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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C到《中图法》类目映射方法研究水
贾君枝郝倩倩

摘要对于中外分类法的映射研究。国内多关注于对计算机自动映射方法的探讨，缺乏对词表类目复杂语义关系的具

体研究。本文在对DDc和《中图法》理学领域共计4639个类目进行人工直接映射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其匹配依据，得出

结论：理学类目下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不同学科内匹配依据的总体分布呈现一致性的特点，这为检验计算机自

动匹配准确性提供了方法。实验表明，类目名称、注释、主题词、类目关系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占映射类目的63％，依据

匹百己规贝岵映射的5．14％，依据书目记录的匹配占31．87％。因此论文建议实现计算机自动匹配时，除类目自身信息外，

还需考虑书目记录的匹配。图4。表2。参考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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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英文词表之间的互操作是实现中英文资源

交互检索和浏览的重要途径。随着网络资源的增

加．尤其是外文科技资源的大量出现。国内学者对

外文资源获取与检索的要求更加迫切。词表之间

互操作的主要方法是建立类表之间的映射。通常

映射分为直接映射、间接映射和同现映射。目前研

究的热点集中在间接映射和同现映射，一些学者着

手于建立国内外词表的互操作，如侯汉清等从DI)C

和《中图法》类目体系比较研究出发，旨在根据类

目相似值、类目对应概念因素的差额、相等概念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叙词表与分众分类系统的集成研究”(项目编号：ll矾q)06)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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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类别制订详细的类目映射规则以实现自动映

射⋯；周林志、齐建东等针对IPC和《中图法》的映

射引入了词汇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2]。目前对大

规模的词表来说。间接映射和同现映射这两种映射

的效果非常不理想；人工直接映射的准确度高，但

工作量极大，效率低[3]。因此如何提高间接映射和

同现映射的准确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杜威十进分类法》(DDC)和

《中图法》(cLc)为例，围绕数学、物理、化学、天文、

地理等主要理学类目建立的直接映射基础上，基于

映射数据的语料分析，总结出DDC和CLc两个中

外主要词表映射的规律，旨在为两个类表其他范畴

的类目实现间接映射提供参考依据。

2类表直接映射类型分布

直接映射指直接在不同的受控词表之间建立

语词和分类号的匹配关系，主要依靠智力劳动，人

工判断类目之间的映射关系。DDc和cM作为对

知识世界进行描述和归类的综合性分类法，以知识

分类、学科分类和概念逻辑为基础，且类分的学科

领域和知识总量基本相同。但是由于分类原则、分

类深度、分类角度的不同，DDc和cM类目的差异

性较明显。因此在映射匹配中，主要涉及的映射类

型分为三种，ex∞tMatch、h瓢lMaIch、衄rI℃舭h。
cl表示来源表，Q表示目标表，c1与眩的映射关

系定义如下：

(1)镊∽tM毗ch表示等价关系，即cl、C2类目

表达的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相同，由于《中图

法》与DDC分类标准及学科体系的差异，类目等价

并不是严格的。允许存在少许的差异。

(2)h响dM毗ch表示包含关系，即呓不但表达

了C1所有概念。同时也包含了C1类目中没有表达

的概念。

(3)118n删Match表示包含于关系，即Q类目

只包含了Cl类目中的部分概念。与b吣埘砒ch关

系互逆。

通常情况下。先进行等价关系的语义匹配，如

果不符合条件．再进行最近一层向上或向下扩展，

总第三九卷第二O三期voI．39．№．2。8

遵循就宽不就窄的原则，进行包含关系的匹配。

DDc到CIJC类目匹配中，exactMatch匹配仅占总体

类目的25．41％。如表1所示．由此可以看出．DDC

和cLc虽然都是综合性分类法。但各学科类目体

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增加了匹配难度。

bH)adMatch所占比例为46．66％。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DI)C揭示学科主题的专深性较cLc强。

表lⅨ)C与a￡匹配类型比例

o-

。霉器礴、臻秘嚣关系。 数量， 占隧霸)

a田ct^I吕tch 826 25．41

bmadMa￡ch 1517 46．66

nanDwlH砒ch 9嘴 凹．93

总 计 3251 100

3类目映射匹配的依据

类名、注释和类日间关系是分类法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共同作用决定类目的内涵和外延，是编目

