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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数据库Neo４j的宋代镇江诗词

知识图谱构建研究

□李永卉∗　周树斌　周宇婷　卢章平

　　摘要　为使诗词研究顺应大数据环境下的发展,有效分析诗词领域内知识间的关系,本研究

将本体与图数据库技术相结合,提出诗词领域内知识图谱的构建方案.文章以宋代镇江诗词为

例,在对诗词相关数据进行采集与分析的基础上,借助Protégé工具对诗词本体进行构建并生成

RDF数据.使用语义插件完成RDF数据到图数据结构的映射后,通过Neo４j图数据库对诗词本

体数据进行存储,完成宋代镇江诗词知识图谱的构建.结果表明,构建宋代镇江诗词的知识图

谱,将诗词、作者、地点、时间、典故等数据以图数据的形式存储,实现了检索、分析与利用的功能,
为今后诗词领域知识图谱的深度开发与数据存储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知识图谱　图数据库　宋代镇江诗词　Neo４j
分类号　G１２２;G２５０．７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７

１　引言

镇江是长江下游的重镇,“雄峙江南,群山拱

卫”,“襟吴带楚,控南拒北”[１],历来为兵家必争之

地,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曰:“京口自东晋以来,屹为重

镇.”[１]尤其“自大运河开凿后,镇江成为江河交汇处

江南运河段的起点”[２],成为沟通南北的交通枢纽,
无数文人墨客驻足.两宋时期,镇江因为特殊的地

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积淀,产生了一批非常有特色的

诗词.这些诗词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宋代镇江的风

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变迁,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

值.然而在海量诗词数据背景下,传统研究方法往

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处理和分析

数据,较难满足大数据时代的研究和应用需求.
在数字人文背景下,人文学科与现代信息技术

关系愈发紧密,文化与科技融合程度日益加深[３],为
诗词研究的现代化转型创造了契机.在大数据时

代,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在处理海量

数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数据预测和决策制定

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数据描述上有所不足[４],
知识图谱则具有强大的数据描述能力,可弥补这方

面的不足.知识图谱概念最早由谷歌公司于２０１２

年提出,是一种基于图的数据结构,由节点和边构

成,可用于描述客观世界存在的实体概念及其相互

关系[５].在知识图谱中,各节点表示客观实体,节点

间的边则用来表示实体与实体间存在的关系.可以

说,知识图谱是关系的最有效表示方式,它把异种信

息连结起来形成关系网络,从而可以从关系的角度

去分析处理知识实体单元,这种表示方式非常适用

于诗词领域的概念表达.
目前知识图谱已在众多领域中应用,在诗词研

究中,也有了一定的探索实践.如崔京菁等运用知

识图谱对小学语文古诗词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与应用

的探讨[６];冯俐通过 Neo４j图数据库对中学语文诗

词的知识图谱进行了构建[７];李畅、贾丙静等提出了

构建唐代诗词知识图谱的简单方案[８－９];周莉娜等

基于知识图谱完成 KnowPoetry平台的设计,支持

和提供唐诗知识探索、时空轨迹、语义查询等知识服

务[１０];刘昱彤等基于诗词的注释和词语的词典解

释,从词语的维度构建古诗词图谱,进行相关推理与

分析实践[１１].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的“唐诗别苑”也
是基于知识图谱实现的全唐诗语义检索与可视化平

台[１２];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则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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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宋元学案知识图谱及宋代学术传承知识图谱

