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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一种新的基于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检索模式，并以深圳市国土房产管理信息为研究对象，建立

了国土房产管理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及其服务系统。实践表明，该模式有效地提高了信息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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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信息检索主要有基于超文本／超媒体的

浏览模式、基于搜索引擎的检索模式和基于网络

资源指南的检索模式等３种方式
［１］。浏览模式的

目的性不是很强，有不可预见性和偶然性。搜索

引擎模式相对于浏览模式，具有省时省力，简单方

便，检索速度快、范围广，能及时获取新增信息的

特点［２］，但检索准确性不是很高。网络资源指南

模式对于有目的网络信息发现有重要的指导、导

引作用，并且由于事先已经将信息进行了相应的

分类等处理，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搜索的效率。

但目前由于管理、维护跟不上网络信息的增长速

度，导致类目设置不够规范，收录范围不够全面，

新颖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可能不够强。

信息资源目录是信息组织的一种方式。可以

从技术角度定义信息资源目录体系为以元数据为

核心、以分类表和主题词表为控制词表，对信息资

源进行网状组织，满足从分类、主题、应用等多个

角度对信息资源进行管理、识别、定位、发现、评估

与选择的工具［３］。基于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检索

模式，是浏览模式、搜索引擎模式和网络资源指南

模式的一个综合体。

本文以深圳市国土房产管理信息资源为研究

对象，通过对深圳市国土房产管理信息资源的收

集整理，加以科学合理的分类方法得出其分类体

系，建立一套合适的元数据方案对目录体系中的

资源进行描述，最终形成以分类为基础、元数据为

核心的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

相应的服务系统，实现了对深圳市国土房产管理

信息资源的快速定位、发现和检索等有效应用和

管理。

１　元数据

元数据被称为关于数据的数据或“关于数据

的结构化数据”［４］，是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的核心。

本文参考相关标准，结合国土房产管理信息资源

的特点，建立了《深圳市国土房产管理信息资源元

数据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该标准分为两个部

分：非空间类元数据和空间类元数据，分别针对非

空间类信息资源和地形图一类的具有地理坐标的

空间类信息资源。这两类信息资源各具特点，在

进行元数据描述时，其关注的重点有所差异。

１．１　元数据层次结构

标准规定元数据分为元数据子集、元数据实

体和元数据元素３层。元数据元素是元数据最基

本的信息单元，元数据实体是同类元数据元素的

集合，元数据子集是相互关联的元数据实体和元

素的集合。

１．２　元数据性质

标准规定了３种性质的元素：必需的，即必须

提供的信息；一定条件下必需的，即如果正在建立

的元数据包含某个元素说明的特征，则必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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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可选的，即该信息是可选的，由用户决定

是否将其包含在元数据文件中。

１．３　元数据分级

标准含有两个级别的元数据：目录元数据和

详细元数据。目录元数据适用于对目录级别信息

资源的描述，详细元数据适用于对底层信息资源

的描述。

１．４　元数据模块

标准中的所有元素根据等级不同分为核心元

素、本局核心元素和个别元素这３大模块。① 核

心元素指的是通过复用现有的元数据标准、纲要

里适用的元素而形成的本方案中的元素，是严格

遵守其来源元素的语义定义的，对所有资源都通

用，也是与其他系统进行交换、支持等互操作实现

的基础；② 本局核心元素是根据本地资源对象的

特点和实际需求，在标准的语义定义规则下扩展

而形成的元素，需要自己来对元素的语义进行规

范的定义，在深圳市国土和房产管理局的国土房

产管理信息资源对象中通用，是元数据“客户化”

的典型体现；③ 个别元素是以某种特定的资源对

象为基础制定的仅适用于这类对象的个别元素，

并非所有资源通用，“专指性”和“准确性”都非常

强。

１．５　元数据内容

１）目录元数据内容。标准中的目录元数据

内容为中文全称、摘要、格式、区域、创建责任部

门、创建日期、存取位置、安全限制分级和关联资

源名称。目录元数据描述粒度较粗，并没有真正

涉及到真正存在的信息资源，所以目录元数据只

有一套，对于非空间类信息资源和空间类信息资

源均适用。

２）详细元数据内容。详细元数据（非空间

类）包括６个不重复使用的主要子集和１个可重

复使用的次要子集，每个子集包含若干元数据实

体和元素，一共６０个元素。１个可重复使用的次

要子集是联系信息。基本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非空间类元数据

Ｔａｂ．１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ｆｏｒＮ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序号 名称 定义 元素个数 部分元素

