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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本和数据挖掘跨越多学科领域$并结合语言

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技术来构建工具$可以有

效地检索和提取数字化的文本信息* 过去$无论是

对于开放获取期刊还是基于订阅模式的期刊$研究

人员进行文本和数据挖掘没有一个简单普遍的获

取全文的方法* 研究人员对学术内容进行数据挖

掘的兴趣和需求与日俱增$这就需要对大量的文章

全文进行自动地访问* 研究人员发现$为获得对已

经订阅内容进行数据挖掘的授权$他们需要与众多

的基于订阅购买模式的出版商协商复杂的双边协

议$但这显然不太实际$并常常被困于曲折的接洽

和谈判中* 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计算生物学家

OAFZAHG//CHM$花费三年多时间与出版商争论要求获

得许可以便从 1"" 万文章中抽取 =dY数据为人类

基因在线地图做注释* 出版商也认为与大量的研

究人员和众多的研究机构基于复杂的双边协议进

行授权谈判$同样很难实现(# 31)

*

;ME//:HN公司于 !"#4 年 $ 月启用的 ;ME//:HN

文本和数据挖掘服务提供了一个简单通行的方法$

即可用于文本和数据挖掘的标准应用程序界面

;ME//:HNOH(APA(AYS<"Y))CB-A(BE0 SMEDMA@<0(HMNA-H#*

不论出版商的商业模式如何"开放获取'订阅或者

二者兼而有之#$都可以使用;ME//:HNOH(APA(AYS<$

而且对于任何研究者都是免费使用的* ;ME//:HN文

本和数据挖掘创新服务依托于出版业$不仅满足了

研究人员对文本和数据挖掘的迫切需求$支持科学

研究$解决了出版商与研究人员进行双边协议的谈

判问题$同时也扩大了出版商期刊的显示度(#)

*

中国科技期刊近年来愈发重视学术影响力的

提升与国际化发展(4)

*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

一直关注全球期刊行业的创新动态$争取与国际出

版标准接轨* 在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

划项目的资助下$继 !"#4 年成为国内首家在网站平

台与论文中同时标注 ;ME//OAM̂'aG0P:HN和 9:;<=

的期刊后($)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继续研究和

实践;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创新服务$并藉此扩

大期刊的国际显示度$从多角度增强期刊的国际影

响力* 本文将着重从出版商的角度介绍如何参与

;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并将从研究者角度使用

数据挖掘应用程序界面;ME//:HN:>RcYS<

(#)

*

!&;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

对于出版商而言$数据挖掘很可能存在一个增

长潜力巨大的市场和快速发展的机遇* 英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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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4 年 % 月实现了对非商业目的的文本挖掘

的著作权费用的免除$这使得研究者能够挖掘他们

已付费订购的任何内容* 欧盟等虑及计算式研究

的障碍可能阻碍科学创新$也在积极推进数据挖

掘* 这些都为出版业的数据挖掘铺平道路$给出版

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38)

*

出版商希望研究人员可以从他们的在线平台

直接访问和抓取所需内容$这样不仅访问效率更

高$同时防止短时间内的大量访问对其他使用者造

成影响(% 38)

* ;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应运而生$

并于 !"#4 年 $ 月 !K 日正式启用* 发起和推动这个

项目的出版商和赞助者包括 Y@HMB-A0 <0/(B(G(HEN

S'X/B-/"Y<S#'Y@HMB-A0 S'X/B-ACRE-BH(X"YSR#'

>C/H[BHM'ZBD'7BMHSMH//' R)MB0DHM'cAXCEMn aMA0-B/

和7BCHX等众多知名出版机构和组织* ;ME//:HN文

本和数据挖掘服务使用一个可用于文本和数据挖

掘的标准应用程序界面 ;ME//:HNOH(APA(AYS<* 不

论何种商业模式的出版商"开放获取'订阅或者二

者兼而有之#都可以使用 ;ME//:HNYS<$并对研究人

员免费(#)