等项目成果[１３].这些研究验证了知识图谱与诗词

研究相结合的可行性,但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

尚待提高和深化.虽然诗词结合知识图谱的研究成

果颇丰,但是目前将诗词与知识图谱结合的相关研

究主要是宏观层面的把控,缺少微观、精细化研究,
更多关注和描述了诗词的外部特征,对其内容关注

不足,如对诗词资源中的地域属性关注不够,对诗词

的背景、典故、情感等内容挖掘不足,缺乏对相关资

源的关联化研究.因此结合知识图谱,深度挖掘宋

代诗词背景、内容、地域特征等,符合当前诗词研究

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将关联数据视为一种语义知识图谱,

而将基于图数据库实现的知识图谱视为广义上的知

识图谱,前者注重知识的发布与关联,后者则是知识

挖掘与计算能力突出[１４].二者虽有一定差异,但总

体而言都包括知识的抽取、融合与加工等典型知识

图谱构建过程[１５],一定程度上两类方案通过相互结

合可以打破二者的局限与制约,从而实现优势互补.
基于图数据库实现的知识图谱和关联数据的结合,
无疑会成为知识图谱领域内研究的新增长点,这也

为诗词领域的知识图谱构建提供了新的启示.之前

已有通过本体与关联数据技术进行宋代镇江诗词资

源关联组织方案的研究[１６],本文引入基于图数据库

实现的知识图谱技术则是对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深

化,实际上实现了将关联数据与广义知识图谱的结

合.一方面,本研究对数据的存储结构进行了优化,
由关系型数据的存储模式转为非关系型的图数据存

储结构,充分利用图数据结构的优点,在保证数据关

联性的同时,提高了查询和计算的效率;另一方面,
借助知识图谱进行数据间关系的揭示和知识推理,
挖掘隐性知识,并在表现形式上进行改进,用知识图

谱的结构对领域内知识元进行更为直观的展示,便
于用户理解;同时,在内容上也更加深入,在“诗”
“人”“地”的基础上进行维度的拓展,引入“时”和
“事”,即增加了在时间层面的具体描述,并引入典故

构成事件元素.因此.本文提出通过建立诗词知识

图谱数据库,实现以图数据的形式对宋代镇江诗词

资源进行存储,探索将图数据库技术应用于诗词研

究的可行性,有利于在大数据背景下进一步探讨诗

词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
本论文首先广泛收集宋代镇江诗词数据,包括确

定数据来源、采集和分析数据.然后通过Protégé构

建本体,以本体为基础,运用Protégé软件进行诗词领

域的本体构建,分析其中的知识结构,明确领域内的

本体概念,针对领域内逻辑概念进行限定,确定关系

属性,利用定义规则的方式导入实例,形成RDF数

据,完成对知识与数据的组织,从而为知识图谱的构

建奠定基础.最后通过 Neo４j图数据库实现对于

RDF数据的存储,构建诗词知识图谱,利用Cypher语

言对诗词中的实体、关系以及属性进行设计、编译,使
诗词知识图谱可以呈现清晰的节点关系结构,并且利

用该图数据库进行交互式查询和关联化推理.这样

就为诗词的知识组织提供了方法基础,为今后诗词资

源的研究和利用提供了模型上的借鉴参考.

２　数据获取与分析

２．１　数据来源与采集

本研究所需数据主要包括镇江地名数据、通过

地名数据确定的诗词数据、以及诗词相关的作者数

据.数据采集主要以谭其骧先生编的«中国历史地

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标注的地名为据,并利用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和
其他相关史籍、地方文献,系统搜集镇江在宋代及以

前的相关地名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地点间关

系的归纳,包括异名、旧称、简称以及地名间的从属

关系.将镇江主要地名确定后,再进行诗词相关数

据的采集,宋诗的题目和内容数据来源于全宋诗分

析系统,宋词来源于诗词在线网、古诗文网等网站,
网络收集后,通过权威文献,如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版«全宋诗»和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全宋词»
等书籍进行校对.人物数据主要采集自国家图书馆

规范档、中国基本古籍库、全宋诗分析系统、国家图

书馆的历史人物数据库等,同时辅以«宋史»«宋会要

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宋

代基本史籍,以及«全宋文»、作者个人的诗文集、地
方志、碑刻等重要文献.对初步采集的数据进行逐

条筛选,剔除无关数据,使得搜集的数据准确可靠,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数据采集完成后,将采集到的数据根据属性特