１
内容信息 关于数据集的题名、主题、说明、来源、语种、

覆盖范围、日期等的基本信息
１７

中文全称、受控主题词、摘要、来源、语种

２
建置信息 与数据集的产生、管理、维护、使用等相关联

人员、机构及业务的信息
８

创建责任部门、生产部门、维护部门

３ 数据质量信息 数据集数据质量的总体评价 ２ 概述、数据志

４ 形式信息 数据集的日期、表现形式、现状及标识等信息 １１ 创建日期、资源形态、惟一标识符、存取位置

５ 安全管理信息 数据集安全管理方面的信息 ６ 安全限制分级、公开形式、公开时间

６ 元数据参考信息 有关数据集元数据的信息 ８ 元数据标准名称、元数据语种

７ 联系信息 数据集相关的人或机构的联系信息 ８ 联系人、电话、传真

　　详细元数据（空间类）包括７个不重复使用的

主要子集和２个可重复使用的次要子集，每个子

集包含若干元数据实体和元素，一共９２个元素。

２个可重复使用的次要子集是数据结构描述信息

和联系信息。基本情况如表２所示。

２　分类体系

信息资源分类即把具有某种共同属性或特征

的信息归并在一起，通过其类别的属性或特征来

表２　空间类元数据

Ｔａｂ．２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序号 名称 定义 元素个数 部分元素

１
标识信息 提供数据集基本信息，如数据集的名称、主题、

来源、语种、覆盖范围等
３１

中文全称、受控主题词、摘要、来源、语种

２ 覆盖范围信息 数据集内容所涉及的分类、时间和空间范围 １５ 区域、东部边界经度、西部边界经度

３ 数据质量信息 数据集数据质量的总体评价 ６ 概述、数据志

４ 空间参照系统信息 数据集使用的参照系统的说明 ６ 大地基准、坐标系统名称、投影参数

５ 数据结构描述信息 有关数据结构的描述信息 ３ 图层名称、属性列表、栅格／影像内容描述

６ 归档信息 数据集的归档信息 ８ 档号、归档内容

７ 安全管理信息 数据集安全管理方面的信息 ７ 安全限制分级、公开形式、公开时间

８ 元数据参考信息 有关数据集元数据的信息 ８ 元数据标准名称、元数据语种

９ 联系信息 数据集相关的人或机构的联系信息 ８ 联系人、电话、传真

３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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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进行归类［５］。为了多方面刻画信息资源的

特征，便于对信息资源的组织、维护和使用，最好

采用多种不同的分类方式来组成一个科学合理的

分类体系。科学的信息资源目录分类体系的建

立，使得浩如烟海的无序信息变成方便利用的有

序信息，从而取得信息资源管理的最佳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在收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

鉴别、筛选政务信息，按照从整体到部分、从一般

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从使用者的角度出

发，同时考虑到了深圳市国土房产管理信息资源

的具体情况，建立了《深圳市国土房产管理信息资

源分类体系》（以下简称分类体系），对国土房产管

理信息资源进行了５种分类，分类的基本信息如

表３所示。

表３　５种分类的基本信息

Ｔａｂ．３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分类名 简单说明 一级类目数

主题分类 根据政务信息资源本身内涵的

不同对同类主题资源进行归类
９

机构分类 根据政务信息资源的产生、处

理、管理相关的最主要机构、部

门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分类

３

业务分类 根据政务信息资源最相关的业

务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分类
１６

资源形态分类 根据政务信息资源不同的表现

形态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分类
６

资源用途分类 根据政务信息资源不同的用途

对其进行分类
５

　　分类体系采用混合分类法，既吸收面分类法

具有较大的弹性、适应性强、便于机器处理信息、

易于添加和修改的特点，又吸收线分类法容量较

大、层次性好、使用方便的优点［６］。同时，在分类

体系中，采用了分类体系主题一体化的信息组织

方式对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加工、综合，相互之间

取长补短，力求更优。整个分类体系不仅力求稳

定，同时还充分考虑到了体系的系统性、可延性和

可兼容性［７］。

这５个分类方案基本覆盖了政务信息资源产

生、加工、使用和管理维护过程中的不同视角，能

够较好地满足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组织、管理和

使用的需求，而且易于理解和接受。

３　主题词

３．１　主题词表

电子政务主题词表也称电子政务叙词表，是

供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具有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

