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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书目框架（ＢＩＢＦＲＡＭＥ）的家谱本体设计 *
夏翠娟，刘 炜，张 磊，朱雯晶

摘 要 文章针对图书馆的家谱系统大多只提供基于关键词匹配的字段检索，主要面向文献特征而
不能深入揭示内容的问题，在对家谱信息系统及相关技术现状进行文献调研的基础上，论述了上海
图书馆基于书目框架模型来设计家谱本体的起因、过程、方法和成果；利用本体建模方法设计了上
海图书馆家谱本体及其应用、扩展和重用；得出了基于书目框架设计的家谱本体既能揭示家谱资源
的文献特征和内容属性，又能增强内容之间语义关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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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alogical Ontology in the Form of BIBFRAM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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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existing genealogy systems in libraries only provide keyword search based on fields and

subfields. They are not able to reveal the content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data entities such as Family，Person，
Place，Event etc. effectively in the genealogical documents. After making a literature review，this paper studies
on how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by using semantic web and linked data technologies. It mainly discusses the
design of genealogical ontology based on bibliographic framework， which is a data model for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and has been developed to replace MARC using Linked Data technology. The implementation，
extension and re-use of the genealogical ontology a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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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书目框架（ＢＩＢＦＲＡＭＥ）是美国国会图书馆

是语义万维网技术的倡导者 Ｅｒｉｃ Ｍｉｌｌｅｒ 领衔，
正式启动“书目框架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标
是设计一套互联网时代的书目数据标准，用以

牵头开发的下一代书目数据格式标准，也是该

取代 ＭＡＲＣ，并能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

开发项目的简称。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美国国

美术馆等“人类文化记忆机构”共同使用［１］。经

会图书馆联合大英图书馆、德国国家图书馆等

过 ３ 年多的开发，书目框架模型基本成型，各

６ 个图书馆，请 ＤＣ 元数据的发明人之一，也

相关规范的文本编写接近尾声。目前其官方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W3C 的 RDB2RDF 标准规范在关联数据服务构建中的应用” （项目编号：13CTQ008）
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关联数据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项目编号：11BTQ041） 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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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ｂｉｂｆｒａｍｅ／）发布的成果包

联数据是语义万维网的轻量级实现方式，它植

括书目框架模型（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Ｍｏｄｅｌ）、术语词

根于现有的 Ｗｅｂ 基础技术：用 ＨＴＴＰ ＵＲＩ 来标

表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包 含 ３００ 多 个 术

识数据，使 ＵＲＩ 不仅作为事物的名称，同时兼

语，并还在根据需要增加和修订）、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作存取地址；以服务器对不同请求的响应来区

纲要（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对于各类“社区”应

分信息资源或非信息资源；采用 ＲＤＦ 模型作为

用书目框架的进一步限定或扩展的规定）、书目

描述世间万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结构，在此

框架权威档（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关系描

基础上可以利用万维网本体语言（ＯＷＬ）建立更

述（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以及 ＭＡＲＣ 数据

为复杂的领域知识模型，为更广泛的基于机器

转换为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格式的工具、书目框架编辑

理解的语义互操作奠定了基础［２－３］。

器（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Ｅｄｉｔｏｒ）的演示平台等，内容非

知识本体给数据赋予了语义，关联数据技

常丰富；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尚有一些关键细

术以标准的格式为数据编码使得机器能够理解

节还没有定论，如对书目框架的形式化表达和

语义并处理数据间的关系。本文提出采用语义

书目数据的 ＲＤＦ 序列化规则等方面还有大量

万维网技术来建设新的家谱知识库系统，设计

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对如何保留或有没有必要

一个向下兼容、易于扩展、便于重用和共享、

保留那些基于 ＡＡＣＲ２ 或 ＲＤＡ 的编目规则而得

支持家谱数据重组和知识建模的家谱知识本体，

到的大量丰富而微妙的语义，正在进行激烈的

这是首要的工作。设计知识本体的一个重要原

论辩。

则是尽量复用已有的本体模型和术语词表。本

家谱是一类记载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世系

文在文献调研、家谱领域现有案例分析以及技

繁衍情况和重要人物及事迹的历史文献，是研

术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书目框架模型，复

究人文历史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资源。上海图书

用书目框架术语词表中的术语，设计了上海图

馆是全世界收藏中文家谱（原件）数量最多的机

书馆家谱本体，并采用书目框架应用纲要来规

构。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庋藏这些资料，上海图

范家谱本体的应用和实施，这是利用语义万维

书馆在过去 １０ 多年一直在进行家谱的整理和

网技术改造图书馆传统资源的组织方式，以提

数字化工作，初步建立了包含 １．８ 万余种家谱

升服务效果的一种尝试，也是对正在发展之中

的影像资源库，以图书馆人熟悉的 ＭＡＲＣ 格式

的书目框架应用于中文环境的试验和检测。

作为数据检索和交换格式提供服务。近年随着
“数字人文”研究的兴起和各类相关工具平台的
建立，基于文献的揭示方式难以满足学者进行
深入研究的需要。比如，家谱中包含丰富的人、

1

家谱信息系统建设及研究现状

1.1 现有的家谱应用系统和技术
家谱收藏机构主要是图书馆和教会、宗亲

地、时、事、机构及相互关系等，都不是基于

会等机构。在国外，家谱收藏机构有美国犹他

ＭＡＲＣ 的系统所能描述和揭示的，还必须进一

家谱研究学会、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在我

步进行基于内容的深度加工和揭示，并提供灵

国港台地区，台湾“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国

活的、多维度的展示和操控工具，才能使数字

家图书馆”收藏家谱较多，香港大学图书馆也

家谱得到更好的利用。

有少量收藏；我国大陆家谱收藏和研究机构主

语义万维网技术尤其是关联数据技术为上

要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几个大型

述需求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书目框架就是该技

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以及少数高校图书馆。目

术在图情领域的最新应用，正好能为重组家谱

前主要的家谱应用系统有犹他家谱研究学会的

资源、重构家谱服务系统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家谱检索中心（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日本国立国

书目框架是基于关联数据技术框架设计的。关

会图书馆的东洋文库、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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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数据库、台湾地
华寻根网”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关注。虽然它没有具体

