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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机构知识库成果引文分析的数字资源保障策略研究∗

□陈雅迪　史淑英　张雪蕾　邵晶

　　摘要　在新形势下,大学图书馆普遍面临着“文献购置经费的增长速度低于数字资源的价格

涨幅”的严峻问题,如何利用有限的经费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成为图书馆数

字资源建设面对的核心问题.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必须聚焦用户的核心信息需求.
为了全面评估图书馆的文献保障水平,文章构建了基于机构知识库成果引文分析的自动化分析

流程,考察全校及各学院发文成果参考文献的“收藏”和“缺藏”情况,建立可推广的数字资源保障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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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经过２０余年的发展,多数图书馆在数字资源建

设方面基本形成了自己的保障体系.在数字资源高

速发展的过程中,一般会存在重采购、轻评估,重资

源价值、轻使用价值等问题.如何对保障体系进行

综合评价,对现有体系进行微调,在经费受限的前提

下尽可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是现阶段数字资源建设

的重点和难点.在评估数字资源的用户需求方面,
较为传统的方法是通过数据库商提供的统计报表、
基于网络流量、反向代理等方式以分析读者的使用

情况,尽管这类方法能够评估用户对已购数字资源

的使用偏好,但却不能发现未购置数字资源中是否

有用户的核心需求,难以判断图书馆所采购的数字

资源是否保障到位.
为了全面评估用户需求,学界提出通过引文分

析来检验图书馆的文献信息保障水平,聚焦用户的

研究成果,考察高频引用数字资源的保障情况.引

文模式揭示了科学知识的产生、验证和交流发展的

一般性规律,因此,通过引文分析,图书馆可确定用

户在科研过程必不可少的资料范围.引文模式能够

更全面、客观、有针对性地为馆藏建设提供决策支

持,其优势在于:(１)图书馆可针对机构、院系、学科

的特定用户群体,开展学术成果引文分析,实现精准

文献保障评估;(２)引文来源渠道多元化[１],并不局

限于图书馆已购馆藏数字资源.因此,引文模式既

可以用于衡量用户对已购数字资源的真实需求,为
未来数字资源续订提供决策依据;也可以用于查漏

补缺,发现读者高频引用但未被购买数字资源,进而

调整馆藏数字资源配置.

２　引文分析相关研究

引文分析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萌芽期(２０
世纪２０－５０年代)、奠定期(２０世纪５０－８０年代)、
发展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和繁荣期(至今).在

引文分析的萌芽期,虽未能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但相

关探索为后期研究展奠定了知识基础[２],如格罗斯

(Gross)首次通过引文分析法确定了化学专业的常

用期刊范围,开创了引文分析的先河[３].在奠定期,
加菲尔德(Garfield)提出了引文索引检索方法[４],
«科学引文索引»发布,更加完善的引文分析开始被

应用于馆藏建设与评估[５].但是在本阶段,统计过

程只能通过手工查阅,限制了引文分析的效率.在

发展期阶段,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引文索引数据

库在线开放,参考文献获取效率显著提升,同时大量

引文分析研究成果涌现[６].到繁荣期阶段,引文数

据库不再被 WebofScience垄断[７],Scopus、谷歌学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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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GoogleScholar)等多个平台相继出现,对数字资

源的覆盖范围也更加广泛[８],用户可自由检索来自

不同来源的引文数据来评估各类数字资源的引用.
虽然引文繁荣于商业领域,但是作为学术界科

学对话的一种方法,也激发了图书馆在数字资源保

障评估和数字资源建设配置等方面的研究.早在

２００５年,刘庆亮等就针对学位论文引文进行了数字

资源保障分析[９].之后也有不少学者采用类似方法

对某一学科或某一类型文献的引文进行分析,评估

数字资源保障情况[１０－１４].随着引文分析方法逐渐

被图书馆所重视,形成了以 CASHL为代表的基于

引文分析的数字资源评估实践[１５].上海交通大学

在通过引文分析作者引用行为的基础上,探索引文

分析系统的需求,联合南京昆虫软件公司合作开发

了数字资源利用绩效分析平台(ERS),ERS系统被

广泛应用于数字资源保障评估实践[１６],这标志着将

引文分析用于数字资源保障评估形成了产业化.虽

然基于引文分析的利用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在自动

化收割特定对象的数字资源保障情况方面尚未有系

统解决方案,受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缺少精准分类的数据基础.在评估特定科

研群体保障情况时,由于不同科研人员提交的学术

成果存在机构地址不规范、全称缩写不一致等问题,
图书馆通常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时间,进行繁琐而

