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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规范数据的语义模型构建
∗

□曾建勋　贾君枝

　　摘要　机构名称数据是科研成果数据库、会议论文数据库、企业业务数据库中必不可少的构

成.针对当前机构档规模小、质量低、使用范围有限等缺点,为构建一个有机的机构实体关联网,
对机构名称数据呈现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从用户需求角度明确机构名称实体对象,设计了机构名

称的属性及其机构实体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引入Schema词汇表对其进行语义描述,从而确立

了机构名称的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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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导言

语义网技术的发展旨在使网络资源更好被机器

所理解与交换,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开放、共享与互

联,以满足用户多层面的应用需求.以RDF、OWL、

SKOS、SPARQL语言、关联数据等核心技术的发展

进一步提供了数据描述、使用词汇推理的应用环境,
确保网络上存在着大量可用的标准格式的数据,这
些数据集不仅容易获取,而且数据集之间建立关联,
既可以被语义网工具所管理及获取,又为实现数据

的跨组织及跨平台的集成应用提供了可能.机构名

称是指政党组织、政府机关、军队警察、学术机构、群
众团体、宗教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群体及其隶属部门

的名称.机构名称数据是科研成果数据库、会议论

文数据库、企业业务数据库中必不可少的构成.但

由于机构名称数量庞大,名称变化复杂,名称形式多

样,这样为机构名称的识别及其聚类带来极大的困

难.为进一步提高名称识别效率,有效地区分同名、
异名现象,提高用户检索效率,准确详细地获取机构

名称的相关信息,需要对机构名称进行进一步规范

化处理.因此机构名称规范档应运而生.机构名称

规范档是机构名称规范记录的集合,它根据一定的

规范控制规则将名称相关信息按照统一的标目形式

展示,达到规范控制的目的.

从当前国内外规范文档建设看,呈现出机构规

范档规模小、质量低、使用范围有限等特点,很难有

效发挥其机构名称识别及数据聚类作用.如何借助

于语义网技术,在现有规范库的基础上,运用现有丰

富的本体词汇及其网络资源,采用实体描述方法,将
机构名称作为实体对待,尽可能将不同属性特征的

机构名称进行详细描述,并建立各个名称实体之间

的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机构实体关联网,采用

RDF格式来表示其属性及关系,并运用命名空间方

式定义.这样一方面是将外部资源作为名称规范档

的来源库,以丰富其描述内容;另一方面开放现有资

源库,建立与外部资源的连接,提高其影响力及应用

范围.从而既符合语义网发展趋势,也为数据搜索、
语义理解等应用做出重要贡献.

基于此,本文将对机构名称数据呈现的特点进

行了分析,从用户需求角度明确机构名称实体对象,
设计了机构名称的属性及其机构实体间的关系,在
此基础上引入Schema词汇表对其进行语义描述,
从而确立了机构名称的数据模型.

２　机构名称数据呈现的特点

２．１　机构名称数据数量大、价值高

机构是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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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成立的单位通称,新机构的不断涌现,传统机构

的淘汰、更名、重组与合并,累积了大量的机构数据,
既存在于专门的机构库中,如各类型的机构规范档、
国际虚拟规范文档(VIAF)、国际标准名称识别符

(ISNI)库等;又出现于涉及机构数据的成果库、业务

库、网络百科全书等.VIAF所收集的来源数据中,
机构名称有５１０万条,合并生成的 VIAF记录有

３７７０６５０条[１].国际标准组织认可的用以识别创造

性作品贡献者的全球标准号ISNI,目前包含机构数

据５６５２８２个[２],每个机构都有一个唯一识别符.

Wikidata数据中机构名称涉及８４６６２６个(统计其

Organization子类下所有实例数所得)[３].这些丰

富的结构化数据为机构识别及评价起到了重要作

用.建立这些机构库之间的关联,充分利用现有成

果,构建一个机构数据网,将有效地提高数据应用

价值.