区家谱联合目录数据库、 《四库全书》 等大型

的应用实施方案指南，但常被作为许多相关应

数字化古籍数据库中的家谱资源库等。王昭 和

用的参考。ＧＥＮＴＥＣＨ 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

毛建军 对上述家谱收藏机构和家谱应用系统进

种处理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７］，比如不同历史时

行了介绍分析。

期同一地理位置具有不同的地理名称的问题；

［４］

［５］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东洋文库、中国国

另一方面，该模型将所有与人有关的信息关联

家图书馆的“中华寻根网”、上海图书馆的家谱

起来，比如机构、历史事件、家族活动，还提

数据库均采用题名、著者、姓氏、居地、名人

供将初始数据表达成为具体应用所需的不同形

等字段进行检索，是基于字段关键词匹配、面

式（文档、记录、文件）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由

向家谱文献资源的检索系统。犹他家谱研究学

于ＧＥＮＴＥＣＨ 没有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标准规范，

会的 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ａｒｃｈ．ｏｒｇ 不仅可以根据文献的收

没有得到应用和推广。ＧＥＤＣＯＭ 和 ＧＥＮＴＥＣＨ

藏地、类型、批次号码和缩微胶卷编号来查询

主要是为欧美家谱而设计，在我国少见应用。

家谱资料，还可根据姓氏和名字、生平事迹

２１ 世纪初，Ｗ３Ｃ 推出诸如 ＸＭＬ 超文本标

（出生、结婚、居所、死亡等）、配偶或父母关系

记语言，ＧＥＤＣＯＭ 为适应这个趋势进行升级，

来查询。国外还有 Ａｎｃｅｓｔｒｙ．ｃｏｍ 和 ＷｅＲｅｌａｔｅ

ＧＥＤＣＯＭ６．０ 版也叫 ＧＥＤＣＯＭ ＸＭＬ。其它基

等家谱网站，与 ＦａｍｉｌｙＳｅａｒｃｈ 一样，允许用户

于 ＸＭＬ 格式的家谱标记语言 ＧｅｄＭＬ、ＥｅｎｉＭＬ、

自行创建家族树，上传家族照片和撰写人物生

ＧｅｎＸＭＬ，与 ＧＥＤＣＯＭ 一样，只有少数机构

平大事，甚至多个不同用户可共同维护一棵家

在使用。随着语义万维网概念的提出，Ｗ３Ｃ 又

族树。

推出资源描述框架（ＲＤＦ）、知识本体语言（ＯＷＬ）

国外家谱领域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标准是

等语义万维网相关标准规范。ＲＤＦ／ＸＭＬ 作为

ＧＥＤＣＯＭ，较有影响的家谱概念模型是 ＧＥＮ－

Ｗ３Ｃ 的推荐标准和语义万维网技术的基础，可

ＴＥＣＨ。ＧＥＤＣＯＭ 是用于在不同的家谱软件之

被大部分机器语言识别和处理，已被广泛应用

间交换数据的家谱数据交换标准，最开始是为

于多种不同的领域，有利于跨领域的共享和重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ｏｆ Ｊｅｓｕｓ

用。Ｊａｙ Ａｓｋｒｅｎ 开发了传统的 ＧＥＤＣＯＭ 格式

Ｃｈｒｉｓｔ ｏｆ Ｌａｔｔｅｒ－ｄａｙ Ｓａｉｎｔｓ）的需求设计，也被

转换为 ＲＤＦ／ＸＭＬ 格式的工具，以证明 ＲＤＦ 的

美国犹他家谱研究学会采用。它不是一个数据

广泛适应性［８］。语义技术作为历史研究的工具得

模型，可看做是用于家谱数据的文本标记语言。

到重视，Ａｌｂｅｒｔ Ｍｅｒｏ觡ｏ－Ｐｅ觡ｕｅｌａ 对基于语义

ＧＥＤＣＯＭ 文件是包含家谱文献元数据记录的

技术的历史研究方法作了调研，其中涉及家谱

纯文本，其结构适合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技术

研究［９］。关联数据作为语义万维网的轻量级实现

环境。Ｃａｍｐａｎｙａ Ａｒｔｅｓ Ｊｏａｎ［６］指出：在目前的

方式也受到关注，Ｊｏｓｈ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０］ 论述了利用

环境下，它有以下几个弊端：专用的格式不利

关联数据技术来实现家谱数据全球共建共享的

于进一步发展；标准的定义不够严谨，在应用

可行性和方法，其中提到了基于关联数据技术

过程中容易产生分歧；数据冗余导致不一致性；

的 一 个 家 谱 数 据 集 Ｊｏｈｎ Ｇｏｏｄｗｉｎ’
ｓ Ｆａｍｉｌｙ

没有足够的灵活性来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如

Ｔｒｅｅ ［１１］，该数据集已在最大的关联数据集注册

人名、地名的定义和描述，只能用于家谱领域，

中心 ｔｈｅｄａｔａｈｕｂ．ｏｒｇ 注册。

无法与其他领域进行数据交换。ＧＥＮＴＥＣＨ 是

1.2

现有的家谱元数据方案和家谱本体

一个家谱概念模型，源于一个研究者之间的合

在资源组织上，图书馆习惯于将家谱作为

作项目，只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间延续了很短的时

一种历史文献资源来保存和处理，主要集中在

间 ， 但 得 到 美 国 全 国 宗 谱 协 会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对家谱文献的整理和元数据著录上，过去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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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图书馆编目系统著录，采用 ＭＡＲＣ 数据格

Ｐｅ觡ｕｅｌａ 对上述本体作了调研［９］。这些本体为解

式。近年开始采用 ＤＣ 元数据标准来为家谱资

决家谱中的具体问题提供了建模方法上的参考，

源设计元数据方案，尤其是在我国，如科技部

且其词表以 ＲＤＦ／ＸＭＬ 格式发布，其中的术语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重大项目——
—我国数