人员类分文献的主要依据。同时，由于各国在主题

词表和分类法互操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当前

研究人员分别实现了DDc与LcsH(美国国会标题

表)、CIJC和《汉语主题词表》的映射对应，因此类

目匹配中，各类目对应的主题词将有效地帮助研究

人员做出进一步判断。另外，书目记录是专业人员

根据对类目的理解将相关资源归于类表对应类目

下的分类标引结果。所以书目记录同样可作为提高

映射准确匹配的参考依据。总体来说，需综合考虑

以上因素来确定类目c。(cN．，N。，TI，R。)和C2

(CN2，N2，T2，心)之间的映射关系，其中CN表示类

名，N表示注释，T表示主题词，R表示类目之间的

关系。

3．1类名

类名是类目名称的简称．作为分类表的主要构

成。规定了特定类目所表达事物概念的内涵和外

延，是采编人员类分文献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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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部分类法都非常重视类名的选取．通常依据特

定的类名规范标准，以保证类名具有科学性、准确

性、简洁性和一致性【4】。DDC和CIJc进行映射时。

首先考虑对其类名进行匹配．类名匹配时存在以下

三种情况：类名完全一致、与组合类名部分重合、与

组合类名交叉相同(见图1)。

3．1．1类名完全—致

DI)C类名对应的中文译名与《中图法》类名完

全相同的情况，在理学类目里有630个，占理学总

类目的19．38％，由于部分类目名称尽管相同．但其

外延大小有所差异，因此在类名相同的情况下，也

存在着e】【actM砒ch．hⅪdM砒ch和n删w№舭h三种
类型(见图1)。其中既actM咖h比例最大。占86．

"％。类目含义通常受上位类的限定或者外延范

围不—致，导致类目类分的角度或粒度不同。其下

600

500

类400

曩300
200

100

O

位类类名尽管完全相同，而其类目的外延存在包

含、被包含的关系，即Cl包含于晓，或者Q包含

于Cl。则建立瑚珊枷缸cll或者brIHlh恤ch关系。

如DDC类目538岍蛐和CIJc中类目0441．2
磁学类目名称完全一致，而0441．2受上位类044l

电磁学的限定，表示电磁学范围内的磁学。因此

0441．2的外延小于538．所以二者建立叫咖W^Ialch

的关系。h嘣lMatch和删[Io曲Ia“ch类型分别占

9．5l％、4．12％，另外，DDc存在着一些主题交叉的

组合类目，如c山Ill璐alld 8Ilalytic geD啪ny微积分

与解析，1．何，只有同时涉及微积分、解析几何的文

献才能归入此类[5]。CLc并不存在此类情况。因此

同名的情况下，仍需借助注释、主题词、类目关系做

进一步判断。

F马一一．}=={耳：d I。一——类名完全相同 类名部分相同 类名交叉相同

映射依据

图1依据类名匹配类型分布

3．1．2与组合类名部分重合

《中图法》和D1)C都采用大量的组合类目形

式来表达一些复杂概念．这些类目类名包括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语词。并通过不同的连接符或连接词进

行组合。组合类目在分类法中占有相当大比重．同

时在分类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6j。匹配过程中。

存在单一概念类名与组合类目类名部分重合，由于

两个类目之间内涵与外延差异．匹配类型有麟act．

Match，Ⅻ∞舭h，hmdMalch三种。符合该类型
的加C和CLc类目有3四个。占总类目的
lo．12％。其中nan删M8teh和h)adMatch分别占

38．48％和46．06％，另外一些类目尽管类名不完全

一致，但两个类目的内涵一致。因此可建立锰踮t．

№心，占15．7l％，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借助类名
注释、主题词作进一步判断确定。

3．1．3与组合类名交叉相同

除限制性组合类目外，两类表中存在部分元素

重合的组合类目。即cN，(a，b，c)类目和cN2(a，b，

d)类目，c1和Q中具有a和b两个相同的因子。

Cl和Q不相互包含，而属于交叉重叠。此种情况

下，较难判断Cl和呓的关系。需严格考虑c和d

的语义信息，如果c和d为语义相近的同义词。则

二者可建立雠∞thIatch；很多情况下。c和d存在语

：；【差别．如551．4犯【丑k船and iIlland s朗s和P343．3

湖泊、水库，相同的因素是湖泊。不同的是水库和内

陆海，其中内陆海又称为咸水湖，因此551．4舵的

2013年1月Ja一旧ry．∞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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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小于P343．3，即建立brcladMatch。如图1类名

交叉相同部分所示，相对前两种情况，在理学领域

占比很小，只有1．69％，其中e)【actMaIch、捌．
M吐ch、瑚珊m‰ch分别占9．81％、58．82％和

31．37％。

3．2类目注释

注释是对类目名称的补充说明。是分类表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DDc和cLC表中，使用了丰富的