耗时的成果归属匹配工作,制约了引文分析开展的

范围和频率.
(２)缺少多源数据集成机制,已有研究大多只针

对特定机构的某一个学科分析,其调查范围局限、样
本量较少[１７],不能反映用户信息需求的全貌;已有研

究大多针对期刊层级,缺少数据库级别统计,在包库

订购模式已经成为主流采购方式的今天,仅对期刊进

行引用分析,难以为采访决策提供直接性的依据.
(３)缺少对读者常用数字资源的自适应界定方

法.常见的经验性方法,如采用对引用频次前９９种

期刊计算保障率[１８],或剔除被引频次数小于１或小

于５的数字资源[１９]等方式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不
同的研究者的标准也存在差异,不利于实施推广.
也有研究采用“二八定律”或“布拉德福定律”界定常

用数字资源,但实际的数据分布可能并不符合理论

规律.如希尔维亚(Sylvia)在研究中发现,排名最高

的前２３％的期刊仅产生了６６％的引用[２０];扎夫伦

尼沙(Zafrunnisha)在研究中发现,引文的过度集中

导致数据分布不符合布拉德福定律[２１].因此,如果

直接沿用理论公式,则可能导致常用数字资源的估

计过于狭窄或宽泛.
引文分析可准确评估机构科研群体对于数字资

源的使用情况,通过调整采购策略满足各科研群体

的核心需求.本文针对科研群体的引文分析研究,
直接复用西安交通大学机构知识库中精准分类到学

院的研究成果数据,从期刊、数据库维度综合评估,
全面把握校级、院级用户的常用数字资源;在常用数

字资源的界定上,采用引文曲线“肘点”作为判别依

据,自适应地确定用户常用数字资源范围,从而保证

数字资源评估的全面性、客观性和准确性.

３　基于机构知识库成果引文分析的数字资源保障

评估关键技术

３．１　运用引文分析实现数字资源统计利用的技术框架

机构知识库已完成了西安交通大学成果院系的

归属分配,开展引文分析时可直接抽取院系成果数

据;建立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ProgramＧ
mingInterface,API)数据通道,打通分散的异构数

据平台,整合机构知识库、引文数据库和已购数字资

源目录,形成多源数据集成分析的有效机制,并运用

自适应算法界定读者的常用数字资源,获得客观性

的评估结果.技术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机构知识库的引文分析技术框架

３．２　机构知识库中各学院发文的引文收集过程

之所以使用机构知识库的成果数据进行引文分

析,是因为机构知识库已实现对研究成果按署名单位

归属到学院,能为学院级的引文分析提供精准分类的

数据基础.借助引文数据库的 API,可实现机构知识

库中各学院发文的引文收集.其具体流程如下:
(１)获得引文数据库的 API访问权限,根据引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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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数据库的 API调用规范,对机构知识库的研究成

果建立数据访问策略,包括对引文信息的请求方式、
请求间隔控制、响应格式处理等.

(２)通过引文数据库的 API发送数据请求,请
求参数包括研究成果的识别号、请求参数;服务器经

验证后返回对应参考文献.根据参考文献入藏号,
进一步利用 API数据视图,查询参考文献对应的出

版来源.
(３)依据机构知识库对研究成果的精准分类,统

计全校、各学院研究成果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的来源

期刊、出版商等信息,并根据其引文曲线识别其中的

常用数字资源,进一步评估已购数字资源对常用期

刊、数据库的覆盖情况.