和各级各类相关部门在网络环境下处理政务信息

时使用的主题词表。电子政务系统中，主题词表

是供国家各级政府部门、职能机构在网络环境下

处理政务、开展公共服务时使用的规范化检索语

言工具［８］。

３．２　主题词表的构建及检索

本文主题词表的建设，需要考虑到国土资源和

房产管理局的职能特点，直接引用国际与国家相关

主题词标准，或权威机构发布的主题词表，以确保

本机构信息资源在网络环境下能与其他各级各类

政务机构的系统资源共享。所以，在设计主题词表

前，必须尽可能地引用各类可用的标准主题词表，

将其“嵌入”到本系统中。深圳市国土资源和房产

管理局主管的是深圳市的土地、房地产、测绘、地质

矿产、物业等几大块，本文参照了《综合电子政务

主题词表》、《测绘学叙词表》、《中国分类主题词

表》、《公文主题词表》等主题词表。但是这些标准

中的主题词的深度远远不能满足国土房产管理信

息资源的专业要求。因此，本文建立了《深圳市国

土房产管理信息资源专题主题词表》（以下简称主

题词表），对国土房产管理业务中涉及到的专业规

范词予以补充，并根据《电子政务主题词表编制规

则》，建立主题词之间层次与网状的语义关系。

主题词表采用字顺表和范畴表相结合的体系

结构。字顺表中包含有１０３９个主题词，并完整

建立了数据之间的位属关联；范畴表包括综合政

务、经济管理等２１个大类，８６个二级类。

在元数据的框架设计中，包含有受控主题词和

自由关键词项。其中受控主题词就是来源于主题

词表。日后的维护中，专门的管理维护机构可以通

过统计关键词的出现频率，经调查确认，将关键词

转换为主题词添加到主题词表中，对主题词表进

行动态维护。同时，鉴于关键词的自由性，本文还

制作出了联想表，建立关键词与主题词间、关键词

与上下位词间的映射关系，方便用户进行查询。

４　服务系统实现

４．１　功能设计

系统包括三大功能模块：提供者模块、管理者

模块和查询模块。提供者模块主要供元数据提供

者录入、修改数据并提交管理者审核；管理者模块

主要供元数据管理者审核提交的数据，并对数据

进行分类和管理；查询模块主要供用户查询和检

索数据。

４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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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技术实现

系统开发平台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２０００／ＸＰ／

２００３操作系统，开发工具为ＪＢｕｉｌｄｅｒ２００５集成开

发环境，数据库服务器为Ｏｒａｃｌｅ８１７，Ｗｅｂ服务器

为 Ｗｅｂｌｏｇｉｃ８．１５。采用 Ｂｒｏｗｓｅ／Ｓｅｒｖｅｒ体系结

构，服务器端为 ＭＶＣ架构，用ＪＳＰ＋ＪａｖａＢｅａｎ＋

Ｓｔｒｕｔｓ＋ｉＢａｔｉｓ技术实现，图１、图２是服务系统的

两张截图。

　
图１　联想查询

Ｆｉｇ．１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

　　 　
图２　元数据描述信息

Ｆｉｇ．２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４．３　效果分析

各个角色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保证了信息资

源目录体系收录信息的全面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用户在使用本系统时，可以选择一种分类方式逐

级浏览直到最终找到感兴趣的信息，也可以通过

选择合适的检索项、输入检索词语、选择检索范围

来获取所需的信息。无论是在浏览过程中还是搜

索结果的显示，都可以通过相应的元数据描述信

息快速了解该信息的基本情况，排除干扰，提高检

索效率。同时，将受控语言引入并使用，提高了信

息检索的查准率。建立主题词表及词间关系，用

户在提出一个检索词后可获得一批相关的候选

词，然后选择其中的一个或部分作为检索用词，从

而大大提高了信息检索的效率。

基于信息资源目录的检索模式，在提高信息

检索的查全率和查准率方面作了一些改进，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未来人们会对信息检索提出更

高、更多样化的要求，新检索模式将朝着更加网络

化、智能化以及个性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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