可被方便地重用在家谱的本地应用系统。在图

字图书馆标准与规范建设的家谱元数据规范子

书馆中，家谱作为文献的特征仍然需要得到充

项目的成果：张秋芳等人的 《家谱描述元数据

分揭示，相关的本体有欧洲数字图书馆数据模

规范》 ［１２］；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标准规范项目

型 （ＥＤＭ） ［２４］、 ＯＣＬＣ 的 Ｓｃｈｅｍａ．ｏｒｇ 书 目 扩 展

的成果：赵亮等人的 《国家图书馆家谱元数据

ＳｃｈｅｍａＢｉｂＥＸ ［２５］，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书目

规范与著录规则》 ［１３］，上海图书馆参与了这两

框架，与前二者相比，书目框架明确以替代

个项目。在这两个项目的元数据方案中，元数

ＭＡＲＣ 为目的，不仅仅是一种书目格式，而是

据元素大都包括题名、卷数、修撰者（著者）、版

一个从模型到词表、到实现技术的系统性框架。

本、谱籍地、堂号、始祖、始迁祖、收藏地、

书目框架能兼容 ＲＤＡ、ＦＲＢＲ 等已有的标准，

提要等信息。２０００ 年由上海图书馆牵头，犹他

也支持与 ＳｃｈｅｍａＢｉｂＥＸ 甚至档案界 ＶＲＡ 模型

家谱研究学会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的家谱收藏

的互操作，既能够深度描述资源的文献特征，

机构参与整理的 《中国家谱总目》 是迄今为止

也能描述人、地、时、事等内容特征，虽然尚

收录我国家谱最多、著录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

有诸多细节有待讨论，但仍被寄予厚望。

［１４］

专题性联合目录，基本采用上述元数据元素。
近年逐渐出现基于知识本体的解决方案，
国外有多篇文献记载家谱本体的设计。２００５ 年
荷兰一家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提供咨询

2

上海图书馆家谱本体模型和术语词表
的设计
目前的家谱信息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服务的公司 Ｉｖｏ Ｚａｎｄｈｕｉｓ 论述了家谱本体的

一是以家谱文献为主要管理对象，二是以家族

设计，定义了一套术语词表，以 ＲＤＦ／ＸＭＬ 格

世袭人物关系及其相关事迹记载为主要对象。

式在 Ｗｅｂ 上发布。美国杨百翰 大 学 （ＢＹＵ） 的

当然，这两类信息系统经常无法截然分开，前

Ｃｈａｒｌａ Ｗｏｏｄｂｕｒｙ 和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ｍｂｌｅｙ 在 探 索

者必然会涉及家谱对内容的描述，比如始祖、

中记载了设计的家谱本体和基于本体进行逻辑

始迁祖、宗族名人、迁徙地；而后者也离不开

推理和知识挖掘，处理同一人多名的方法 ［１６］。

家谱文献，也是通过对家谱记载或修谱时描述

Ｊｏｓｈ Ｈａｎｓｅｎ 阐述了基于关联数据技术的家谱

而进行记录。

［１５］

本体设计思路，发布了一个家谱本体术语词表

上海图书馆已有的家谱系统以家谱文献为

（ｈｔｔｐ：／／ｐｕｒｌ．ｏｒｇ／ｇｅｎ／０．１＃）。 在 我 国 ， 上 海 交 通

管理对象，采用对文献进行著录的一整套元数

大学的陈艳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为例论述了中

据元素集，以 ＭＡＲＣ 为数据格式，可通过题

国家谱本体的构建方法、过程和结果 ［１７］，武汉

名、姓氏、居地、堂号、著者、名人、丛书、

大学的董慧等在 ２００８ 年 ＩＥＥＥ 大会上介绍了基

索取号等与家谱文献相关的字段进行检索，在

于本体的家谱知识建模方法 ，遗憾的是没有

家谱阅览室可以查看扫描的影像文件。这种仅

公开发布家谱本体术语词表。

仅以文献方式建立的信息系统在很多时候无法

［１８］

与家谱信息中包含多种实体相关的知识本

满足用户的查检需求，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规范

体有用于人和机构的本体 ＦＯＡＦ 、关于人与

控制，对于姓氏、年代、人名、地名等所有字

人之间关系的本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２０］、地理本体

段都只能采用关键词（自由词）匹配而不是概念匹

ＧｅｏＮａｍｅ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２１］、时间本体 ＴｉｍｅＯｎｔｏｌ－

配，缺乏必要的准确性，极大地影响了查全率

ｏｇｙ 、 事 件 本 体 Ｅｖｅｎｔ ， Ａｌｂｅｒｔ Ｍｅｒｏ觡ｏ－

和查准率，而且缺乏聚类功能、关联关系的发

［１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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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等。这些缺陷正好都是目前关联数据技术的

型，它由许多不同的实体类和属性构成，类和

强项，也是上海图书馆要以尚未开发完成的书

属性的定义及取值都在书目框架术语词表

目框架模型来建立家谱信息本体的主因，希望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中规定。书目 框 架 模

能够兼顾家谱文献管理和内容揭示两方面需求，

型 ［２６］ （见图 １）包含四大类：创造性作品（Ｗｏｒｋ）、

使图书馆的信息系统由于应用了语义技术，而

实例（Ｉｎｓｔａｎｃｅ）、规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注释（Ａｎｎｏ－

能够为更多的人所利用。

ｔａｔｉｏｎ），其中与文献相关的是作品和实例，与

2.1

书目框架的核心模型和本体词表

内容相关的属性属于作品，与格式和载体相关的

本文中所说的知识本体（有时简称本体），是

属性属于实例。这与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ＦＲＢＲ）

专指对领域知识进行抽象，建立一定的概念模

模型的四大类相比更为简洁，作品对应 ＦＲＢＲ

型，并使计算机能够“理解”这个模型的一种

模型中的作品（Ｗｏｒｋ）和内容表达（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形式化知识表达工具。知识本体常常表现为一

实例对应着 ＦＲＢＲ 模型的载体表现（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

套体系化的术语词表及其相互之间关系描述，

ｔｉｏｎ），而 ＦＲＢＲ 中与馆藏复本相关的单件（Ｉｔｅｍ）

并以一定的机器语言进行编码而得到的代码体

则作为书目框架的注释（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的一个子

系。比如，传统分类编目工作常用的分类法和

类。注释体现了书目框架模型的开放性，在注

主题词表等，如果以 ＳＫＯＳ 这种专门的、基于

释模型中，容纳馆藏相关的本地信息，可以将

ＲＤＦＳ 的编码规范进行编码之后，所形成的知

各种互联网资源如书评、评分等信息与书目数

识体系就可看成是一种本体。知识本体应包括

据相关联。ＦＲＢＲ 第二组实体人、机构等规范

每一个术语的明确定义及其关系（比如叙词表种

控制相关的数据在书目框架中属于规范（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的用、代、属、分、参之类的关系），术语分为

规范提供一个轻量级的规范控制层，可利用已

类（Ｃｌａｓｓ）和属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两种，类是对同一类

有的规范词表如 ＶＩＡＦ、ＬＣＳＨ 等，使 Ｗｅｂ 级

实体对象的抽象，属性是对类的各种特征的抽

的规范控制更为有效。基于书目框架模型设计

象，用于表示类与类之间的关系。

家谱本体，可以将家谱数据中的内容和载体明

书目框架是图书馆领域一个最新的本体模

显地区分开，并利用书目框架的规范控制方法，

图 １ 书目框架的核心模型和注释模型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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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基于 Ｗｅｂ 的规范控制，利用注释模型引