点和彼此间的关系信息,结构化保存并赋予相应标

签,录为CSV格式文件存储.其中,诗词数据包括

题目、正文、作者、相关地点、创作时间、创作背景、用
典、诗词ID等内容,词数据还包括词牌内容;人物数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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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包括姓名、朝代、字、号、生年、卒年、籍贯、人物小

传、诗词ID等内容;地点数据则包括地名及地名

ID;此外对相关数据字段还有文献来源版本的标注.
共计收集到与宋代镇江相关诗１００５首、词１４５首、
作者３４１位、地名８９处.

２．２　数据分析

宋代镇江诗词的数据收集完成后,基于南宋与

北宋的时代背景,对采集到的诗词和人物数据进行

分析,由于部分作者生卒年份不详,本研究选取了具

有明确时代背景的人物及其诗词作品来分析,共选

出３８０首北宋诗、３０首北宋词、４７２首南宋诗、８７首

南宋词.分析来源数据,对诗词作者进行统计发现,
北宋作者主要包括苏轼、梅尧臣、王安石、蔡肇、苏颂、
吴则礼等,南宋作者主要包括刘宰、杨万里、陆游、文
天祥、章甫、戴复古等,作者与镇江的关系主要包含途

经镇江、籍贯为镇江、在镇江任职、徙居镇江等.
诗词内容方面,使用ShapeWordle工具[１７]对两

宋镇江诗词内容进行分词与可视化展示,具体如图

１所示(其中图１(a)为北宋诗的关键词,图１(b)为
南宋诗的关键词,图１(c)为北宋词的关键词,图１
(d)为南宋词的关键词).去除镇江典型地名词语

(如京口、金山、海门等)后发现:北宋诗的核心词语

为“江山”“楼台”“不见”“不知”“万里”等,北宋词的

核心词语为“夕阳”“灯火”“行乐”“东风”“扬州”等;
南宋诗的核心词语为“长江”“万里”“中流”“不知”
“江山”等,南宋词的核心词语为“英雄”“人间”“江

山”“万里”“长江”等,从中可以看出两宋诗词风格具

有一定的差异性.
诗词的情感方面,使用ROSTCM 工具[１８]对两

宋的诗词分别作情感分析发现,北宋诗积极情绪占

比２１４０％,中性情绪占比４６２９％,消极情绪占比

３２３１％;南宋诗积极情绪占比２１９３％,中性情绪

占比４６７１％,消极情绪占比３１３６％;北宋词积极

情绪占比１３３６％,中性情绪占比６０３７％,消极情

绪占比２６２７％;南宋词积极情绪占比１８６７％,中
性情绪占比５２４０％,消极情绪占比２８９３％,总体

而言,两宋镇江诗词的情感表达倾向较为接近,均为

消极倾向大于积极倾向.通过进一步考察诗词内容

和两宋镇江的政治地理环境[１９],发现其情感产生原因

不尽相同,这是由南宋和北宋时镇江所处的地理位置

和政治局势决定的.北宋时期,镇江为南北交通枢

纽,官员谪宦旅途的必经之地,北宋文人吟咏镇江多

是注重秀美的山河风光,旅途中抒发的也多是送别或

羁旅行役中的感伤之情,更多的是注重个体情感的阐

述.到了南宋,镇江属于前沿阵地,是抗击金和伪齐

的战区,诗词中对镇江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给予了更

多关注,情感态势也是更加偏向家国情怀,如此就形

成了浓厚的慷慨悲凉、忧国忧民的诗词风格[２０].综

上,对所采集诗词的数据分析,虽然不能做到百分百

全面,但已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

两宋三百余年镇江的社会风貌和学士文人之思想感

情,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用意义.