注释说明，包括类目内容注释、类目关系注释、类目

沿革注释、分类注释等。这些注释可以帮助映射人

员明确类目的含义、范围、应用情况，内容注释和类

目关系注释在类目匹配中起重要的作用。因此映

射过程中参考注释可以进一步确立映射的对象和

类型。如类目P343．6+3冰川类型有内容注释“河

冰、海冰、湖冰、地下冰等人此”，明确说明了该类包

含河冰、湖冰，因此在映射中，我们建立与551．345

湖和河冰的映射。

DDc对CIJC理学类目映射中，依据注释匹配

的类目有274个，占总类目的8．43％。其中唧t．
hhtch．br吣dMatch和姗wh‰h分别占10．22％。
52．55％和”．23％．可以看出exactMatch所占的比

例很小，且在确定ex∞tM砒ch时，应参考类名和类

目的其他特征。依据注释匹配的情况有两种：其一

是C1类目注释所标注类目的外延包含另一类表的

类目名称Q，如C1类目0414．2统计物理学的注

释为：统计热力学、统计力学、量子统计力学等人

此．有Q类目530．13统计力学。因此可以建立cl

到呓的删娜wMatch。此种情况在参考类目注释的

匹配中占79．35％。其二是两类表中的类目均有内

容注释标注类目外延，其外延重叠，或包含，或交

叉．这样可建立ex舯tMatch、Ila珊枷datch或bmad．

Match匹配，这种完成映射的类目占20．65％。

3．3主题词

DI)c研究人员实现了与Lc跚(《美国国会图

书馆标题表》)的映射；cM实现了与《汉语主题词

表》的映射研究，并以相互对应的方式呈现在分类

法的主页上，成为分类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

国际分类法之间的映射提供了更广泛的依据，为进

一步准确匹配提供了参考。两个类表的主题词进

一步阐释了类目所对应的主题词集合．在映射中可

以作为类目外延所涉及的范围看待，如P331．3水

文地理调查．所对应的主题词集合中包含径流。因

此DDC的551．488 Rmoff径流可以与之建立部分

对应的映射关系。与类目注释相比．主题词一般较

全面反应类目所包含的范围，而注释是为突出或特

殊情况的说明。依据主题词，对于类目C1(CNl，

N。，T，，R。)和C2(CN：，N2，T2，R2)，匹配有以下几种

情况：一，CNl包含于C2的主题词T2；二，C1的主题

词T1包含于C2的主题词T2；三，C1和C2类目的

类名和主题词或主题词之间有交叉关系；四，一方

的主题词Tl(T2)和另一方的注释N2(N．)有相同

的元素。类目的主题词涉及类目的具体内容，是映

射中重要的参考成分．在理学类目中依据主题词匹

配的类目有416个，占总类目数的12．80％．依据主

题词匹配的类目多是br咂dMatch或nan删MaIch．

分别占63．66％和28．09％：同时一些类目因主题词

的内涵和外延完全一致或差别很小．可以建立眈．

actMalch，占8．25％。

3．4类目语义关系

体系分类法中。类目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上下位

类目的从属关系、同级类目的并列关系、不同类目

之间的相关关系三种。类目关系在理解类目内涵

和外延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些类目的名称简

略．其内涵和外延只有借助上下位类目才可以进行

判断，如DDC中523．73 M0tio璐运动和523．83 MD-

ti一运动，类目名称上二者无差异，需要参考上位

类进行含义的甄别。语义关系中，上下位类目的限

制作用、具有同义关系的替代类目、停用类目在映

射过程常常起到参考作用。依据类目关系的匹配

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其中—个类表中类目名称

省略上位类的限定。而另一个类表具体表示出来。

则需与上位类合并建立与另—个类表类目的映射。

例如：DDC中530．8 Measure腿nt(测量)的上位类

为530物理学，因此其准确的含义为物理测量，和

《中图法》04-，Ⅺ物理测量建立exactMatch。二是一

总第三九卷第二。三期v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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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类目依据类名、注释、主题词无法判断类目的内