元数据方案是平面的，而知识本体则是厘清了

入更多的开放资源，补充家谱知识库的不足。

元素所描述的类（Ｃｌａｓｓ），定义了类与类之间的

到目前为止，书目框架术语词表共定义了

关系，以属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来明确表达这些关系而

３３８ 个术语，除了明确定义核心模型的四大类

形成的立体网状模型 ［２８］。在设计本体时，一个

外，一些与四大类相关的其他资源也被抽象为

原则是尽可能地复用已有本体的类和属性，如

与这四类同级的资源类，都作为 ｂ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果已有本体中的类和属性不足以表达具体应用

类的子类，比如事件（Ｅｖｅｎｔ）、关系（Ｒｅｌａｔｅｄ）、

领域中的数据实体及其关系，就需要自定义新

题名项（Ｔｉｔｌｅ）、标识符（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语种项（Ｌａｎ－

的类和属性。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本体需建立在

ｇｕａｇｅ） 等 ， 根 据 关 联 数 据 的 原 则 ， 这 些 在

上海图书馆的家谱元数据方案之上，表 １ 是上

ＭＡＲＣ 记录中以文本出现的字段值在书目框架

海图书馆家谱元数据元素与书目框架术语词表

中作为资源对象来处理。家谱中的各类数据实

中类和属性的对应。从家谱元数据中可以发现

体包括文献相关的类，如题名、责任者、载体

家谱资源与图书馆其他资源相比的共性和特殊

项、出版项等，以及可用于家族信息建模的类，

性。共性表现在题名项、责任者项、出版项、

如人、家族、机构、地、时、事等均可在书目

载体形态项、馆藏项等文献特征，这在书目框

—ｂｆ：Ｐｅｒｓｏｎ，Ｏｒｇａｎｉ
框架中找到对应的类——

架术语词表中有足够的类和属性与之相对应。

ｚａｔｉｏｎ，ｂｆ：Ｐｌａｃｅ，ｂ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ｂｆ：Ｆａｍｉｌｙ，

特殊性表现在和家族相关的属性如始祖、始迁

有丰富的属性来表达类与类之间的关系。这样

祖、散居地等，人的属性如姓、名、字、号、

原 ＭＡＲＣ 记录中作为文本串的数据可以作为资

兄弟排行等属性是家谱甚至是我国家谱所独有

源对象，利用明确定义的属性来表达对象之间

的信息，书目框架的类和属性不足以描述这些

的关联关系，为数据赋予语义，便于机器处理

特有属性，现有的家谱本体以及应用最为广泛

和 跨 系 统 的 互 操 作 。 该 术 语 词 表 已 用 ＲＤＦ

的描述人的本体 ＦＯＡＦ 也没有相应的属性来描

Ｓｃｈｅｍａ 编码，提供 ＲＤＦ／ＸＭＬ 格式的文件下载。

述这些特性，因而需要自定义家谱资源专有的

上海图书馆大量已有家谱数据是 ＭＡＲＣ 格

类和属性。在自定义类和属性时，尽量用继承

式，而书目框架的目标在于取代 ＭＡＲＣ，并非

的方式继承书目框架已有的类及其属性，这样

抛弃 ＭＡＲＣ。大量的 ＭＡＲＣ 格式的数据是图

就能继承父类中已有的属性，并保证与书目框

书馆的宝贵财产。新的书目格式必须兼容旧

架兼容。

格式，使已有数据能够顺畅地转换为新格式。

家谱中的迁徙信息一般由人（始祖或始迁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核心数据模型和本体词表全面考

祖）、地（原居地和迁居地）、时（何时迁往何地）三

虑了 ＭＡＲＣ 格式的兼容性，且项目组正在开发

要素构成，因此被作为事件（ｂｆ：Ｅｖｅｎｔ）来处理。

ＭＡＲＣ 转换为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工具和平台。基

始祖、始迁祖、支祖、房祖、名人等人有所处

于书目框架来设计家谱本体，在系统实现时可

时代、原居地、迁居地、名、字、号、排行等

以利用这些工具、平台，借鉴其方法。

特性，可以用一个特定的类及其属性来建模。

2.2

从家谱元数据到家谱知识本体

始祖、始迁祖、支祖、房祖、名人、散居地等

上海图书馆现有的家谱数据库已有一套元

属于某个家族的信息，可用“家族”类来建模。

数据方案，这决定了数据库中的元数据记录的

因而自定义了三个类：

结构。知识本体的设计必须考虑容纳现有的数

ｓｈｌｇｅｎ：Ｐｅｒｓｏｎ（人）；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姓

据项，基于现有数据结构来厘清数据之间的关

氏）。“ｓｈｌｇｅｎ”是上海图书馆家谱本体命名空

系。知识本体是元数据方案的立体化 ，有哪

间的前缀，带有该前缀的类和属性即为自定义

些元数据元素决定着需要设计哪些类和属性。

的 类 和 属 性 。 其 中 ｓｈｌｇ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继 承 ｂｆ：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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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家谱元数据与家谱知识本体的对应关系
家谱元数据
元数据项
标识

题名项

地理信息
时间信息

责任者项

版本项
出版项

家谱知识本体

元数据元素
标识符
书名
书名来源
异书名
异书名来源
谱籍
时间范围
责任者
责任者时代
责任方式
其他责任者
其他责任者时代
其他责任者责任方式
版本
年代
堂号
镌刻者

类
ｂ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标识符）

ｂ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Ｔｙｐｅ（标识符类型）
ｂ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Ｖａｌｕｅ（标识符值）

ｂｆ：Ｔｉｔｌｅ（题名）

ｂｆ：ｔｉｔｌｅＴｙｐｅ（题名类型）
ｂｆ：ｔｉｔｌｅＶａｌｕｅ（题名值）
ｂｆ：ｗｏｒｋＴｉｔｌｅ（作品题名）

ｂｆ：Ｐｌａｃｅ（地点）
ｂ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时间）

ｂｆ：ｐｌａｃｅ（地点）
ｂ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Ｎｏｔｅ（时间）

ｓｈｌｇｅｎ：Ｐｅｒｓｏｎ（人）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姓）
ｓｈｌｇｅｎ：ｍｉｎｇ（名）
ｓｈｌｇｅ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时代）
ｂｆ：ｒｏｌｅ（角色）
ｂｆ：ｅｄｉｔｏｎ（版本）

