
用新型、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的管理；档案分类

资源整合方法。

"

资源整合的方法

法：针对各个行业的过程文件的管理；电子政务

下面我们先定义一组集合：

目录法：针对全国各级政府文件的管理。还有教

中图分类——
— $%、产品分类——
— &%、国际标准

育专业分类法，这属于专业分类，对于不同行业

专利分类——
— ’&%、档案分类——
— (%、电子政务分

可以使用很多相同的专业的分类。对于现实社会

类——
— )%、领域集合——
— *%。

的人，更熟悉的是所从事行业、所属专业的知识
体系，而不是用于文献、档案、专利、政务、产品等
的资源管理体系。
在网络化与数字化的时代，这 # 类资源和对
应的管理方法，已经在各自的专业范畴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但是，使用者只能分门别类地进入这些
不同的资源系统中去。而对于实际研究的需要，却

根据上述集合可以发现，集合 *% 属于 $%、
&%、’&%、(%、)%，即
*% # + $% &% ’&% (% )% ,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个 *% 的时候，需要与$%、
&%、’&%、(%、)% 等建立交换资源空间 %%。
由此可见，*% 是通过 %% 与 $%、&%、’&%、(%、
)% 相关的。

存在资源产生与管理的区分与混合、专业与行业

*% - %% + $% &% ’&% (% )% ,

的区分与混合、自然知识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区分

那么，这个交换空间如何实现？笔者认为，在

与混合等。

$%、&%、’&%、(%、)% 要遵守各自的建立标准，因为

由于存在这些区别与混合，在资源服务组织

这些部分是稳定的，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需要在

的时候便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既要满足资源原有

$%、&%、’&%、(%、)% 中增加复分的部分。因为很多

产生与使用的群组合现实需要，也要实现不同资

事务同属于多个大类是经常发生的事实，而归类

源互相跨越和多组合地提高信息服务发现、利用

管理单一化是没有遵循事实客观规律的。

率的需求。于是，笔者根据数字图书馆和科学数据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提出以元数据技术为核心的
万方数据

建立 %% 有两个方法：应用结果交换法和原始
元素重组交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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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结果交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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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元素重组交换法

假定：

假定：

%&、’&、(’&、)&、*&、&& 有各自的应用系统，

%&、’&、(’&、)&、*&、&& 有各自的元数据元素

分别为 )%&、)’&、)(’&、))&、)*& 和 )++。在各自

集 ;$ 到 ;>，并且这些元素都是遵循某一类标准

的应用系统中具备检索功能和链接对象功能。检

规范的。那么 && 的索引集 (>?@A ++ 为：

索结果计为 ,，链接对象计为 %。那么 )++ 为：

-<.
（$）

公式 - $ . 表示了不同的检索结果集合抽取最

这里的

小公共集合的整合原理。
根据公式 - $ . ，可以建立多种检索结果的最小
公共集合整合方法。在数字图书馆领域，这个整合
方法已经被广泛采用。在系统体系结构上，不需要
对原来的 )%&、)’&、)(’&、))&、)*& 应用系统做
改造，只需要针对各个应用系统的 , 函数做匹配，