图１　两宋镇江诗词内容关键词可视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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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宋代镇江诗词领域本体建模

本研究首先应用Protégé本体软件工具,进行

宋代镇江诗词本体建模、实例的导入,以及模型的可

视化呈现,形成RDF三元组数据,完成对诗词知识

与数据的组织,成为领域内知识图谱构建的基础.

３．１　核心类的定义

基于上文对于宋代镇江诗词数据的提取和分

析,结合数据的结构特点,拟使用Protégé软件工具

对宋代镇江诗词本体进行构建与描述.为保证语义

推理的正常进行,需对各本体概念进行定义说明.
调研发现,目前可供利用的本体模型无法满足诗词

资源组织描述的需要,故通过复用现有本体词表与

自建本体词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体的构建.基于

本体的通用性原则,通过directimports的方式对

dc、dcterms、foaf、geonames[２１]、上海图书馆开放数

据平台本体(包括人名规范库、中国历史纪年表、地
理名词表等)[２２]等国内外通用本体进行复用,同时

自定义词表实现对诗词核心类和属性的描述.不同

本体间相同的实体属性通过equivalentto进行等同

处理,从而实现多本体间类和属性的共享与关联.关

于自建本体词表的设计,首先自定义IRI为http://

www．region_poem_ontology．com,通 过 Protégé中

class标签对本体中的核心类进行定义与规范说明,为
充分描述诗词的时空与事件属性,将时间与事件单独

设为两类,此外增设版本来源类用以交代相关数据字

段出处,故利用class标签创建诗词(poem)、人物(perＧ
son)、地点(place)、时间(time)、历史事件或典故(alＧ
lusion)、版本来源(editonSource),类下包括子类,如
诗词 包 括 诗、词 两 部 分,地 点 包 括 人 工 建 筑

(building)、自 然 景 观(naturalLandscape)与 地 域

(region)三部分,且可以进一步细化,如时间包括朝

代(temporal)、年号(reignTitle)、公元纪年(comＧ
monEra)、历史年号纪年(reignTitleEra)等.最终

的核心概念层级结构以结构树的形式展现,如图２
所示.

３．２　属性创建与实例导入

宋代镇江诗词领域本体类创建完成后,需要对

各类属性做出定义和描述.属性由对象属性和数据

属性两部分组成,其中对象属性用于定义类之间的

关系,定义域和值域均为类;数据属性则用以描述本

体类的数据类型,定义域为一种或多种类,值域为某

一指定的数据类型[２３].在Protégé软件工具中,通

图２　本体概念层级结构

过ObjectProperties标签对镇江诗词对象属性进行

构建,以各类间的关系为依据进行相关对象属性的

定义,对象间的关系可以是异类间的,也可以是同类

间的,如hasWriter,其定义域(Domain)为poem,值
域(Range)为person,表示诗词的作者是某人;plaＧ
ceOtherName,其定义域与值域均为place,表示了

同一地点的异名或别称;placeShortName与placeＧ
Fullname定义域与值域为place,表示了同一地点的

简称与全称,二者具有相反(inverse)的关系;visited
与wasVisitedBy则互为相反关系,代表了人物(perＧ
son)与地点(place)间到访与被到访的关系,对象属

性的具体设置如图３所示;数据属性的创建则通过

DataProperties标签来进行,根据采集诗词数据的

实际情况,定义了２５个数据属性,设置数据属性如

图４所示.属性设置完成后,利用Protégé的 OnＧ
toGraf插件进行本体模型可视化展示,如图５所示.

建立本体模型架构并对类和属性进行定义后,
制定规则,导入诗词、人物、地名、时间、事件等实例

(individuals)数据,形成领域内知识组织架构体系.
以地点(place)数据中建筑(building)类别中的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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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阁(pavilion)的实例数据为例,进行可视化展示,
如图６所示.其中包含了pavilion类中各实例数

据,各地点数据的全称、简称、异名均单独设定了对

象实体,并通过对象属性的设置来建立各实体间的

联系;图右以“北固亭”为例展示了其相关属性信息,
如URI,对象属性包括所属地点、相关诗词、异名等,
数据属性如地名、地点ID.数据的实例化完成后便

可生成RDF数据,成为宋代镇江诗词知识图谱的理

论及数据基础,为领域内本体开放、共享及互操作等

应用提供底层逻辑支持.