２．２　名称形式多样化

机构名称是对现实存在的实体的符号化表示.
尽管存在的实体具有唯一性,但由于语言的丰富性

及其时空的变迁,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实体对应.
既有正式名称,又存在多个变异名称形式,如曾用

名、全称与简称、译名等并列名称等多种变异形式.
而这些不同的名称形式之间如果不建立同一关系,
则会导致输入不同的名称查询形式,得到的结果不

一样,不能全面完整地获得一个机构实体所有信息,
从而影响到机构名称数据的应用,如实现机构名称

聚类检索及准确地科研评价.科研评价包括知识点

评价和科研产出评价.评价中,由于机构重名、不同

语种之间机构名称缺乏对应、机构变迁等问题存在,
围绕机构层面的评价如研究群体、科研布局及影响

力、科研合作等内容开展的研究,由于缺乏各类型机

构名称之间的语义关系定义,仅仅依赖于名称形式

上匹配,会出现漏统计、错误统计等问题,从而影响

到科研评价质量.

２．３　机构名称标识符的不统一

机构名称数据出现在期刊、论文、专利等科研成

果数据库或机构名录数据库,由于数据库结构及其

语种差异,随着数据库集成应用与发展,出现了跨

库、跨语言、跨领域的操作,指代同一机构的不同数

据库之间存在着数据整合的需求,这很大程度上需

要通过构建唯一的机构名称标识符建立数据间的关

联.但当前各大数据库使用的名称标识符并不统

一,有表示 MARC数据的规范记录号、国际标准名

称识别符(INSI)、Ringgold号、全国组织机构代码

管理中心给定的机构代码等,而且各标识符之间并

未建立有效的关联,从而为数据整合造成了困难.
如果明确给定每一个机构名称实体的URL地址,运
用命名空间方式定义,同时将机构名称实体的URL
与其他名称标识符之间建立外部等同关系,这样为

数据之间的引用及其整合重用提供了便利.如汤森

路透已与Ringgold完成超过４０万条机构记录的无

缝链接,实现机构名称的快速消歧和机构层级关系

的准确关联,以便于维护与提高其数据质量[４].

２．４　中文机构英译名称准确规范性有待提高

中文机构英译名称是中文名称的其他语种表达

方式,属于并列名称.其目前在中英文数据库都有

描述,尤其在外文数据库中成为主要的描述方式.
科研成果检索中,通常会涉及中英文数据库的跨库

集成检索,由于作者机构英译名称存在表达不规范、
拼写错误、翻译不准确等问题,再加上中文机构名称

与英文机构名称并未建立对应关系,很容易造成漏

检、误检.从 WebofScience数据库中下载高引用

量前１０００条中国作者发表论文数据[５],由于有多个

合作者及同属一个机构的数据,去重后共涉及１５８９
个机构名称,结果发现机构名称全部采用名称缩写

形式,如PekingUniv(北京大学),其中５０个机构名

称存在名称拼写形式不一致(如前后次序颠倒、字母

丢失、翻译不一致等),１４４个机构名称详略度描述

不统一,存在指代不明确问题,如“TsinghuaUniv”
“TsinghuaUniv,CtrHighEnergyPhys”两个机构

名称之间有从属关系,从而为机构名称的识别及消

歧增加了困难.

３　机构名称规范数据的语义模型构建

如何明确清晰地表达机构名称规范数据,构建

各类机构名称数据之间关系,是解决名称多样化、来
源多样性、数据孤立所带来问题的关键,也是保证机

构名称规范数据在检索与评价应用质量的关键.语

义模型的构建旨在明确用户所关注的对象,并从实

体分析角度定义实体间的关系、实体对象所具有的

属性,为数据的描述做充分准备.

３．１　明确机构实体对象

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IFLA)研究组

于２００８年提出及推动发展的规范数据功能需求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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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D),基于用户需求任务,明确将机构作为实体

对象对待[６].事实上,将客观存在的机构作为实体,
并用URI进行命名,既确保实体的唯一性、可获取

性,又有利于将其携带的各类型数据集中呈现.