*

;ME//:HN拥有多达 4""" 多家的出版商会员$这

些会员都使用 =9<* 每个 =9<都有对应的元数据$

带有描述了不同内容片段的信息片段$比如期刊文

章'图书章节或者会议论文* 这些存储的元数据可

以扩展并识别哪些内容片段对应的全文是可以找

到的$并且此信息可以被对数据挖掘感兴趣的研究

人员所使用* ;ME//:HNOH(APA(AYS<使用 ;ME//:HN

=9<为研究人员提供在出版商页面的全文链接* 出

版商有义务保证满足研究人员获取全文链接的请

求并可直接批量给予其全文* 开放获取期刊的出

版商可以简单地将请求的内容直接传送给研究人

员$而基于订阅模式的出版商需要控制访问权限*

;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的流程如图 # 所示*

除了;ME//:HN$>C/H[BHM和<9SR-BH0-H等也提供

对学术内容进行文本和数据挖掘的服务(K)

$并且仍

积极更新文本挖掘政策以改善研究人员的获取

状况(8$2$#")

*

1&-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的参与和实践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从 !"#4 年 #" 月开

始$尝试实践 ;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服务* 首先

图 !#G+,22P-T文本和数据挖掘流程图&!'

从出版商角度参与 ;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包括

申请参与;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存储元数据'提

供全文链接'明示版权信息以及提供 ;CB-̂?('MEGD'

服务等* 并从研究者角度使用数据挖掘应用程序

界面;ME//:HN:>RcYS<且成功获取所挖掘的全文*

%"!#注册

首先在 ;ME//:HN网站上注册$网址为 '(()!**

+++,-ME//MHN,EMD*(P@*-E0(A-(̀NEM@,'(@C$申请参与

;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 ";ME//:HNcHF(A0P =A(A

OB0B0D;E0(A-(aEM@#"见图 !#*

图 $#G+,22P-T文本和数据挖掘注册页面&!!'

%"$#元数据存储

作为出版商参与 ;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需

要做如下两件事情!"##为每个 =9<存储带有全文

链接的元数据$使研究人员能够据此链接找到文章

全文+"!#在上述的元数据中存储版权信息$方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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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据此查询他们是否能够获取挖掘此内容片

段的许可* 存储上述信息的 F@C文件需要上传到

;ME//:HN系统的OH(APA(A处*

1L!L#&全文链接

根据出版商自身平台是否支持内容协商(#!)

$存

储内容的全文链接分为两种方式* 绝大多数的出

版商不在自身平台支持内容协商$则使用 ;ME//:HN

提供的方法 # "OH('EP #! SGTCB/'HM)ME[BPH//)H-BNB-

\:</NEMHA-' @B@H?(X)H('HX/G))EM(#

(#)

* 以-浙江

大学学报"英文版#.为例$提供数据的 F@C文件包

含文章的基本信息 "如 =9<'年'卷和页码等#'

9:;<=和aG0P:HN等信息$并且提供可以直接获取

文章内容的全文链接"见图 1#* 此F@C文件信息高

度丰 富$ 直 接 体 现 文 本 和 数 据 挖 掘 的 真 实

价值(%$2$#")

*

1L!L!&版权访问信息

元数据需要给文本和数据挖掘使用者一个明

确的指示$告知其是否被允许使用 ;ME//:HN=9<所

指向的内容* 若研究人员不能自动得知其是否被

允许访问全文$那么出版商仅为其提供全文链接是

没有意义的* 存储的数据中的版权信息部分需提

供允许访问全文链接的时间范围* 一般而言$出版

商设定的允许访问时间为一年"见图 1#* 开放获取

期刊仅提供开放获取版权信息即可$如通用的

;MHA(B[H;E@@H0(/$并没有时间限制*

%"%#提供全文

出版商必须保证存储内容中所显示的链接与

文章的实际链接一致* 如果访问链接有所变动$必

须随时更新以保证存储内容中的链接的有效性*

%"&#访问速度控制

文本和数据挖掘可能会增大网站的访问量$出

版商的服务器必须能够应对和支持大流量的数据

下载* 出版商可以通过控制访问速度减轻网站负

担$这取决于其自身情况*

%"'#附加版权条款

出版商可能要求研究人员同意一些额外的版

权条款* 这就必须使用 \:<指引使用者到 ;CB-̂?