图３　对象属性设置

４　宋代镇江诗词知识图谱

本文使用的 Neo４j是一种基于Java的开源图

数据库,其采用具有自由邻接的图存储结构,比传统

的关系型数据库具有更好的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在
查询方式与效率方面明显优于基于OWL文档的查

询与存储方式[２４],同时Cypher查询语言为其提供

了简便有效的表达方式[２５].故本文使用Neo４j图数

图４　数据属性设置

图５　本体模型可视化

图６　地名实例数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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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来完成RDF数据的存储,构建宋代镇江诗词的

知识图谱,基于对已有节点间关系的设定,通过计算

(如图遍历、路径计算)和推理的方式可以得出所需

的知识单元内容.

４．１　映射匹配分析与本体知识存储

上文通过Protégé构建宋代镇江诗词本体模型

并生成RDF数据,从而建立起领域内知识框架及本

体类与属性和实例间的映射关系.RDF数据由多

个三元组构成,三元组＝＜主语,谓语,宾语＞[２６],
本身便具有语义网络结构,为知识图谱构建提供了

具有统一标准规范的表现形式[２７].RDF数据能够

与图数据结构相互匹配映射,可通过图数据库实现

对宋代镇江诗词本体知识的存储.Neo４j图数据库

主要 包 含 节 点(node)、关 系(relationship)、属 性

(property)、标签(label)和路径(path)等五类元素,
节点和关系皆可以创建多种属性元素,属性通过键

值对表示且都是独立存储的[２８].本文的诗词RDF
数据与Neo４j模型中的元素主要从节点、关系及属

性三个方面进行对应,Neo４j中的节点与本体中的

类名和实例名一一对应,其他类型节点则根据已定

义的语义框架创建多个键值对;关系与本体中的对

象属性相对应,如类与实例间的“instanceＧof”关系,
诗词与诗人间的“hasWriter”“created”关系;属性则

是与本体中的数据属性进行对应,例如,“person”对
象的数据属性主要包括“person_name”“person_ID”
等,“poem”属性包括“poem_title”、“poem_ID”等.
这样就做到了本体数据到Neo４j存储的完整映射.

本文所使用的Neo４j版本为Neo４j社区版(３．５．
１３),RDF作为用于数据交换的 W３C标准模型,

Neo４j本身对RDF数据格式是不支持的,通过使用

插件NSMNTX[２９]实现在 Neo４j中使用RDF,无损

地将RDF数据存储于 Neo４j中,可随时导出导入

RDF而不会出现数据丢失的问题,并且可在 Neo４j
上进行模型映射和推理.完成插件的配置后,通过

semantics．importRDF方法导入RDF数据,该方法

以其最基本的形式仅使用URL字符串来访问RDF
数据和序列化格式,导入URL所返回的三元组并将

其持久化到Neo４j中.

Neo４j导入RDF数据后,对各属性关系进行调

节,对可视化效果如节点与关系的颜色、显示的主属

性等进行调整,就可以对宋代镇江诗词知识图谱进

行构建.Neo４j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各实体节点进行

图遍历及节点间路径关系的计算,若已知节点间的

关系,可直接依托于节点间的关系对所需内容进行

查询,在未知节点间关系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查询路

径的方式对节点间的关系进行挖掘,路径设置的深

度影响所得结果的深度;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已有的

逻辑关系实现隐性数据关系的发现与挖掘,完成对

节点间关系的推理.通过知识图谱展现的方式极具

整体性,一目了然,且其结构属性适用于对检索结果

的进一步挖掘和深入,在得到查询结果的基础上,可
以推理出检索结果以外的隐性知识内容,以关联的形

态对诗词领域内的知识元进行充分的调动和利用.