URI不仅是名称,也是资源获取方式.为实体建立

URI时,首先要定义URI的命名规则,好的 URI能

够更加直观地识别出该实体并方便与其他实体连

接.一般URI的命名规则是＜基地址＞/＜实体类

型名称＞/＜实体ID＞,基地址可根据服务器名或

机构名来定,如中信所国家工程技术数字图书馆的

机构名称规范数据,确定基地址为http://www．
istic．ac．cn/,放在 Authority目录下,实体类型为

Organization,因此URI为http://www．istic．ac．cn/

authority/Organization/ID.访 问 该 实 体 时,根 据

３０３重定向机制,服务器会定位到与之相关的信息

资源中,如http://www．istic．ac．cn/doc/ID,返回结

果时,服务器根据内容协商机制选择返回格式,如

http://www．istic．ac．cn/doc/ID．htmL 或 http://

www．istic．ac．cn/doc/ID．rdf[７].

３．２　机构实体的属性选取

机构实体属性揭示了机构的各种特征,属性的

获取及其选择源于用户的需求.对于机构查询者

言,需要了解机构的名称、地理位置、功能、创建时间

及其所属领域等相关信息;对于统计及评价用户言,
机构名称的识别及归一是关注核心.当前各类型的

机构数据所定义的属性如表１,其一定程度上为机

构实体的属性选取提供了便利.名称规范档对机构

名称的各种形式进行了定义,维基数据着重于机构

属性全面详细地展示,规范数据功能需求从用户角

度定义了规范名称应具有的属性,这些数据可以作

为借鉴.
表１　机构实体的属性列表

名称规范档 维基数据 规范数据功能需求

名称规范形式

名称变异形式(不

同 语 言、不 同 拼

写、缩写、全称)

机构名称标识符

机构类型

地理位置

网站

邮编

名称类型

名称字符串

相关联的地点

相关联的日期

语言

地点

活动领域

历史

　　综合考量各类用户,充分利用现有机构数据库

数据,以确保所表达的属性尽可能满足用户所需.
我们选取机构实体的九个属性:机构名称标识符、机
构规范名称、机构变异名称、时间、地点、类型、活动

领域、评论、描述.每种属性下都包含若干子属性.
机构名称标识符需要定义一套字符串体系以唯

一标识机构实体,通过定义机构名称的唯一识别符

实现机构识别;机构规范名称是大众所知的、首选或

惯用的名称,尽可能选自名称规范档、INSI、VIAF
数据源、全国组织机构管理中心注册时登记的名称.
机构并列名称是指不同语言形式的名称.机构变异

名称是指表示同一机构名称的不同形式,包含全称、
简称、曾用名称、其他名称等,其他名称主要指写法

(异体字、音译、大小写、标点符号)不同或者词序(倒
序、正序)不同的名称.类型是对机构实体进行按类

组织,根据功能、性质或其他属性对机构进行的不同

层次划分,明确各机构名称所属的范围.需构建范

畴树,以此作为机构分类的依据.机构类型的选择,
尽可能遵循标准化词表,以确保该数据的共享性及

可重用性.活动领域是指组织机构从事的业务领

域,包含组织的能力、责任、职能范围等;图像是组织

机构的图像,通常与组织机构图像URL地址建立链

接;评论是对组织机构所做出的各层面的评价与评

论,以作为用户查看机构信息的依据;描述介绍机构

实体的基本信息,包括对机构规模(如职工数量)、发
展历史等方面的描述;时间是与机构实体生命周期

中的事件相关的时间,包括机构创建、撤销、机构名

称变更时间;地点是指机构实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及

其虚拟位置,用地名、邮编、网址表示.如果与相关

GPS定位系统相连,可以显示机构实体的经纬度.
包括街道地址、邮编、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及与团体

有关的网站地址.全国组织机构管理中心的组织机

构代码共享平台提供了地址、电话号码、邮编等详细

信息,可以作为中文机构构建的参考数据源.

３．３　机构实体关系定义

机构实体关系包含机构实体之间的关系及机构

实体与其他名称实体间的关系.实体关系越丰富,
所形成的机构名称数据网络价值越高.