('MEGD'服务* 研究人员可以通过;CB-̂?('MEGD'服务

图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文本和数据挖掘的存储数据(W)8)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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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出 版 商 的 条 款 和 限 制 条 件 " cHM@/A0P

;E0PB(BE0/"cn;/##$并判断是否接受或拒绝* 出版

商上传和管理 cn;/$必须提供如下内容!"##出版

商的网站\:<+"!#出版商名称+"1#cn;/的简短描

述+"4#cn;/的全文$并用OAM̂PE+0格式显示* -浙

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在;CB-̂?('MEGD'中的cn;/如

图 4所示* cn;/必须申明$文本和数据挖掘仅用于

非商业目的$每次挖掘的片段内容不能超过 !"" 个

字$且必须通过机器挖掘而非人工处理$同时遵守

;;?5g1L" 协议等(#1 3#$)

* cn;/正式上线之后一旦

被研究人员阅读并执行了同意或者拒绝命令$将不可

修改+除非作废此cn;/$并提供新的版本*

图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的G835̂[01+,/A1页面(.)及其S-+)2.46G,46303,42(B)

&&出版商使用 ;ME//:HN系统的账号和密码使用

;CB-̂?('MEGD'服务$并获取其 YS<验证码"SGTCB/'HM

YS<cÊH0 "SYc##$如-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的

SYc为HK81APP2?NK$"$!$H?4P!11T!H?FFFFFFFF"最后

八位数字隐去#* 研究人员在爬取数据时发送了包

含客户端YS<验证码";CBH0(YS<cÊH0 ";Yc##的

内容 "如本文作者的 ;Yc为 2A2T!"%1?T$8-"!#A?

8NP8-2P-?FFFFFFFF"最后八位数字隐去##* 出版商

结合SYc和;Yc$可以很容易通过简单的 ZccS请

求"比如使用 _B0GF系统中常见的访问网页命令

-GMC#来检查哪些条款被遵守$哪些没有* 研究人员

在发送ZccS请求时$在头部"'HAPHM#包含 SYc$在

\:<研究人员对应的部分填写;Yc$形式如下!

-GMC?̂?Z o;:?;CB-̂('MEGD'?SGTCB/'HM?cÊH0! HK81APP2?

NK$"$!$H?4P!11T!H?FFFFFFFFo

o'(()/!**A))/,-ME//MHN,EMD*-CB-̂('MEGD'*A)B*CB-H0/H/*

2A2T!"%1?T$8-"!#A?8NP8-2P-?FFFFFFFFo?=??_?9

返回信息"为 QR9d格式$故需在网页上安装

QR9dkBH+插件#给出了研究人员所接受或拒绝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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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商列出的条款* 出版商可以通过迭代这样的结

果$查看研究人员是否已签署相关内容的协议$以

此判断是否同意其下载所请求的全文(#% 3#8)

*

%"Y#研究人员使用;ME//:HN:>RcYS<简介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扮演研究人员的角

色$实践了如何使用 ;ME//:HNYS<获取全文* 研究

人员使用;ME//:HNYS<的教程请参见bHENNMHX5BCPHM

的报告(#8)

$使用简介请参见 '(()/!**DB('GT,-E@*

;ME//:HN*MH/(?A)B?PE-*TCET*@A/(HM*MH/(̀A)B̀(EGM,@P$

其参数说明请访问 '(()/!**DB('GT,-E@*;ME//:HN*

MH/(?A)B?PE-*TCET*@A/(HM*MH/(̀A)B,@P*

研 究 人 员 在 '(()/!**A))/,-ME//MHN,EMD*

-CB-̂('MEGD'*MH/HAM-'HM/*p*CEDB0*处使用 9:;<=登

录$在 SGTCB/'HM?R)H-BNB-YDMHH@H0(/处可以查看'接

受或拒绝各出版商已经发表的 cn;/$并可获取

;Yc* 研究人员将包含接受或拒绝的条款信息的

;Yc提供给出版商$出版商即可知道该研究人员是

否具有相应的许可* 一旦研究人员接受或拒绝相

应的 ;CB-̂?('MEGD' 许可$在发送 ZccS请求并要求

下载文章全文时$在 'HAPHM部分提供一个 ;:?c=O?

