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Proposed Approaches 

在 3.1小節，我們針對各個 properties 列舉了一些影響力的因素，但是其中有一些不適用，

因此我們基於以下考量做出修改。 

1. 關於會議的贊助機構、作者畢業的學校、會議或期刊的舉辦組織和作者的服務組織

的部份，因為難以取得，因此將它們排除在我們的影響力因素之外。 

2. 關於會議或期刊論文接受率的部份，因為我們的資訊主要來自於網路上，而在網路

上公布論文接受率的會議或期刊，數量少而且難以取得，以致於我們沒有辦法可以

拿來當作評量的因素。 

3. 關於 Impact Factor，Impact Factor指的是這個會議或期刊的影響力，而 Impact Factor

主要是由該會議或期刊前兩年所發表的論文被引用的次數為依據，而得出的結果，

因此主要來自於論文的引用關係。 

4. 關於國際評量標準，這邊指的是 SCI 和 SSCI 等資訊。ISI 公司評量期刊是否歸入

SCI或 SSCI中，主要考量是[21]： 

‧ Basic Journal Standards：指的是出版時效，每隔多久出版一次；是否遵循國際

編輯慣例；英文的篇名、摘要、關鍵詞和參考文獻是否具備；同儕審查等。 

‧ Editorial Content。 

‧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 Citation Analysis。 

其中，以論文引用資訊為較具客觀且量化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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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taSet Collection 

Output 4. Website Locating 

3. Paper-based Ranking 

2. Information Extraction 

Query 

圖 4.1：整體流程圖 

 

所以我們可以歸納出各項 properties的影響力定義如下： 

Definition 1: 具有影響力的會議來自於發表過具有影響力的論文。 

Definition 2: 具有影響力的期刊來自於發表過具有影響力的論文。 

Definition 3: 具有影響力的作者來自於發表過具有影響力的論文。 

Definition 4: 具有影響力的論文來自於， 

1. 發表在具有影響力的會議或 

2. 發表在具有影響力的期刊或 

3. 由具有影響力的作者發表或 

4. 被具有影響力的論文引用或 

5. 被很多論文引用。 

根據定義，我們可以發現具有影響力的會議、期刊和作者，都來自於具有影響力的

論文，因此我們在 4.3小節提出 Paper-based Ranking，來求出各項 properties。 

在我們的研究裡面，依照流程可以分成幾大步驟，如圖 4.1 所示。我們將在 4.1 節

討論論文的收集，在 4.2節討論萃取論文中相關資訊，4.3節則是利用 Paper-based R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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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找出各個 properties，最後則針對具有影響力的會議、期刊和作者找出網站。 

 

4.1 資料集合收集 

如同 3.3小節所述，要在WWW上收集到和使用者所查詢的學術主題相關的論文，並不

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除非我們能把所有 WWW 上的網頁都造訪一次，才能找出所有相

關的論文，因此我們無法把所有的論文都收集到，所以我們必須想辦法收集到一個適當

的論文集合。而這個論文集合必須符合以下性質： 

1. 集合內一定包含許多的相關論文。 

2. 集合內一定包含許多或最多具有影響力的相關論文。 

[23]的做法是透過搜尋引擎來找到相關的網頁集合，先利用搜尋引擎找到相關的網

頁，取排名前面的網頁當作 base set，再利用這些網頁的連結去擴大 base set，最後得到

一個相關的網頁集合。經由這些步驟所得到的網頁的 base set，符合如下特質[23]： 

1. Base set相對整個WWW而言是較小的。 

2. Base set一定包含許多的相關網頁。 

3. Base set包含許多或最多的非常相關的網頁。 

所以如果我們利用[23]的方式來找出論文集合，網頁間的連結就相當於論文間的引用關

係，則可以保證所得到的論文集合，符合上面所述的性質。 

所以我們可以利用[23]的做法，來找到我們所需要的論文集合。但是對我們而言，

重點在於找出資訊科學學術研究的相關論文，直接用搜尋引擎來找顯然不適合，理由如

下： 

1. 搜索的對象：搜尋引擎針對的是網路上的所有的網頁和檔案，針對這些網頁或檔案

和使用者的查詢相比對，回傳符合查詢的網頁或檔案。而學術論文在網路上以很多

不同的形式存在，例如 HTML網頁、PDF檔案或 PS檔案等，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從