ｂｆ：Ｐｒｏｖｉｄｅｒ（提供者）

ｂｆ：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Ｎａｍｅ（提供者名称）
ｂｆ：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Ｄａｔｅ（提供时间）
ｂｆ：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Ｐｌａｃｅ（提供地点）

ｂｆ：Ｃａｔｅｇｏｒｙ（类别）

ｂｆ：ｅｘｔｅｎｔ（容量）
ｂｆ：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分类）
ｂｆ：ｃａｒｒｉｅ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ｙ（载体类型）
ｂｆ：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Ｔｙｐｅ（类别）
ｂｆ：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Ｖａｌｕｅ（分类值）

装订
载体形态项
数量
附注项
馆藏项

谱载内容

ｂｆ：Ｓｕｍｍａｒｙ（提要）

ｂｆ：ｈａｓ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注释）

收藏者

ｂｆ：ＨｅｌｄＩｔｅｍ（馆藏单件）
ｂ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机构）

ｂｆ：ｈｅｌｄＢｙ（收藏者）
ｂｆ：ｓｈｅｌｆＭａｒｋＤｄｃ（杜威十进制分类号）

ｂｆ：Ｅｖｅｎｔ（事件）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家族）
ｓｈｌｇｅｎ：Ｐｅｒｓｏｎ（人）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姓氏）

ｂｆ：ｅｖｅｎｔＡｇｅｎｔ（事件主体）
ｂｆ：ｅｖｅｎｔＤａｔｅ（事件发生日期）
ｂｆ：ｅｖｅｎｔＰｌａｃｅ（事件发生地点）
ｓｈｌｇｅ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迁徙）
ｓｈｌｇｅｎ：ａｎｃｅｓｔｏｒ（始祖）
ｓｈｌｇｅｎ：ｂｒａｎｃｈＡｎｃｅｓｔｏｒ（支祖）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ｃｅｓｔｏｒ（房祖）
ｓｈｌｇｅｎ：ｎｏｔａｂｌｅＡｎｃｅｓｔｏｒ（名人）
ｓｈｌｇｅｎ：ｆｉｒｓｔＭｉｇｒａｔｅｄＡｎｃｅｓｔｏｒ（始迁祖）
ｆｏａｆ：ｎａｍｅ（名称）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家族）
ｓｈｌｇｅ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时代）
ｓｈｌｇｅ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ｏｃａｌｉｔｙ（原居地）
ｓｈｌｇｅｎ：ｌｏｃａｌｉｔｙ（迁居地）
ｓｈｌｇｅｎ：ｏｔｈｅｒＬｏｃａｌｉｔｉｅｓ（散居地）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姓）
ｓｈｌｇｅｎ：ｇｉｖｅｎＮａｍｅ（名）
ｓｈｌｇｅｎ：ｃｏｕｒｔｅｓｙＮａｍｅ（字）
ｓｈｌｇｅｎ：ｐｓｅｕｄｏｎｙｍ（号）
ｓｈｌｇｅｎ：ｏｒｄｅｒＯｆＳｅｎｉｏｒｉｔｙ（排行）
ｓｈｌｇｅｎ：ｅｖｅｎｔ（生平事迹）

索书号
迁徙信息
始祖
始祖时代
始祖原居地
始祖迁居地
始迁祖
始迁祖时代
始迁祖原居地
始迁祖迁居地

家族信息

支祖 ／ 房祖
支祖 ／ 房祖时代
散居地
姓氏
名
字
号
行
名人
名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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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ｍｉｌｙ，ｓｈｌｇｅｎ：Ｐｅｒｓｏｎ 继承 ｂｆ：Ｐｅｒｓｏｎ，ｂｆ

义化。

是书目框架命名空间的前缀，带有该前缀的类

书目框架本体对家谱文献特征描述的类和

和属性即为书目框架所定义。之所以要把姓氏

属性较为充足，无需作进一步扩展。遵照书目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 也定义为一个类，是因

框架的核心数据模型，将家谱分为作品、实例

为在家谱数据中，姓氏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上

两个主要部分。家谱元数据中的题名项、责任

海图书馆的家谱数据中包括 ３３５ 个姓氏，张、

者项、附注项以及其他与家谱文献内容有关的

陈、王、李、刘、吴等姓的家谱文献均在 ５００

人、地、时、事、家族信息等属性归于作品，

种以上，而周、朱、徐、黄、杨、胡等姓也达

将与文献载体有关的出版项、载体形态项、版

数 百 种 之 多 ， 冷 僻 姓 氏 有 ９０ 余 种 。 将 姓 氏

本项归于实例，而规范与注释都通过作品和实

作 为资源对象来处理，有利于将关于姓氏的

例各自的属性所定义的关联关系与作品和实例

信息，如发源地、地域分布等数据结构化、语

相关联，见图 ２。

图 ２ 基于书目框架的家谱本体模型

2.3

家谱实体-关系模型
作品、实例、家族、人之间的实体关系可

类，而属性 ｂｆ：ｒｏｌｅ（责任方式）的取值是一个文
本串（Ｌｉｔｅｒａｌ），用直角矩形表示。

用实体关系图来分析。图 ３ 是与作品相关的类

自 定 义 的 ｓｈｌｇ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类 和 ｓｈｌｇｅｎ：

和属性关系图，图中圆角矩形表示类，用带箭

Ｐｅｒｓｏｎ 类是这样与 ｂｆ：Ｗｏｒｋ 类发生关联的：

头的有向线条表示属性，用直角矩形表示文本

作 品 的 主 题 属 性 （ｂ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的 范 围 是 ｂｆ：

串（Ｌｉｔｅｒａｌ），子类用 ｒｄｆｓ：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 表示，类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而 ｓｈｌｇ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类 继 承 了 ｂｆ：

及其属性的域（Ｄｏｍａｉｎ）和范围（Ｒａｎｇｅ）可从图中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的子类 ｂｆ：Ａｇｅｎｔ 的子类 ｂｆ：Ｆａｍｉｌｙ