涵和外延，匹配时，如果其上位类有映射类目，则依

据类目的从属关系．直接映射到上位类所对应的映

射类目。如525．2叫cal，radi删ve，t}I删脚
enies(光学，放射性，热性能)，上位类为525地球，

CIJC中P183地球类下未找到与525．2相对应的类

目．则525．2与上位类n83地球建立bm甜Match。

三是替代类目。具有替代关系的类目建立与同一类

目的匹配。理学类目中依据类目语义关系匹配的

类目有344个．占总类目的10．58％，其中涨t．
Match 25．58％。bmadM咖h和narmwMatch分别占

64．53％和9．鼹％。

3．5类目四配睨刚

DDc中存在一些特殊的类目．在不同学科中

类目名称一致，含义相似，这些类名有StaIldaId

sIll)divisi哪(标准细分)，Subdi谢吣of A附嗽Cr
枷(抽象几何的标准细分)，Hist耐cal蛐d per-

so璐蛐nt(关于历史、人物的处理)，Mi8ceuany
(杂集)、Malerials(材料)，另外DDC将人物，如

Mineralogis协(矿物学家)等列入主表，此类类目在

理学类目中共有167个，占总类目的5．14％。而在

《中图法》中没有明确的对应，人工映射中，需规定

统一的映射规则以确保映射的一致性。

3．5．1标准细分和专类复分类目的处理

DDc各学科主表中普遍存在复分指示类目，

包括标准细分和专类复分指示。例如512001．

512009 standard subdivisions．类名直接为标准复

分，指示上位类可以按标准复分表复分；512．2．

512 5 Subdivisi吣of ABSmACI’a1础m，此类目为
具体代数的细分。指示可按专论复分表复分。这种

类目受上位类限制．需综合分析上位类．才能明确

其复分的类目含义。《中图法》中在主表中不存在

这样的类目。

映射中规定．标准复分类和专类复分类目复

分所指不明确，找不到对应类，应直接归入到相关

的上位类。建立brD胡Match映射．少数类目在CLc

中可以找到完全匹配的类目，则可建立鼹∞tMalch。

如532 F1uid脒：chamcsⅡ椰d rI脱}l肌ics下的标准

复分类目532．001．532．009鼬ⅡldaId subdil，isio鹏对

应到上位类035。DDC中这种类目占1．“％，其中

bmadMatch占87．23％。

3．5．2 DDC中人物类目的处理

DDC和CIJc对人物的处理大相径庭，CLc采

用两种方式处理各学科相关的人物。其一，CLc推

荐将各学科人物传记类著作归入K历史、地理大

类；其二，cLc指示将各学科人物具体学科方面的

著作归入该学科史中。加c对人物类文献在主表

中各学科下设类。因此映射时建立一对多的映射，

如表2所示。一是直接用明复分，采用h域match

类型，映射到《中图法》中各学科的学科史类目之

下；二是建立与《中图法》K大类的映射，以方便使

用者根据类分集中文献需要．选择相应的集中方

式。理学类目中人物方面的类目占1．1l％。hlad．

Match、na珊wMatch和黜tMatch分别占舳．56％、
13．89％和5．56％。

表2Ⅸ)c中人物类目的处理

跚92 As咖∞聊瀚 P1．09 天文学史 blD似m蛐
天文学家 l遵26．14 天文学家 句曲d瑚lmch

3．5．3其他特殊类目的处理

DDc中存在较多的HisⅫcal aIId姗l碍
骶atImnt或者Hstorical，ge叼阻pllic，pe瑚璐he砒·

艇蚍0f幽类目，表示上位类目的历史、地理、
人物方面的论述。在DDC理学类目中占221％。

映射中对Hislorical，gec刚ic，p吣∞8盹alIl姗t 0f

酬。盯(关于历史、地理、人物的论述)，统一与CLc
中相关类目的历史类目对应．一般采用J09的复分

类目，复分类型根据类目的内涵和外延而定。bfoad．

Match、瑚nwMalch和龇tMa￡ch分别占54．17％．
13．89％和31．94％。

另外，DDc主表中存在hIiso岫(杂集)、№．
t商als(材料)的类目，这些类目在c比主表中不会

出现，在通用复分表找不到完全对应的类目，因此

对此类目不做复分．直接与其上位类所匹配的类目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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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依培书目记录的匹配

书目记录的类号是分类表实际应用的体现。

由于分类人员长期的专业分类实践经验．同一类型

的图书资料通常被归入同一类目下。因此为了进一

步实现类目映射的完整性．保证类目映射的准确

性。映射人员采用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图书馆的

相关书目记录库作为参考依据．通过书目记录集来

确定类目所属的主题及学科范围。验证类目映射的

准确度与有效性。并采用相互验证的方式来获得

DDC对应的中图号和中图号对应的DDC号。

依据书目记录映射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是依据类目、主题词、注释，仍然没有找到相对应