３．３　常用数字资源的界定方法

高需求和低需求数字资源可根据引文信息的离

散分布来区分.大量研究表明,在特定领域中,学者

对文献的引用呈现出不均匀的分布规律:其“期刊－
被引量”的降序排列曲线呈现“长尾”形态,即位于头

部的少数期刊集中了大量被引量.在经费限制条件

下,头部高频使用的数字资源,应当被甄别为常用数

字资源,对其优先保障;频次较低、处于引文分布尾

部位置的期刊应酌情考虑.在界定常用数字资源范

围时,应当从引文分布实际情况出发,对引文分布中

集中了高频引用的“头部”数字资源实现自适应划分.
引文分布曲线呈现为“长尾形态”,需要明确

“头部”与“尾部”的最佳分割点.如图２,由引文曲

线的形态可知,随着排序增加,引用量先是陡峭下

降,随后平缓;其下降幅度逐渐减小,并最终趋于稳

定.因此,“头部”与“尾部”数字资源的最佳分割点

即为引文曲线降幅明显放缓的点,即曲线的“肘点”.
引文曲线的肘点可通过计算曲线相邻两点间夹角的

最小值进行判别,该方法被称为“肘形判据”.采用

“肘形判据”界定常用数字资源范围的步骤如下:
将某用户群体所用数字资源按引用量降序排

列,其数字资源集合为X ＝{x１,x２,,xn},数字资

源引用量序列为Y＝{y１,y２,,yn},数字资源排名

序列为R＝{１,２,,n},假设序列Y 严格单调递减,
由图２可知,某点(i,yi)与相邻两点连线的夹角

θi 为:

θI ＝
π
２＋θa ＋θb (１)

其中,

θa ＝arctan １
yi－１－yi

(２)

θb ＝arctan(yi－yi＋１) (３)
采用“肘形判据”,则Y 的肘点(z,yz)应满足:

θ＝ min
１＜i＜n

π
２＋arctan １

yi－１－yi
＋arctan(yi－yi＋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４)

图２　 引文曲线肘点计算示意图①

需要注意的是,“肘形判据”适用于严格单调递

减的曲线.但在实际中,存在多个数字资源具有相

同引用量的情况,导致引文曲线呈现为如图３所示

的阶梯形态.如果直接应用肘形判据,则肘点计算

可能会出现偏差.
为了避免对计算造成干扰,应当对引文曲线的

构造方法进行改进:将数字资源按照引用量降序排

列,然后将相同引用量中排名最后一位的数字资源

抽取出来,建立对应的排名序列R＝{r１,r２,,rm}

和引用量序列Y＝{y１,y２,,ym},该方法可确保引

文曲线严格单调递减,满足“肘形判据”的应用条

件.改进后,引文曲线肘点的计算公式为:

θ＝ min
１＜i＜n

π
２＋arctan

ri－ri－１

yi－１－yi
＋arctan

yi－yi＋１

ri＋１－ri－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５)
求取θ最小值处的肘点(rz,yz),则用户所引用

的前rz 个数字资源就是常用数字资源C(X):

C(X)＝{xi,１≤i≤rz} (６)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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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阶梯型引文曲线、改进后的引文曲线肘点判别结果对比①

３．４　校级重要核心数字资源的构建方法

为了最大限度保障学校重要核心数字资源,应
兼顾校级用户整体的常用数字资源评估和院级常用

数字资源的评估,以便将学院高频利用的专业性数

字资源纳入到校级常用数字资源列表中,最终构建

出校级重要核心数字资源列表.其构建策略如下:
假设学校有N个学院,在机构知识库中抽取各学院

的研究成果集,经过引文分析后,第i个学院所引用的数

字资源集合为Xi ,其常用数字资源集合是C(Xi),则各

学院的常用数字资源集合的并集可表示为 ∪
１≤i≤N

C(Xi).

将全校用户视为整体,其引用的数字资源集合为

∪
１≤i≤N

Xi ,其常用数字资源集合为C( ∪
１≤i≤N

Xi),构

建的校级重要核心数字资源CH 为:

CH ＝ ∪
１≤I≤N

C(XI)∪C( ∪
１≤I≤N

XI) (７)

４　基于机构知识库成果引文分析的数字资源保障

评估实践———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

４．１　校级科研成果发文的引文分析的数据模型构

建过程

以西安交通大学机构知识库作为学校各学院科

研成果发文的信息来源,选择２０１９年第一单位或第

一作者单位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学术成果.数字资

源类型为期刊、会议等连续出版物(在后文统称为数

字资源),共计１１０６４条.以Scopus数据库作为参考

文献信息的主要来源,通过 API接口获取研究成果

的参考文献信息,构建如图４所示的数据结构 ER
模型,其过程如下:

(１)数据导入.连接机构知识库数据库,创建机

构发文数据表,其属性包括:机构知识库成果ID、标
题、作者、发表时间、所属学院、成果的SCOPUSID.