的有向线条及其起止点看出。比如，代表属性

（见图 ５），所以也继承了 ｂ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故可以

“ｂｆ：ｃｒｅａｔｏｒ（责任者）”的有向线条从 ｂｆ：Ｗｏｒｋ

将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 作为作品主题的一种加以揭

类指向 ｂｆ：Ａｇｅｎｔ 类，那么属性“ｂｆ：ｃｒｅａｔｏｒ（责

示。作品的责任者属性（ｂｆ：ｃｒｅａｔｏｒ）的范围是

任者）”的域是类“ｂｆ：Ｗｏｒｋ（作品）”，表示该

ｂｆ： Ａｇｅｎｔ， 而 ｓｈｌｇ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 继 承 了 ｂｆ：

属性是用于描述该类的，其范围是 ｂｆ：Ａｇｅｎｔ

Ａｇｅｎｔ 的子类 ｂｆ：Ｐｅｒｓｏｎ（见图 ６），因而可以将

类 ， 表 示 该 属 性 的 取 值 属 于 ｓｈｌｇｅｎ：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ｈｌｇｅｎ：Ｐｅｒｓｏｎ 作为责任者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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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作品相关的类、属性及其关系

图 ４ 实例相关的类、属性及其关系

地点和时间通过属性 ｂｆ：ｐｌａｃｅ 和属性 ｂｆ：

的子类。图 ４ 中的收藏者属性（ｂｆ：ｈｅｌｄＢｙ）所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Ｎｏｔｅ 来与 ｂｆ：Ｗｏｒｋ 发生关

向的机构（ｂ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和出版地属性（ｂｆ：

联，这两个属性的范围分别是地点（ｂｆ：Ｐｌａ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Ｐｌａｃｅ）所指向的地点（ｂｆ：Ｐｌａｃｅ）也是如

和时间（ｂ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ｌ），都是规范（ｂ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此。对注释（ｂｆ：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来说，作品的附注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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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上海图书馆家谱本体中家族相关的类、属性及其关系

图 ６ 上海图书馆家谱本体中人相关的类、属性及其关系

（ｂｆ：Ｓｕｍｍａｒｙ）（见图 ３）是它的子类，实例的馆

Ｒｅｌａｔｅｄ（关系），由“关系”类的属性 ｂｆ：ｒｅ－

藏信息（ｂｆ：ＨｅｌｄＩｔｅｍ）（见图 ４）是它的子类 ｂｆ：

ｌａｔｅｄＴｏ 来指向责任者实体对象，由 ｂｆ：ｒｅｌａｔ－

Ｈｅｌ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的子类。

ｅｄＴｙｐｅ 来表示相应的责任者角色，这里采用第

值得注意的是，对责任者和相应的责任者

一种方法，最新的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本体词表中也将

角色的对应处理，在书目框架里有两种方式：

ｂｆ：ｃｒｅａｔｏｒ 的范围定义为 ｂｆ：Ａｇｅｎｔ 类。ｂｆ：

一是 ｂｆ：ｃｒｅａｔｏｒ 直接指向责任者实体对象；二

Ａｇｅｎｔ 是 ｂ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的子类，子类可以继承

是 ｂｆ：ｃｒｅａｔｏｒ 的范围是一个抽象的中间类 ｂｆ：

父类的属性，因而用从 ｂ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类继承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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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属性 ｂｆ：ｒｏｌｅ 来表示责任者的角色，其范

适应具体的应用需求。书目框架应用纲要具体

围是一个文本串，取值约束定义为一个列表：

表现为一个或多个文件，以一定的格式编写而

主编、主修、总纂、纂修、续修（见图 ３）。对取

成，可被机器处理，是抽象的本体到具体的应

值约束的定义在“实例”的版本（ｂｆ：ｅｄｉｔｉｏｎ）属

用系统之间的桥梁。书目框架应用纲要

性和载体形态属性（ｂｆ：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Ｖａｌｕｅ）上也有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规范 ［２９］ 是如何将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体现（见图 ４）。

核心模型和本体词表应用于具体领域的指南性

在书目框架中，很多在元数据记录中取值

规范，定义了如何为领域应用构造一个应用纲

范围为字符串的属性被作为实体对象来处理，

要的规则和语法。应用纲要由“纲要定义（Ｐｒｏ－

如标识符、题名、版本项、载体项、出版者项。

ｆｉｌ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和多个“资源模板（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以题名为例，作品的题名属性 ｂｆ：ｗｏｒｋＴｉｔｌｅ 的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组成，“纲要定义”声明了该应

范围不再是一个文本串，而是 ｂｆ：Ｔｉｔｌｅ 类，该

用纲要用于哪种，比如“专著”、“信函”等，

类的两个属性 ｂｆ：ｔｉｔｌｅＴｙｐｅ 和 ｂｆ：Ｖａｌｕｅ 分别

“资源模板”规定具体应用纲要包含哪些类（如

定义题名的类型（缩写、封面、书脊……）和值。

作品、实例、规范、注释）。一个“资源模板”

对于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来说，当一个作品有

包含 多 个 “ 属 性 模 板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多个书名时，用这种面向对象的方式更易于处

属性模板定义一个类有哪些属性，各个属性的

理书名类型和值的对应关系。用 ＲＤＦ 三元组表

域和范围，以及属性的数据类型约束和取值约

示如下：

束。“纲要定义”“资源模板”和“属性模板”

—ｂｆ：ｗｏｒｋＴｉｔｌｅ——
—题名１
作品 ００１００１２——

都有各自的元素来明确定义，比如“纲要定义”

题名 １——
—ｂｆ：ｔｉｔｌｅＴｙｐｅ——
—
“卷端”

需由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应用纲要的标识符，机读）、Ｔｉｔｌｅ

—ｂｆ：ｔｉｔｌｅＶａｌｕｅ——
—“维扬安阜洲
题名 １——

（应用纲要的标题，人读）、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应用纲

丁氏重修族谱六卷”
作品 ００１００１２——
—ｂｆ：ｗｏｒｋＴｉｔｌｅ——
—题名２
—ｂｆ：ｔｉｔｌｅＴｙｐｅ——
—
“版心”
题名 ２——

要的描述）、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应用纲要所
包含的资源模板）等元素来描述。
基于书目框架设计的家谱本体即是一个领

—ｂｆ：ｔｉｔｌｅＶａｌｕｅ——
—“丁氏族谱”
题名 ２——

域本体，如何在系统中得到应用和实施可以用

家族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人 ｓｈｌｇｅｎ：Ｐｅｒｓｏｎ、

书目框架应用纲要来定义。应用纲要由标准的

姓氏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Ｎａｍｅ 这三个类及其属性

编码语言编写，可被机器处理。系统读取应用

见图 ５ 和图 ６ 所示。

纲要定义的规则自动生成基于家谱本体的对象

3

上海图书馆家谱本体的实施、扩展与
重用

3.1

基于书目框架应用纲要的家谱本体实施
书目框架是一个试图兼容 ＭＡＲＣ、ＲＤＡ、

数据。家谱的书目框架应用纲要以 ＪＳＯＮ 格式
来定义，限于篇幅，这里只截取“纲要定义”、
一个“资源模板”和两个“属性模板”的定义
代码。“资源模板”以 ｓｈｌｇｅｎ：Ｐｅｒｓｏｎ 为例，
“属性模板”以 ｓｈｌｇｅｎ：ｆａｍｉｌｙ 和 ｓｈｌｇｅｎ：ｇｉｖｅｎ－