４．２　结果展示和查询推理

完成Neo４j对本体知识的存储后,可使用Cypher
进行查询和推理.通过Cypher语言可以对数据库中

的数据进行增(CREATE)、删(DELETE)、改(SET)、
查(MATCH)操作,方便地实现对诗词、作者、地点等

实体及相关关系的检索、遍历和导航功能.生成的

知识图谱通过颜色差异将不同实体类型的节点区别

开来,节点间的边代表了不同实体间的关系,如连接

作者实体与诗词实体之间的有向边,表示诗词与作

者间存在的创作及被创作关系.对构建的知识图谱

进行查询,如,查询地点“西津渡”相关的诗词内容,
通过Cypher语句查询后,可得到“西津渡”诗内容,
点击节点后可得到距离其路径为１的全部节点,拓
展了Neo４j查询的易操作性.本文对查询相关内容

进一步延伸,得到“西津渡”相关的全部知识图谱内

容,如图７所示,不仅得到了与“西津渡”直接相关的

诗词内容,还发现“西津渡”具有“西津”的简称,具有

“蒜山渡”的异名,且可以进一步发现与“西津”和“蒜
山渡”相关的诗词,且图中的各节点关系的属性可以

进一步展示.
通过推导实体间的路径关系,可探讨实体间的

联系,如查询“辛弃疾”关于“北固山”的诗词,结果如

图８所示,可以发现“辛弃疾”并未创作内容直接涵

盖“北固山”的诗词,但是两首词与“北固山”密切相

关,其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题目与

“北固亭”相关,而“北固亭”地属“北固山”;而“«南乡

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一词题目与“北固亭”相
关,内容与“北固楼”相关,而“北固亭”与“北固楼”互
为异名,为同一地点(«嘉定镇江志»云:“北固楼或名

为亭”)[３０].由此,“辛弃疾”“北固山”及其相关诗词

间的关联便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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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知识图谱查询示例

图８　知识图谱路径计算

　　本文调研的诗词为作者到访某地而创作的诗

词,基于这层关系建立作者与诗词直接相关地点间

的关系,未对关系进行延伸.对构建的知识图谱进

行实体间关系的推理,通过上文“辛弃疾”到访过“北
固亭”或“北固楼”,而“北固亭”地属“北固山”,可以

推导出“辛弃疾”与“北固山”也应存在到访与被到访

的关系.基于这一逻辑,可以认为若作者到访过某

一地点,该地点还存在上位类的地点,则作者应与该

上位地点同样存在到访与被到访的关系.我们从这

一事实出发,进行作者与地点间关系的推理,推理后

的知识图谱如图９所示.
对诗词内容进一步探析,还是以“辛弃疾”所作

的“北固山”相关的两首词为例,在诗词、人物、地点

的基础上生成典故、相关历史人物、时间、诗词类型、
版本来源等节点,具体如图１０所示.可以发现,“辛

图９　知识图谱推理示例

弃疾”的数据来源包括«宋史辛弃疾传»«宋会要辑

稿职官»«全宋诗»中的作者小传;辛氏的两首词创

作时间相近,其中«永遇乐»的创作时间为开禧元年

(１２０５),而«南乡子»的创作具体年份为嘉泰四年

(１２０４)或开禧元年(１２０５)[３１].京口地区在南宋属

两浙西路镇江府[３２],在诗词的创作背景属性中可以

发现,这一时间段,辛弃疾以六十五岁高龄出任镇江

知府(嘉泰四年三月到任,开禧元年六月改知隆兴

府)[３３－３４].镇江的北固山濒临大江,以险固得名,三
国时期,与曹操争衡的孙权曾在此处屯兵.南北朝

时期,曾经北伐中原取得胜利的宋武帝刘裕也在此

起家;后刘裕之子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举兵伐

魏,结果兵败,北魏太武帝反攻,曾一度挺进镇江对

岸的瓜州(扬州).到南宋绍兴四十一年(１１６１),金
主完颜亮攻陷扬州直逼采石,镇江一度面临严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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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直到虞允文在采石矶胜利,才解除危机.“这些