(２)收集参考文献数据.在 ElsevierDevelopers
中申请数据请求权限、身份标识秘钥APIKEY.对每

一条发文数据,通过 GET 方法向 API中传入 API
KEY和SCOPUSID,选取检索分面 VIEW＝REF,获
取参考文献的SCOPUSID.通过 API接口进一步查

询参考文献的详细信息,获得题名、作者、ISSN号、出
版商名称等字段并创建参考文献信表.

图４　西安交通大学机构知识库成果引文分析的ER模型

①如对阶梯型引文曲线直接应用“肘型判据”,由于受到曲线阶梯形态的干扰,肘点判别结果并非头部数字资源和尾部数字资源的最佳分

割点;改进后的引文曲线为严格单调递减,采用“肘型判据”计算可获得正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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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规范引文数据.由于引文数据中,同一种期

刊、数据库存在多种写法,如ISSN 号为０００３０２１X
的期 刊 就 有 三 种 写 法:JAOCS,Journalofthe
AmericanOilChemistsSociety、Journalofthe
AmericanOilChemistsSociety、JournaloftheAＧ
mericanOilChemistsSociety;Elsevier出版商写

法多达 １７ 种,如“ElsevierLtd”“ElsevierScience
Ltd”“ElsevierSciLtdExeter,UnitedKingdom”等.
不规范的写法显著影响后续统计结果,应进行数据

清洗和规范化处理:采用ISSN 作为期刊唯一标识;
通过关键词聚类＋人工甄别,将出版商信息统一标

识为出版商关键词Publisher,并建立出版商信息关

键词映射表.
(４)统计期刊引文频次和数据库利用频次.对

机构发文数据表按照学院分组,共获得１７个学院发

文数据表.将机构发文数据表、学院发文数据表与

参考文献信息表通过SCOPUSID 连接,对参考文

献信息表中的ISSN 和 Publisher应用 COUNT 方

法进行统计,获得学校、学院对期刊的引文频次及数

据库的利用频次,按照引用量降序排列,建立校级、

院级的期刊引用频次统计表和数据库利用频次统

计表.
(５)期刊与数据库的利用分析.以学校、学院为

统计单位,分别获得校级和院级期刊引文曲线、数据

库利用曲线,得到全校、各学院的常用期刊和常用数

据库,然后对常用期刊、常用数据库与已购数字资源

建立关联查询,评估已购数字资源对常用数字资源

的覆盖情况.

４．２　常用期刊的保障分析

根据建立的校级、院级期刊引用统计表,分别绘

制全校用户及各学院的期刊引文曲线.如图５所

示,引文分布均呈长尾形态,但其集中程度有所不

同.从实际引文分布来看,校级用户和大部分学院

的引文分布均不符合“二八分布”.当研究范围越广

泛时,所引用的文献分布的集中程度越弱;当研究范

围越集中时,所引用的文献分布的集中程度也越强.
因此,出现了实际的引文分布不符合理论规律的情

况.因此,采用“肘型判据”区分引文曲线中的头部

数字资源、确定校级及院级的常用期刊范围更为

合理.