的类目．二是对于所找到的对应类目，作进一步准

确性验证。以明确其匹配类型。采用的映射方法有

两种：其一，将Cl类目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外文书库

0PAc进行检索。若cl类号对应的书目记录均对

应—个DDC类号，则可以证明Cl和该类目对应，

若Cl类号书目对应的类号不止一个。则对各类号

进行累计计算，将出现频率最大值的类号作为匹配

类号。其二，DDC类号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没有

对应的检索结果或结果较少，则通过检索美国大学

图书馆相关书目记录库获取．这种情况下需查找

c1类号所对应的主题词，输入西方书目库检索对

应的DDC类号，经过统计运算，最后确定匹配

类目。

依据书目记录的匹配．受书目数据库书目数

量和标引质量影响很大．因此要选择认可度较高的

图书馆书目库。或者映射人员采用多个书目数据库

的方式。并结合所检索类目的含义确定映射关系，

通过书目记录匹配的类目在DDc理学类目中占

31．97％。其中hⅫ必、他玳fwMalch、觑∞t㈧
哆掳帖5261％、41．49％、5．90％。

4映射结果讨论

《中图法》(cM)和DDc映射中使用了

DDC22、CLc5，其中DDC理学类目共计为04条，

CIJc涉及0类和P类。共计4639条类目。通过逐

个类目的匹配，实现了一对一，一对二和一对多的

4．1囤唰树彩确Ii_}|挖
可以看出，要实现DDc到cLc的映射。必须

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所能匹配的类目比

例为实现自动匹配提供依据。如图2所示，直接匹

配过程中。依据上述因素实现匹配的大小比例不

一。在诸映射依据中。类名、类目关系、注释和主题

词均是类目本身所携带的重要信息．依据其映射的

类目占63％，因此类目自身信息是分类法映射最重

要的依据。映射过程中，根据类目特点定义映射规

则的匹配占5．14％，依据书目记录映射的类目占

31．87％．可见类目本身携带的信息在人工映射时

尚不能完全实现类目匹配，还应将书目记录作为映

射匹配的重要参考。

书目记录 类名 口类名

田注释

口主题词

四类目关系

口映射规则

口书目记录

圈2Ⅸ)C毽学类目与Ⅱ￡匹配依据分布

4．2匹配依据在各学科内的分布

从图3看出．其匹配依据分布总体呈现出一致

性特点．只有个别匹配依据有小的差别。图3明显

表明．DDc和CIJc的映射过程中类目语义匹配存

在一定的规律。便于在语义相似度分析时通过限

定—个阈值，以检验其匹配的准确度。另外，在匹

配的过程中有时一种参考依据不能准确地界定匹

配类型，可以临时给定一个mlmedMalch，然后将该

类目进入下—个匹配环节。进一步确定两类目的内

涵和外延的关系，对匹配类型进行核准和修订。

4．3直接映射应用于计算机映射的探讨

依据以上分析。分类法的类名、主题词、注释、

语义关系都是类目的组成部分，共同规定了类目的

具体内涵和外延。计算机匹配时应设定这些因素

的优先度和权重值：类名直接解释类目。因此最具

总第三九卷第二O三期W．∞．Nn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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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语权。计算机在匹配类目时应首先参考类

目名称；类目注释也是类表本身的组成部分，起到

解释类目的作用。因此将注释作为计算机匹配的第

二个参考属性；主题词作为第三种匹配依据；还可

参考类目问的关系进行匹配：最后对所有类目实现

书目记录匹配。每一次匹配过程满足指定条件时，

明确其匹配类型。在进行注释、主题词匹配时，同

一个类目下．匹配类型为lel砒edMatch或者类型超

过—个时，则需根据匹配过程进一步调整且明确匹

配类型。最后已找到匹配类型或者未有匹配类型

的，都需经过书目记录进行核对(见图4)。

类目自身信息映射可通过计算机自然语言处

理和语义匹配的方法实现。是多数研究者研究类目

映射的注意点，但是通过上面映射数据可以看出，

此类映射会有31．盯％的类目无法实现匹配．或者

说匹配的质量令人担忧。书目记录的映射对书目

数据库的质量要求较高且书目数量应足够大。因

DDc类表I cLc类表

类名，注释，主题词规范处理

类名语义相似度计算卜叫确定匹配类型

注释的语义计算 确定并修订匹配类型

主题词参与语义计算H确定并修订匹配类型

类日关系判断 确定并侈订匹配类型

通过书目记录核对匹配类型，并实现匹配

圈4计算机类目匹配漉程圈

此很难单—依据一种信息来实现两部分类法的匹

配。本文认为分类法自动映射系统应依据多重信

息，结合多种算法，以确保映射结果更加准确、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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