ＶＲＡ 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标准规范的框架，被

Ｎａｍｅ 为 例 。 第 一 个 属 性 的 范 围 是 ｓｈｇｅｎ：

设计成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因而不

Ｆａｍｉｌｙ 类，第二个 属性的范围是 Ｌｉｔｅｒａｌ，其中

能对具体领域的具体应用作出具体的规定。书

“ ＂ｔｙｐｅ＂：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这 行 代 码 表 示 属 性

目框架应用纲要是根据具体需求为领域本体的

ｓｈｌｇ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的 范 围 是 另 一 个 资 源 对 象 ，

实施和应用在语法、用法甚至数据格式上作出

“＂ｖａｌｕ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Ｒｅｆｓ＂：［＂ｂｆｐ：Ｆａｍｉｌｙ＂，］”指明

明确定义的规范文档，它独立于书目框架模型

是哪种资源对象，＂ｂｆｐ：Ｆａｍｉｌｙ＂ 指的是另一个

和术语词表，由特定的应用领域自行维护，以

资 源 模 板 的 ＩＤ， 这 个 资 源 模 板 所 定 义 的 类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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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ｌｇ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是 属 性 ｓｈｌｇ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的 范

＂ｖａｌｕ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ＨＴ＂，

围。代码如下：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ａｂｅｌ＂：＂ 繁体中文 ＂，

｛

｝
＂Ｐｒｏｆｉｌｅ＂： ｛

｝

＂ｉｄ＂：＂ｂｆｐ：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

＂ｔｉｔｌｅ＂：＂ 家谱 ＂，

｝更多属性模板

｝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上海图书馆家谱应用

｛…｝更多资源模板

纲要。＂，

］

＂ｄａｔｅ＂：＂２０１４－０７－２７＂，
＂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ｊｘｉａ＠ｌｉｂｎｅｔ．ｓｈ．ｃｎ＂，

．．．

｝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

3.2
＂ｉｄ＂：＂ｂｆｐ：Ｆａｍｉｌｙ＂，

上述家谱本体中类和属性主要基于目前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ａｂｅｌ＂：＂Ｆａｍｉｌｙ＂，

海图书馆家谱数据的现状来设计，能够容纳现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ＵＲＩ＂：
＂ｈｔｔｐ：
／／ｇ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

有家谱数据中的数据项。随着标引方法和技术

ｓｈ．ｃｎ／ｖｏｃａｂ／Ｐｅｒｓ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

的进步，如基于图像的标引技术，家谱数据中
更多的数据项将在未来的标引工作中提取出来，
比如家谱的世系图录包含家族中详细的成员名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ＵＲＩ＂：
＂ｇ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

单和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目前上海图书馆的

ｃｎ／ｖｏｃａｂ／ｆａｍｉｌｙ＂，

家谱世系图录只是扫描后作为图片存储，没有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ｂｅｌ＂：＂ 家族 ＂，

对图中的文字进行 ＯＣＲ 识别，这部分内容是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ｆａｌｓｅ＂，

家谱资源中宝贵的财富，如果将来做更细粒度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ｔｒｕｅ＂，

的标引，那么目前的本体就不够用，需要进一

＂ｔｙｐ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步扩展。一般来说，本体的扩展有复用已有本

＂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体和自定义本体两种做法，本文设计的家谱本

＂ｖａｌｕ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Ｒｅｆｓ＂：［

体在模型和框架层面能够支持这两种做法。以

＂ｂｆｐ：Ｆａｍｉｌｙ＂，

世系图录为例，可以采用复用已有本体的办法。

］

比如要复用 ｇｅｎＯｎｔ 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16

家谱本体的扩展

可以为 ｓｈｌｇｅｎ：Ｐｅｒｓｏｎ 类增加属于 ｇｅｎＯｎｔ 本

｝

体 的 属 性 ， 例 如 用 ｇｅｎｏｎｔ： ｈａｓＦａｔｈ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ｇｅｎｏｎｔ：ｈａｓＭａｔｈｅｒ 来表示父母子女的关系。

｛

如果还不够用，还可以关系本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ＵＲＩ＂：
＂ｇ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

的属性 ｒｅｌ：ｆｒｉｅｎｄＯｆ 表示朋友关系，域和范围

ｃｎ／ｖｏｃａｂ／ｇｉｖｅｎＮａｍｅ＂，

均为 ｓｈｌｇｅｎ：Ｐｅｒｓｏｎ。以人的墓志铭为例，目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ａｂｅｌ＂：＂ 名字 ＂，

前已有的家谱数据中没有墓志铭的数据，但将

＂ｍａｎｄａｔｏｒｙ＂：＂ｔｒｕｅ＂，

来如果对 《中国家谱资料选编》 做标引，就需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ｌｅ＂：＂ｆａｌｓｅ＂，

要对墓志铭作出定义。可以采用自定义新的属

＂ｔｙｐｅ＂：＂Ｌｉｔｅｒａｌ＂，

性来扩展目前的家谱本体，为ｓｈｌｇｅｎ：Ｐｅｒｓｏｎ

＂ｖａｌｕ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增加一个属性 ｓｈｌｇｅｎ：ｅｐｉｔａｐｈ，其域为ｓｈｌｇｅｎ：

C MY K

理论研究

Ｐｅｒｓｏｎ，范围为文本串（Ｌｉｔｅｒａｌ）。至于在本体扩
展时究竟采用哪种方法，原则是尽量复用已有

＜ｒｄｆｓ ：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ｏｒｇ／ｖｏｃａｂ／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的较为成熟和被业界公认的本体，如果没有可

＜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ｎ－

复用的本体才考虑自定义。家谱本体扩展的目

ｃｅｐｔｕａｌ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ｏｇ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的是为数据实体增加相关的描述，使数据间的