图５　西安交通大学全校、各学院对期刊的引文曲线及肘点分布

　　通过计算肘点,将排名在肘点位置之前的期刊

划分为“全校常用期刊列表”“各学院常用期刊列

表”.从常用期刊的数量来看,各学院存在明显差

异.对于电气工程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外国

语学院等学院,其引用的期刊种类相对较少,因此常

用期刊的数量较少;对于医学部、生命科学与技术学

院、机械工程学院等学院,其引用的期刊种类较多,
因此其常用数字资源的数量也较多.该现象可能与

学科分支、交叉程度有关,交叉和分支越多的学院,
其引用的来源期刊也越广泛.虽然不同学院的常用

数字资源数量存在差异,但其累积引用率大体相近,
均位于７１．８２％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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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校常用期刊列表”“各学院常用期刊列表”
可知,如图６所示,有６２４种期刊既存在于“全校常

用期刊列表”中,也存在于“各学院常用期刊列表”
中.有１０２６种期刊存在于“各学院常用期刊列表”
中,但并未被“全校常用期刊列表”包含,表明这些期

刊尽管在校级用户的期刊引用列表中排名靠后,但
对特定学院科研群体不可或缺.有１２１种期刊存在

于“全校常用期刊列表”中,但未被“各学院常用期刊

列表”包含,表明这些期刊的主要用户分散于不同学

院,尽管在每个学院的期刊引用列表中其排位都不

够突出,但综合来看,却反映了不同学院用户群体的

共性需求.因此,在构建“校级重要核心期刊集合”
时求取并集,即１７７１种期刊.

图６　西安交通大学全校常用期刊和各学院常用期刊关系

将“校级重要核心期刊集合”在图书馆已购期刊

导航中关联查询,分析其保障率,计算结果如下:已购

期刊对 “校 级 重 要 核 心 期 刊”的 总 体 保 障 率 为

９８３１％,各学院的保障情况如图７所示,其中８个学

院的常用期刊达到了１００％保障,９个学院的常用期

刊保 障 率 超 过 了 ９５％;未 保 障 期 刊 的 数 量 仅 占

１６９％,整体表明图书馆校级、院级的常用期刊保障

充分.

图７　西安交通大学各学院常用期刊保障情况

在未保障的期刊中,有一些是小型学协会或小

语种期刊.例如APA出版的JournalofPersonalＧ
ityandSocialPsychology、PsychologicalBulletin
和PsychologicalMethods,均为管理学院的常用期

刊.尽管其引用量在校级期刊引用统计表的排位相

对靠后,但在管理学院的期刊引用统计表中排在前

列.日本JAPANInstituteofMetals(JIM)出版的

MaterialsTransaction,尽管不是各学院头部引用

的期刊,但在校级期刊引用统计表中排在前１０％,
体现了多个学院的共同需求.对于这类常用期刊,
可以根据需要予以保障,例如购买纸质期刊,或以文

献传递的方式进行保障.

４．３　常用数据库的保障分析

为了确定全校、各学院的常用数据库,首先将参

考文献归属到对应的数据库中,获得各个数据库的

被利用频次,按照利用频次降序排列绘制全校、各学

院对数据库的利用频次曲线.如图８所示,全校数

据库利用频次曲线呈高度集中态势.根据引文曲线

的肘点计算,发现其肘点位于第５３个数据库,可确

定校级常用数据库的范围为排名前５．４％的数据库,
其提供的引用量占总量的９０．５４％.其中,Elsevier、

IEEE、ACS、Wiley、AIP等数据库是利用频次最多

的数据库.通过与数据库导航比对,校级常用数据

库的保障率达到了１００％.
各学院的数据库利用频次曲线如图８所示,经

计算,其肘点位置分布于数据库的前６％至３３％之

间.相较于全校数据库利用频次曲线,学院的引文

分布相对分散;表明校级常用数据库的优势在学院

细分后出现下降,一些在整体排位相对靠后的数据

库显现出对特定学科的支撑作用.
经计算,学院常用的数据库共１０１个.其中有３０

个数据库位于校级常用数据库的列表中.有７１个数

据库虽不在全校数据库利用频次曲线的头部,但却是

学院常用的数据库.如,医学部排名第８位的BioMed
Central数据库,在校级数据库利用频次排行中位于第

６９位;人居环境与建筑工程学院引用排名第３位的

AmericanSocietyofCivilEngineers(ASCE),在校级数

据库利用频次排行中位于第１０５位;管理学院引用排

名第６位的 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数据

库,在校级数据库利用频次排行中位于第１１９位.因

此,仅以全校常用数据库作为参考会忽视不同学院科

研所需的特色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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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西安交通大学全校、各学院对数据库的利用频次曲线及肘点分布

　　因此,基于统筹兼顾原则,通过对校级常用数据

库和各学院的常用数据库求取并集,构建“校级重要

核心数据库集合”.通过与已购数据库目录进行比

较,分析其保障情况.经过计算,“校级重要核心数

据库集合”的保障率为９３７１％,各学院的常用数据

库保障情况如图９所示.