;CBH0(?cÊH0* 那些不需要;CB-̂?('MEGD'功能或者开

放获取期刊的出版商$可直接忽略这个头文件+而

需要;CB-̂?('MEGD'服务的出版商可以核对研究人员

是否遵守和签订了条款* 出版商使用研究人员提

供的;Yc来判断其是否已经接受了相应的条款和

协议$如果研究人员接受$则将给予其全文(# 3!)

*

比如本文作者扮演研究人员角色通过 ;CB-̂?

('MEGD'服务请求获取某些特定 =9<的文章$示例

如下!

-GMC?̂?Z o ;:?;CB-̂('MEGD'?;CBH0(?cÊH0! 2A2T!"%1?

T$8-"!#A?8NP8-2P-?FFFFFFFFoo'(()!**+++,J.G,HPG,-0*.JG/*

E)H0(F(,)')0 PEBV#",#%1#*.JG/,Y#4""#2$o?=??_?9

-GMC?̂?Z o ;:?;CB-̂('MEGD'?;CBH0(?cÊH0! 2A2T!"%1?

T$8-"!#A?8NP8-2P-?FFFFFFFFoo'(()!**+++,J.G,HPG,-0*.JG/*

E)H0(F(,)')0 PEBV#",#%1#*.JG/,Y#4""#2!o?=??_?9

-GMC?̂?Z o ;:?;CB-̂('MEGD'?;CBH0(?cÊH0! 2A2T!"%1?

T$8-"!#A?8NP8-2P-?FFFFFFFFoo'(()!**+++,J.G,HPG,-0*.JG/*

E)H0(F(,)')0 PEBV#",#%1#*.JG/,Y#4""!%1o?=??_?9

表示本文作者使用的 ;Yc为 2A2T!"%1?

T$8-"!#A?8NP8-2P-?FFFFFFFF$ 请 求 获 取 =9<为

#"L#%1#*.JG/,Y#4""#2$$#"L#%1#*.JG/,Y#4""#2! 和

#"L#%1#*.JG/,Y#4""!%1 这三篇文章的全文$并得以

实现*

通过;ME//:HNYS<及其提供的 ;CB-̂?('MEGD' 服

务$可以方便获取大量数据的 =9<及其对应的全文

链接* 研究人员通过简单的 ZccS等请求或语言$

批量获取文章的全文* 比如研究人员使用 ;ME//:HN

YS<$ 搜 索 在 ;ME//:HN元 数 据 中$ 包 含 %血 液

"5CEEP#&这个关键词并且提供版权信息和全文链

接的记录有多少条$要求如下所示! '(()!**A)B,

-ME//MHN,EMD*+EM̂/0 NBC(HMV'A/?CB-H0/H!(MGH$'A/?NGCC?

(HF(!(MGHn]GHMXVTCEEPnME+/V"$由此可以获取大量

记录$并可继续增加限制条件来缩小获取数据的范

围从而精准地得到最符合要求的文献* 如果需要

从YS<的结果中获取特定的 =9<及其全文链接$并

且批量下载全文$则需要用 SX('E0 或 :GTX等语言

编辑小程序来实现$在此不再赘述*

4&结语

文本和数据挖掘市场增长潜力巨大* ;ME//:HN

文本和数据挖掘解决了传统数据挖掘手段存在的

诸多问题$满足了研究人员对学术内容进行文本和

数据挖掘的需求$方便地解决了出版商需要与大量

的研究人员和众多的研究机构基于复杂的双边协

议进行授权谈判的问题$并且出版商参与方式也简

单便捷$必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期刊加入此创新服

务行列* -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一直关注全球

期刊行业的动态并积极追求国际创新服务* 在参

与和使用 ;ME//OAM̂'aG0P:HN和 9:;<=之后$在科

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的资助成为国内首家

实践;ME//:HN文本和数据挖掘创新服务项目的期

刊* 这不仅满足科研人员进行数据挖掘的迫切需

求$支持科学研究$顺应国际出版业的潮流和发展+

同时藉此扩大期刊的国际显示度$从国际创新技术

服务等多角度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

致谢!感谢浙江大学软件学院金小刚教授提供技术支

持!并感谢;ME//:HN公司:A-'AHC女士提供详细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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