＜／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

关系更丰富。由于数据的编码采用 ＲＤＦ 数据

＜／ｒｄｆｓ：Ｃｌａｓｓ＞

模型，因而只需要增加一个或多个三元组，不

＜ｒｄｆｓ： Ｃｌａｓｓｒｄｆ： ａｂｏｕｔ＝＂ｈｔｔｐ：／／ｇ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ｈ．

影响后台数据的存储结构。
3.3

ｃｎ／ｖｏｃａｂ／Ｆａｍｉｌｙ＂＞

家谱本体的重用

＜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 家族 ＜／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

知识本体是领域共享的知识，得到更多应
用系统的重用才能体现更大的价值。本体的重

＜ｒｄｆｓ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ｒｄ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 ：／／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ｏｒｇ／ｖｏｃａｂ／Ｆａｍｉｌｙ＂／＞

用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要准备供人

＜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 家谱相关的家族。 ＜／ｒｄｆｓ：

读的翔实的说明文档，对类和属性的定义要明

ｃｏｍｍｅｎｔ＞

确，尽量避免在被重用的过程中产生歧义；另

＜／ｒｄｆｓ：Ｃｌａｓｓ＞

一方面要在 Ｗｅｂ 上发布机器可读的基于标准

以下示例是对 ｂｆ：ｗｏｒｋＴｉｔｌｅ 属性和自定义

编码语言的文档，一般用 ＲＤＦｓ 或 ＯＷＬ 语言，

属性 ｓｈｌｇｅｎ：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的定义，以 ＲＤＦ／ＸＭＬ

在文档中声明前缀和命名空间，用规范的元素

格式编码：

描述类和属性的定义。书目框架采用了 ＲＤＦｓ

＜ｒｄ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ｄｆ： ａｂｏｕｔ＝＂ｈｔｔｐ：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的 ９ 个元素来对其本体词表编码，见表 ２。
表 ２ 上海图书馆家谱本体的 ＲＤＦｓ 编码规则
标签

说明

ｏｒｇ／ｖｏｃａｂ／ｗｏｒｋＴｉｔｌｅ＂＞
＜ｒｄｆｓ：ｄｏｍａｉｎ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ｏｒｇ／ｖｏｃａｂ／Ｗｏｒｋ＂／＞
＜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Ｗｏｒｋ ｔｉｔｌｅ＜／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

ｒｄｆｓ：Ｃｌａｓｓ

定义一个类

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

定义类或属性的标签

ｒｄｆｓ：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

定义一个类是另一个类的子类

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

定义类或属性的说明

ｒｄｆ：ａｂｏｕｔ

定义类或属性的 ＵＲＩ

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定义资源的 ＵＲＩ

＜／ｒｄ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ｄ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定义一个属性

＜ｒｄ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ｄｆ：ａｂｏｕｔ＝＂ｈｔｔｐ：／／ｇ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ｄｆｓ：ｄｏｍａｉｎ

定义属性用于描述的类

ｒｄｆｓ：ｒａｎｇｅ

定义属性的取值范围

上海图书馆家谱本体也采用 ＲＤＦｓ 来定义。
以下示例是对 ｂｆ：Ｗｏｒｋ 类和自定义类 ｓｈｌｇ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的定义，以 ＲＤＦ／ＸＭＬ 格式编码：
＜ｒｄｆｓ：
Ｃｌａｓｓｒｄｆ：
ａｂｏｕｔ＝＂ｈｔｔｐ：
／／ｂｉｂｆｒａｍｅ．ｏｒｇ／
ｖｏｃａｂ／Ｗｏｒｋ＂＞
＜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Ｗｏｒｋ＜／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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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ｄｆｓ：ｒａｎｇｅ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ｂｉｂｆｒａｍｅ．
ｏｒｇ／ｖｏｃａｂ／Ｔｉｔｌｅ＂／＞
＜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Ｔｉｔｌｅ ｏｒ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ｉｔｌｅ ｃｈｏｓｅｎ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ｓｕｃｈ ａｓ ａ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ｉｔｌｅ，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ｉｔ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ｆｏｒｍ
ｔｉｔｌｅ，ｅｔｃ．．＜／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

ｓｈ．ｃｎ／ｖｏｃａｂ／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 始祖 ＜／ｒｄｆｓ：ｌａｂｅｌ＞
＜ｒｄｆｓ：ｄｏｍａｉｎ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ｇ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ｓｈ．ｃｎ／ｖｏｃａｂ／Ｆａｍｉｌｙ＂／＞
＜ｒｄｆｓ：ｒａｎｇｅ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ｈｔｔｐ：／／ｇｅｎ．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ｈ．ｃｎ／ｖｏｃａｂ／Ｐｅｒｓｏｎ＂／＞
＜ｒｄｆｓ：ｃｏｍｍｅｎｔ＞ 家族的始祖。＜／ｒｄｆｓ：ｃｏｍ－
ｍｅｎｔ＞
＜／ｒｄ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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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在我国，关联数据的介绍和试验已经有四
五年，然而到目前为止，较大规模的实际应用

书目框架作为基于关联数据技术的本体模

还付之阙如。国外图书馆界最常见的关联数据

型，既能揭示家谱资源的文献特征，又能揭示

应用是将国家书目库发布成关联数据，通常只

其内容特征，并在家谱各种数据实体之间建立

有国家图书馆的数据才具有足够的规范性和权

能被机器处理和理解的关联关系。这些措施能

威性。选择家谱资源进行尝试，并采用书目框

有效提高家谱系统的查全率和查准率，提升家

架作为本体模型，主要是基于上海图书馆家谱

谱资源服务的效果。

文献在质和量等方面于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然而目前书目框架项目尚未结束，其模型

位；同时，家谱资源无论多么特殊，都是上海

仍在发展变化之中，一些细节尚未决定或仍在

图书馆馆藏文献的一部分，它需要遵从图书馆

讨论和征求意见的阶段，这导致基于书目框架

信息系统功能需求的一般性原则。

来设计家谱本体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因此，在

以关联数据为代表的语义技术对图书情报

家谱本体的设计过程中，主要以书目框架的核

领域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上海图书馆正努力

心模型和总体框架为基础模型框架，尽量避免

把该项目做成关联数据应用的一个示范性项目，

复用存在争议或概念尚不明晰的类和属性，同

希望能以此带动数字图书馆的资源揭示从基于

时考虑架构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好在基于关联

文献向基于内容进行升级，为打造数字人文服

数据的模型本身就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以便今

务和研究平台进行具有突破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后进一步修订。
家谱本体设计的难点在于对人、地、时、
事之间复杂关系的处理，尤其是家谱数据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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