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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人文研究的重要因素

Schich M, Song C, Ahn Y Y, et al. A network framework of cultural history[J]. Science, 
2014, 345(6196):558-562.



作为人文研究的基础设施

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bdb/home



什么是规范控制？



 [美] 埃雷兹·艾登 / [法] 让-巴蒂斯
特·米歇尔. 可视化未来：数据透视下
的人文大趋势
Uncharted: Big Data as a Lens on 
Human Culture





人名规范控制

同名消歧

异名合并



图书馆的人名规范控制

“集中同一责任者的不同
著作，汇集同一著作的不
同版本或译本，提高文献
检索率”——丘东江.图书馆学

情报学大辞典

检索点

字符串（String）

国际图联  FRSAD（2008）
国际图联  LRM（2017）
美国国会图书馆（2016）
RDA  MARC21

标识符

实体（Entity）



数字人文中的人名规范控制

知识组织 数据服务



规范档Vs.人物资料库

目的 人物选取 内容组织 建置方法 建置技术

规范档 同一作者
的作品聚
类

文献的责
任者

规范名、异
名、生卒年、
著述

图书馆员在编
目工作中遵循
行业标准逐步
增加

关联开放
数据

人物资料
库

人物资料
的全面收
集

全面地收
集某一个
领域（如
诗人）或
某一个时
代（如明
清）中的
所有人物

姓名、生卒
年、异名、
籍贯、传略、
出身、专长、
著述、社会
关系、经历、
官职、传记
资料

相关领域的研
究人员收集整
理，具有较强
的领域性和专
业性

关系数据
库



以上图人名规范库为例



时

上图数字人文平台
Shanghai Library's DH Platform

地
人名
规范库
843493

http://gj.library.sh.cn

http://sd.library.sh.cn

http://sg.library.sh.cn

http://jiapu.library.sh.cn 规范控制

http://bib.library.sh.cn

http://names.library.sh.cn

建
筑

马
路

事
件

http://data.library.sh.cn as Data Infrastructure

Sparql Endpoint+ API +HTTP URI

上海历史文化时空再造
——从武康路出发

http://wkl.library.sh.cn



基于万维网的人名规范控制
Names Authority Control on the Web

• A person is an entity has a HTTP URI  which is not only a 
unique identifier but also  a universal locator on the Web.

• If different documents in defferent namespaces have the 
same creator, the value of creator is referenced to the same 
unique HTTP URI of the person.



人与文献的关联——以古籍为例
<http://data.library.sh.cn/gj/resource/instance/m6ebrlz45xkazx14> a pmb:Instance;
      bf:contribution [ a bf:Contribution;
                                  bf:creator <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person/g6fw16h6ky7jbrp3>,
                                  bf:role  “著”];



人与建筑的关联——以武康路为例
<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architecture/amknmwvk01qaykng> shl:designer

<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person/e8zbuk7w0ud3zt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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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人的数据结构（本体模型）
Extensible Data Model(Ontology)

Excel 2 
sheets

Class:4列
class,label,s
ubClassOf,c
omment

Property:4列
property,labe
l,domain,ran
ge



开放的、可重用的、可共享的本体词表
Open, reusable and shareable vocabulary

machine
understandable



渐进式而非一步到位的建库流程
The workflow of building the knowledgebase

夏翠娟,张磊,贺晨芝.面向知识服务的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建设:方法、流
程与技术[J].图书馆论坛,2018,38(01):1-9.



增加本
体属性

增加实
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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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情况
Data Summary 

1.收集依据：图书馆馆藏文献中的作者，文献
内容中涉及到的重要人物
The creators and contributors of the documents in 
libraries,or some important people mentioned in the content.

2. 数据来源：元数据、上图近现代人名规范档、
国图规范档、网络百科、人名大辞典、CBDB
Data Source:Metadata, Shanghai Library's Authority control 
names(1800-1949), Encyclopedia, CBDB,Dictionary of 
names.

3. 数量：84万多  More than 840 thousands





如何作为数据基础设施
How to provid data service as Data Infrastructure

3.1. SPARQL Endpoint
特点：
Web 调用，跨网域搜索，要求精通
SPARQL语言。
网址：
http://data1.library.sh.cn:8890/sparql

3.2. Restful API
特点：Web调用，跨语言，
门槛低。
方法：
http://data.library.sh.cn/sg/
person/data?[参数1]&[参数
2]&[参数3]?key=YourAPIKey

3.3.HTTP URI内容协商
特点：Web调用，跨语言，访问实体
的HTTP URI即可获得其结构化数据。
方法：需先通过调用前两种接口获得
实体的HTTP URI

返回数据
格式：

JSON-LD
W3C推出的用
于关联数据
消费的JSON

格式

1.申请API Key
data.library.sh.cn

2.阅读接口说明文档
data.library.sh.cn

接口
调用



如何作为数据基础设施:sparql endpoint
How to provid data service as Data Infrastructure

Sparql 
Endpoints
make The 
Web as a 
gloable 
database 



如何作为数据基础设施:HTTP URI
How to provid data service as Data Infrastructure

Whenever and whatever you are, only if you get the HTTP URI of 
a person, you can get all the RDF data of a person via the web. 
The data is machine readable and the format is standardized.

Machine understandable 
metadata Schema(Ontology)

JSON-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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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规范库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Shanghai Library's Names 

Authority Control Knowledgebase in DH Projects

1.提高查全率和查准率
Improve search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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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规范库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Shanghai Library's Names 

Authority Control Knowledgebase in DH Projects

2.动态展示实体间的关联关系
Display the relations among entities dynam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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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规范库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Shanghai Library's Names 

Authority Control Knowledgebase in DH Projects

3.助力社会网络关系分析
Help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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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规范库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
 The Application of Shanghai Library's Names 

Authority Control Knowledgebase in DH Projects

4.支持命名实体识别Support Name Entity 
Recognization



谢谢THANKS！
xtykc@yeah.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