旧事,远的已有千年,近的也快半个世纪了,但在作

者的脑海中都被这一座饱经沧桑的名城联系了起

来”[３５].所以作品中用典较多,通过“孙权”“刘裕”
“刘义隆”“王玄谟”“拓跋焘”“廉颇”等诸多历史人物

事件,表达了辛弃疾主张北伐又反对草率行事以免

重蹈刘义隆“仓皇北顾”覆辙的思想,且自比廉颇抒

发了老骥伏枥的悲愤,后者则通过赞扬孙权的英雄

气概讽刺了南宋统治者的无能,二者皆展现了诗人

的爱国主义情怀[３６],作品“风格明快,情调昂扬,充
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因此,通过辛氏的两首词也

直接地加深了“北固亭”或“北固楼”这一地名意象的

文化内涵,对于“北固山”的文化特色建设也颇有益

处.通过对诗词的时空背景、典故或相关历史事件、
相关历史人物等内容的多元化呈现,一种历史的画

面感油然而生,诗词所蕴含的情感以及作者的创作

意图跃然于眼前,进一步突出了诗词中包含的地方

文化底蕴,知识图谱的优势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本研究主要通过Protégé结合 Neo４j来

实现本体与知识图谱的结合,将其应用于诗词研究,
突破了现有研究中对诗词内容属性揭示不足的局

限,对诗词进行了“诗”“人”“地”“时”“事”的全方位

探讨和多维度分析,从诗词知识内容的背景、典故、
情感、地域特征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挖掘与组织.同

时,充分利用Neo４j架构灵活、性能可靠、可扩展性

强且可用性高等优势,使用Cypher语言高效准确地

完成对数据的检索与推理,克服了现有研究中使用

关系型数据库存在的低效与不足,且速度比基于本

体语言的查询推理更快.因此,本研究验证了将图

数据库应用于诗词知识图谱构建的优势,为未来诗

词领域的发展研究带来更多可能.

５　结语

本文通过对宋代镇江诗词资源进行调研与采

集,对采集到的数据中的诗词、诗人、地点、时间、典
故等实体属性逐一进行提取,在本体构建的基础上,
通过图数据库完成对诗词知识的结构化存储,实现

对宋代镇江诗词知识图谱的构建,并可进行多种查

询检索和推理,细粒度地实现了对各部分实体属性

的关联,方便对于诗词资源的调用.本文研究的不

足之处在于,宋代镇江诗词知识图谱构建过程中,辅
助了大量人工手段对各部分数据进行筛选与甄别以

保证数据的准确,对于命名实体识别的任务仍无法

自动完成,研究的维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后续研究

需建立古诗词文本标注的语料库,在诗词知识单元

上进一步细化拓展,同时可将知识图谱与更多的数

字人文技术框架结合使用,共同来完成对古诗词的

知识组织与开发利用.

图１０　诗词内容示例

９５

基于图数据库Neo４j的宋代镇江诗词知识图谱构建研究/李永卉,周树斌,周宇婷,卢章平
ResearchandImplementationonKnowledgeGraphofZhenjiangPoetryinSongDynastyBasedonGraphDatabaseNeo４j/LiYonghui,ZhouShubin,ZhouYuting,LuZhangping　　　