３．３．１　机构名称实体之间关系

机构名称实体之间存在着同一、隶属、相继、相
关等关系.

(１)同一关系.
同一关系是使用不同的指代形式表示同一实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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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包括不同名称之间及其名称标识符之间的关系.
机构名称可分为规范名称、译名、变异名称等多种名

称形式.规范名称是指某一机构各个名称中的首选

名称,可选用全国组织机构管理中心注册登记的机

构名称;变异名称是与规范名称表示同一机构实体

的除规范名称、译名外的其他机构名称形式,包括并

列名称、简称、曾用名等,并列名称是指同一机构实

体应对不同公开身份所采用的其他名称,曾用名是

该机构在变更前所使用的规范名称.如“北京大学”
与“PekingUniversity”为同一关系;“北京大学”与
“北大”也是同一关系.表示同一机构名称标识符与

其他标准标识符如 VIAFID、ISNI、LCAuthority
ID等属于同一关系.

(２)等级关系.
实为机构名称实体之间的从属关系,包括指主

体机构与其下属机构间产生的行政隶属关系,也可

指代不同机构类型之间的层级隶属关系.以“北京

大学”为例,北京大学与其下属的数学科学学院、图
书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皆

为等级关系.机构名称类型学校包含小学、中学、大
学等,它们之间属于此类关系.

(３)相继关系.
按照顺序或者时间依次产生的两个以上团队之

间的关系,比如机构之间的合并或者分解,如１８６２
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则
两个机构之间是相继关系.具体可分为两种关系,
一种是前身关系,一种是后继关系,如京师大学堂是

北京大学的前身关系,北京大学是京师大学堂的后

继关系.
(４)相关关系.
由于机构间的合作,或者共同从事某一活动而

产生的关联,比如高校之间的项目合作等.由于北

京大学参与了办学,北京大学与北大培文九华实验

中学为相关关系.

３．３．２　机构名称与其他名称实体间的关系

包含机构名称与个人名称、机构名称与事件名、
机构名称与会议名之间.

(１)成员关系.
个人以不同形式在不同时期表现为某一机构内

部的成员,包含创建者、员工、会员等类型.通常如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２)事件关联.
机构与某一事件的关联关系.机构内部发生的

事件、关联的事件.“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
(３)会议关联.
机构与某一会议的关联关系.包括主办、组织

及其其他关系.如北京大学主办了“连续制造研讨

会”.

３．４　描述模型确立

依据上述定义的属性及其关系,每一实体对应

为类,明确所引用的类,构建类与类之间的关系,这
样以确保机构名称实体的描述基本遵循此模型.

为了提高重用性及互操作性,类名及属性名称

的定 义 尽 可 能 选 用 已 有 的 成 熟 词 汇 集.目 前

SKOS、FOAF、DublinCore、RDA等都曾被用来描

述名称规范数据.由VIAF数据模型的演进情况来

看,VIAF将对规范记录的语义描述侧重点从描述

概念、名称逐步转到对实体本身的描述.VIAF起

初几乎全部使用SKOS,之后引入FOAF来增加事

物描述的逼真性,后加入RDA作为RDF模型的一

部分.２０１１年,谷歌、Bing和雅虎共同发起一个新

项目Schemaorg[８],它是以微数据(Microdata)为基

础的通用标记词汇集,除了一些原始数据类型如数

字、文本外,Schema．org包含了很多新的标记类型,
包括创造性工作(CreativeWork)、事件(Event)、组
织(Organization)、人物(Person)、地点(Place)、产品

(Product)、评论(Review)等.Schema．org所包含的

事物类型中,这些类型以一定的层次结构组合起来,
每一类都有自己的属性,子类继承父类的属性.