图９　西安交通大学各学院常用数据库的保障情况

其中,１０个学院的常用数据库的保障率达到

１００％,７个学院的常用数据库保障率超过８５％.总体

来看,对全校、各学院常用数据库保障都处于较高水平.
对于未保障的数据库集合进行分析,发现数据

库中 ４３％ 的 数 字 资 源 可 以 在 Elsevier、Wiley、

Springer、Taylor& Francis等数据库中找到全文;
没有替代性全文数字资源的数据库仅有一家,即 AＧ
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APA)数据库.
由于该数据库同时位于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管理

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学院的常用数据库中,因此可考

虑需求针对性采购.

５　总结与思考

５．１　利用机构知识库开展数字资源保障评估是一

种周期短、见效快的方法

目前,数字资源保障评估的难点和痛点在于,难
以掌握学院对数字资源的利用情况、发现未购买的

潜在的专业性数字资源需求.在开展数字资源评估

时,往往是对全校用户整体发文情况分析,忽视了各

学院对数字资源利用情况的不同.根据研究结果,
如果仅对全校用户整体发文进行引用分析,就会导

致学院特有的、专业性的常用数字资源需求难以被

发现,不能判断学院的常用需求是否保障到位.学

院发文的引文分析之所以难以开展,其根本原因在

于研究成果的学院归属确认需要耗费巨大工作量.
研究结果表明,利用机构知识库开展数字资源评估

是一种周期短、见效快的方法,能够实现对校级、院
级常用数字资源需求的全面评估.因为机构知识库

已经实现了机构发文可精确归属到所属学院,省去

了引文分析中学院归属的工作,因此能够显著提高

数字资源评估分析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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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以“肘点”法界定常用数字资源相较“二八分

布”更为客观合理

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学院发文对期刊的引文

曲线、对数据库的利用频次曲线均不符合“二八分

布”.因此,在确定常用数字资源范围时,不可照搬

理论公式,否则可能导致常用数字资源的估计范围

过大或过小.在确定常用数字资源的范围时,应当

采用自适应的方法.通过“肘形判别”确定曲线“肘
点”、界定常用数字资源范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

法,对于不同文献集中程度的曲线均具有很好的适

应性,能够有效识别常用数字资源的范围.
５．３　基于期刊的引文分析和数据库的利用分析有

利于重建图书馆话语权

数字资源的采购往往是以数据库为单位而进行

的一种大宗货物采购,在购置之初确实极大地丰富

了图书馆数字资源数量,使得用户能够获取的信息

内容成倍增长.但是,随着数字资源提供商之间的

合并、重组、代理权的变更等,甚至于以盈利为目的

各种资本的注入,以“数据库”为单位的“一揽子”交
易,给图书馆的经费使用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这些

“一揽子”交易中的数字资源内容往往由数字资源提

供商确定,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话语权缺失.本研

究有助于图书馆掌握每个数据库的成本效益;有助

于图书馆掌握每种期刊的使用情况,确定其中被高

频引用的常用数字资源.从而有助于重拾图书馆在

采购方案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促进图书馆支付的

成本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科研产出效益.

６　结语

文章提出了基于机构知识库成果引文分析的实

施思路,并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评估图书馆对全校

用户及１７个学院的公开发表成果所引用参考文献

的保障水平.相较于传统方法,基于机构知识库成

果引文分析方法有效提升了处理效率,有利于开展

期刊级别和数据库级别的全面分析,有助于评估机

构整体核心需求和学院特色需求.
本研究主要针对校级、院系公开发表文献的引

文数据进行分析,未对学位论文、课题申报书等其他

未公开类型资料进行统计.未来可进一步拓宽研究

对象的范围,进行更为全面的文献保障评估研究.
此外,由于引文信息不能反映文摘型、数值型等其他

非全文数据库的被利用情况,因此,对于这类数据库

的保障评估方案还应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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