2021

年
第2

期

　　本文立足于宋代镇江诗词资源完成对诗词领域

知识图谱的构建,但其应用价值不拘泥于对宋代镇

江这一时一地诗词的知识组织.古诗词内部属性和

外部特征结构具有一定的共性,故在现有数据的基

础上从内涵和外延均可进一步扩展,所采用的方法

与技术路线对于整个诗词领域具有普适的借鉴意

义.构建诗词领域的知识图谱有利于完善诗词资源

的整合利用,促进诗词知识的关联共享,在应用场景

上既可为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也可为专家学者

提供可靠又全面的诗词知识搜索服务,还能为社会

大众提供通俗易懂的诗词文化普及教育,从而推动

地方历史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本文工作的意义

在于,拓展了宋代镇江诗词的研究方法和范畴,更好

地对诗词本体数据进行了展示和存储,可为诗词文

化领域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演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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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andImplementationonKnowledgeGraphofZhenjiangPoetry
inSongDynastyBasedonGraphDatabaseNeo４j

LiYonghui　ZhouShubin　ZhouYuting　LuZhangping

Abstract:Inordertoadapttheresearchinthefieldofpoetrytothedevelopmentofbigdata,toeffecＧ
tivelyanalyzetherelationshipbetweenknowledgeinthefieldofpoetry,andtocombinetheontologytechＧ
nologywithgraphdatabasetechnology,aconstructionplanofknowledgegraphinthefieldofpoetrywas
proposed．ThestudytakesZhenjiangpoetryinSongDynastyasanexample．BasedonthecollectionandaＧ
nalysisofrelevantdataofZhenjiangpoetryinSongDynasty,theProtégétoolwasusedtoconstructtheonＧ
tologyinthefieldandtogenerateRDFdata．AfterusingthesemanticplugＧintocompletethemappingof
RDFdatatothegraphdatastructure,thepoetryontologydataisstoredthroughtheNeo４jgraphdatabase
tocompletetheconstructionoftheSongDynastyZhenjiangpoetryknowledgegraph．ItshowsthatThe
Neo４jgraphdatabasewasusedtoconstructtheknowledgegraphofZhenjiangpoetryintheSongDynasty,

whichrealizedthefunctionsofstoringpoetry,poet,place,timeandallusionsintheformofgraphdatafor
analysisandretrieval．Theresearchresultsprovethefeasibilityofthemethodandlayafoundationforthe
furtherdevelopmentanddatastorageofknowledgegraphinthefieldofpoetry．

Keywords:KnowledgeGraph;GraphDatabase;ZhenjiangPoetryinSongDynasty;Neo４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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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xploratoryAnalysisontheInterdisciplinaryKnowledgeDiffusion
intheInternationalStudiesforDigitalHumanities

WangJingjing　YeYing

Abstract:Digitalhumanities,asanemerging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field,hasreceivedgreatattenＧ
tionfrommanydisciplines．Theinterdisciplinaryknowledgediffusionofdigitalhumanitiesisexploredin
thisarticle．UsingdatasetfromWebofScience,weconductinterdisciplinaryanalysisthroughthebetweenＧ
nesscentralization,networkdensity,networkcoreness,andDIVindicator．Forknowledgediffusion,we
usepaperscitedatleastonceandtheircitingpapersforanalysis,andthenweusetheSankeydiagramfor
visualization．TheresultsshowthatinterdisciplinarityhasbecomestrongerandstrongerinthefieldofinＧ
ternationaldigitalhumanities,wherethedisciplinessuchasarts&humanities,engineeringhaveoccupied
animportantposition．However,thenetworkcorenessofinformationscience&librarysciencehasshowna
downwardtrend．ThedeclineofthenetworkcorenessinthefieldofdigitalhumanitiesisconducivetoesＧ
tablishingmoreconnectionsbetweendigitalhumanitiesandnewdisciplines,toabsorbotherknowledgeand
expandthescopebetter．Intheprocessofknowledgediffusion,knowledgeflowsinthetwodisciplinesof
computerscience,information&librarysciencearerelativelyfrequent,whilethepapersinthefieldoflinＧ
guisticshavereceivedextensiveattentionfromotherdisciplines．

Keywords:DigitalHumanities;KnowledgeDiffusion;Interdisciplin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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