２０１４年 VIAF 参 考 Wikidata的 做 法,主 要 使 用

Schemaorg作为其核心RDF词表,描述机构时,以

Schema:Organization作为实体的唯一类型.
结合所定义的机构名称属性和关系,主要采用

schema词汇表表示,如果Schema词汇表不足以进

行描述时,则采用RDA词表进行补充,如表２所示,
对属性、关系的名称、说明、RDF映射及其取值类型

进行列表描述.
可以看出,所选用Schema．org是描述机构名称

属性的核心词汇表.RDA定义的机构与机构之间

关系属性对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现对其属性描述

模型和关系描述模型进行描述,如图１、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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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机构相关的属性、关系及RDF映射

名称 说明 RDF映射 取值类型

属

性

机构规范名称 常用或者正式名称 schema:name Text

其他语种规范名称 并列名称 schema:name,标明语种属性 Text

其他名称 机构的其他名称 schema:additionalname Text

类型 机构所属的范畴 schema:genre Text

活动领域 组织活动的专业领域 RDA:fieldofactivityofthecorporatebody Text

图像 组织的图像 schema:image url

评论 与组织相关的评论信息 schema:review Text

描述 描述机构的其他信息 schema:description Text

时间

创建日期 机构创建时间 schema:foundingdate Date

撤销日期 机构撤销时间 schema:deathdate Date

开始日期 机构活动的开始时间 schema:startdate Date

结束日期 机构活动的结束时间 schema:enddate Date

地点

电子邮件 组织联络的电子邮件地址 schema:email Text

地点 组织的位置或邮编,组织相关的事件发生地 schema:location PlacePostalAddress

电话 组织的联络电话 schema:telephone Text

网址 组织主页url地址 schema:url url

机构与个人

雇员 schema:employee Person

成员 schema:member Person

创建者 schema:founder Person

机构与事件 与该机构相关的事件 schema:event Event

机构与会议 机构组织的相关会议 RDA:conference Event

机构与机构

等级关系 subclassof Organization

相继关系
RDA:precededby Organization
RDA:succeededby Organization

相关关系 RDA:associatedinstitution Organization

图１　机构名称规范数据实体属性模型 图２　机构名称规范数据实体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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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机构名称规范数据模型的构建是保证机构名称

描述准确及其广泛应用的重要基础.借助现有丰富

的本体词汇及其网络资源,采用实体描述方法,所形

成的机构实体关联网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各类用户

的需求,并有助于机构数据与其他资源建立联系,成
为语义网的重要构成,有助于推动语义机器理解、问
答系统等应用发展.随着机构名称数据数量增大,
如何统一机构名称标识符,确定机构名称标准化描

述内容及其方式将是我们未来关注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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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照片简介: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镜湖校区图书馆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镜湖校区图书馆于２０１４年初动工兴建,２０１７年３月投入使用,占地面积４６４９．５８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１８９１５．８６平方米,共五层,地下一层,地上四层.
图书馆建设立足于百年经典,力求成为传世之作.整体造型结构体现“厚重、大气、简洁、典雅”的建筑风

格,建筑设计呈现中西合璧、外方内圆.在内部空间处理上,通过过厅、楼梯等设计手段和空间形态、色彩、光
影的使用,使整个图书馆形成流畅的、有节奏的、虚实相结合的大气而又有趣味的整体空间.外墙采用清水

混凝土装饰幕墙体系,与校园整体建筑风格相得益彰.
除拥有报刊及中外文图书借阅区外,图书馆还设有新书展示区、自助服务区、视听阅览室、教师研修室、

教师指导室、文化展览空间、学术交流空间等多个特色功能性区域,将图书借阅功能、教学研究功能和休闲娱

乐功能融为一体,体现图书馆人性化的服务理念.图书馆采用藏、借、阅、咨一体化开放式管理模式,且层层

相通、室室相连,真正实现“全面开放,藏阅合一”的服务效果.同时,馆内舒适、便捷的休闲阅览桌椅,自助、
高效的信息化设备,高速、稳定的３６０°覆盖全馆的网络,以及可实现三种语言两路同声传译效果的多功能国

际化报告厅,都充分体现图书馆“高定位、高配置、高标准”的特色.
图书馆独特的建筑设计、丰富的馆藏资源、先进的管理模式和高起点的服务层次和水平,不仅能为全面

提高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水平提供有力保障,也是广大师生追求真理、探索新知的知识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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