公式 - < . 表示了元重构与索引重构集合整合
原理。
根据公式 - < . ，首先是不改变 %&、’&、(’&、)&、

在各个应用系统检索结果返回后，保留原有的 %

*& 的元数据元素的结构，保证原始资源层的稳

函数。在所有的 , 返回后，对最小共集（各个应用

定。根据需要重新建立 && 的元数据的元素，大部

系统元数据解释含义相同的元素）进行排序，结果

分元素直接来源于原始稳定数据元素，然后根据

给出，含 % 关系。

这个重建的元数据元素建立新的索引集。

此法存在以下问题： ! 无法针对使用的需要

重构 && 的原则是基于多种数据结构，适应使

给出最合理的元素集合； " 同类资源的重复判断

用者共性的习惯，从而保证最大比例的用户利用

整合困难，只能多次重复排列。

这个重构的 && 层，并发现和获得所需要的资源；

此法的基本要求是：各种应用系统有检索功

重构的 && 层必须能引导到对应引出的数据结构

能，可以是 / 0 , 结构也可以是命令行结构；各种应

层、对应的记录号层；在抽取索引时，重构的 && 层

用系统检索结果数据结构存在最小共集；&& 系统

要方便使用者进行检索、排序等。

可以把用户检索命令分别转换成各个应用系统的

<66! 年以后，国内的清华同方知网在元重组上

检索表达式，可以接收并解析各个应用系统的检

进行全新的构造。在图书馆研究的 BC/C 也是一种

索结果数据、数据包，可以根据最小共集原理，整

重构的标准。DAEFGHFI 公司的 ’HFJK 产品 1 ! 2 就是一个

理接收到的所有数据，进行排序、整理、显示。

元整合以后的应用产品。国家发改委等 $< 部委开

此法的高级要求1$2是：
可以利用 3"4# 56、
(,7$6$86
0 $6$8$ 等标准进行机构应用系统互操作；可以转
换成 3"4# 99 的标准进行链接；可以转换成 :;%
文件的格式 进行交换。
1"2

的标准建

议中，也强调了这个类型。元搜索可以上升成为数
学表达关系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万方数据
—!!—

数据元素层的，
是基于 (,7 L&<$$ 标准进行的。
重构 && 需要在交换元素层中进行，所以这个
层要遵循一定的标准，目前大部分的重构都是基

1<2

在美国 =(,7 标准委员会关于元搜索

发的基于 *(, 的资料信息交换系统，也是重构这个

于都柏林元数据标准的。
此法的优点是可以结合使用共同特点构造元
数据元素，可以最大限度地适应使用者的习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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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整合系统：元搜索 $ 门户解决示意

最大的问题是当没有资源的原始元数据时这种整

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在目标系统文档中建立了元

合是不可能进行的。同时，都柏林元数据描述更复

数据要素和重建索引层。国外对这个系统的定义

杂的元数据时也存在较大的限制。

是本地中央索引解决方案，属于典型的元整合结

#’ #

混合法

构。67789: 则属于这个模型。

在应用结果交换法和原始元素重组交换法的
具体使用过程中，都有一定的约束性，所以，对于
没有资源元数据的，采用应用结果交换法；有资源
元数据的则采用原始元素重组交换法，再建立 /00

混合结构就是把图 ! 作为图 # 的一个子系统
集合在一起。
综上所述，元搜索实际上是在元检索结果集
的整合和元整合利用的基础上实现的。

组合到其中，形成一个混合的整合方式。

!

图 # 是基于检索结果进行整合的结构示意图

结

语

。
整合的远程互操作的接口是 3445 和 %#&’ "(，
在

在对不同行业主管的信息平台需要进行整合

互联网上网站已经具备了检索的功能。在本地互操

时，最好采用检索结果集最小共集的整合模式，这

作的接口可以是专用的，也可以是符合 %#&’ "( 的

个方法的投入很小，不会打破原来行业的应用体

标准。在国际对于基于检索结果集进行整合的系统

系。在不同资源供应服务商的产品中这个模式是

称之为检索门户。这个方法与 67789: 的检索最大的

最常采用的一个方法，是非常简单有效的。

1 "2

不同，
就是不在本地建立元数据层和索引层。那么，

对由行业牵头并提供经费的各个机构的资源

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取有效的和对于本

进行整合时，最好采用重构索引集的整合方式，这

身有用的资源。67789: 无法在用户需要的专业类型

个方法有利于保留最有价值的字段帮助使用者进

资源上进行进一步的选择，而这种 /00 的模型是一

行发现，也不破坏原有的应用体系，只是需要重新

个非常成熟的架构模型，用户可以挑选需要的专业

构造一个层，这个层最好是利用技术手段进行处

资源类型，组配检索结果的数量等。所以对于使用

理，而不要采用重新加工的方法。清华同方知网工

者，这种类型的整合可以提高检索的效率。在国内

程在 <((! 年就使用重构和技术并举的方法进行

数字图书馆中，这种模型被称之为统一检索、单一

了整合，以发改委牵头的基于地理信息为基础的

检索或智能检索等。

=< 个部委资源的整合是通过技术方法整合各个要

图 ! 是基于重构索引进行整合的结构示意图 。
1;2

万方数据

素后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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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

本地中央索引集合

对于目标索引规则

索引器

互联网
本地 # 远程链接关系

本地文档文件

本地文档文件

图!

文档文件

整合系统：本地中央集中索引解决示意

在这个领域中，下一步的发展主要是对应用

/008

系统包括命令集、应用网关、数据封装等的进一步
规范和标准化，逐步在元数据层实现规范化，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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