 24



搜尋引擎的回傳結果中去找出屬於學術論文的部份。 

2. 排序的方法：搜尋引擎排序結果的方法一般可以分為兩大類，keywords-based 和

link-based，前者以網頁中所包含的關鍵字當作排序的依據，後者以網頁的連結資訊

當作排序的依據，由前面所提到的定義，論文的影響力應該以論文的引用關係為依

據，因此若依據搜尋引擎的排序取排名前面的網頁，並不代表真的能取到具有影響

力的論文。 

因此我們改用 CiteSeer[17]來取代搜尋引擎的角色。CiteSeer是一個科學文獻的數位

圖書館，目的在於改進科學文獻的傳播和回饋。CiteSeer具有以下特點[1]： 

‧ Autonomous Citation Indexing：自動建立科學文獻的引用索引。 

‧ All cited documents：針對資料庫裡面的被引用文獻，計算各項統計資訊和找出相似

的文獻。 

‧ Reference linking：針對文獻引用關係，建立文獻間的超連結，讓使用者可以方便瀏

覽。 

‧ Citation context：針對一篇文獻，CiteSeer會列出其引用關係，讓研究者可以方便的

找出相關研究。 

‧ Awareness and tracking：當有一篇文獻有新的引用關係，或者有一篇新的文獻符合

使用者的喜好，CiteSeer會自動通知。 

‧ Related documents：針對每一篇文獻，CiteSeer會依據引用關係和關鍵字去找出相關

的文獻。 

‧ Similar documents：針對相似文獻，CiteSeer會列出文句相似的比例。 

‧ Full-text indexing：CiteSeer對每一篇文獻提供全文檢索，可以用於各種不同的查詢。 

‧ Query-sensitive summaries：CiteSeer 會把文獻上和查詢相關的段落列在查詢結果

上，改進使用者搜尋的效率。 

‧ Citation graph analysis：CiteSeer分析文獻引用圖，提供每一篇論文的 Authority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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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s值。 

‧ Page images：允許使用者方便的瀏覽文獻。 

‧ Up-to-date：CiteSeer會定期更新。 

‧ Powerful search：提供功能強大的查詢。 

‧ Autonomous location of articles：自動從網路上找出文獻。 

‧ Freely available：CiteSeer所有的原始碼對於非商業的用途都是免費的。 

此外，CiteSeer 針對每一篇論文，除了自動從論文內容裡面去找出作者和出處的資料，

也透過 DBLP或論文作者網頁等參考資料，自動去更正作者和出處等資料。簡單的說，

CiteSeer 是一個涵蓋計算機科學、工程、科學相關電子文獻的搜索引擎，可將各文獻之

引用情形進行整理統計，亦能針對特定主題、關鍵字加以搜尋，同時瞭解該文獻引用其

他文章和被引用的情形。因此我們可以利用 CiteSeer為本次研究的論文搜尋引擎，透過

前述的方法，找到某特定主題的論文集合。 

所以我們可以把論文集合的蒐集分成兩大步驟： 

1. 找出論文的 base set。 

2. 從 base set 裡面的論文，去擴充論文集合。 

我們將在接下來的 4.1.1小節討論第一個步驟，在 4.1.2小節討論第二個步驟。 

4.1.1 Base Set Finding 

在我們的研究裡面，我們先找到 base set，再利用 base set 裡面論文的引用關係去擴充論

文集合。依據前面所述，我們可以把 CiteSeer 回傳中，排名前面的論文當作 base set，

再利用這個 base set去擴充論文集合。我們已知一個研究主題裡面包含了許多的子題，

每一個子題會有許多相關的論文，如果某一個子題的論文佔了 base set 裡面的大多數，

在經由 base set擴充之後的論文集合裡面，這個子題的相關論文也會具有相對多數的比

例，所以比較冷門或不重要的子題，可能因此而無法列入最後的結果裡面。因此我們參

考[35]，提出第二種方法，Clustering-based Base Set Finding，來改善這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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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ing-based Base Set Finding的精神，在於先把論文集合利用 clustering的方法

分群，讓屬於同一個子題的論文可以分到同一群，不同子題的論文分到不同群裡，再分

別從不同的子題裡面，找出論文來組成 base set。因為我們的目的是為了把論文依子題

分群，所以我們不以論文所包含的關鍵字來當作論文的特徵，而改以論文的引用關係當

作論文的特徵，主要的分群方法是採用第二章所提到的 Hierarchical-based Clustering的

方法。步驟如下： 

1. 從論文集合裡面，去除不具有影響力的論文：預先設定論文被引用次數的下限，如

果論文被引用的次數低於此值，則從論文集合裡面去除。 

2. 找出具有影響力的論文當作 key paper：因為發表時間越早的論文，被引用的機會越

大，發表時間較晚的論文，被引用的機會就比較小，透過用發表時間的正規化，可

以改善這種現象。經過正規劃之後，如果一篇論文的引用次數仍然夠高，我們把它

當作 key paper。 

3. 找出 clustering 的基本單位，基本單位稱為 soft cluster：我們不以每一篇論文當作

clustering的基本單位，而改以一群具有相似引用關係的論文為基本單位。以前一個

步驟所找到的 key paper當作 soft cluster的基礎，如果一篇論文和 key paper有相似

的引用關係，例如引用相同的論文或者共同被某些論文所引用，則歸於這個 soft 

cluster，一篇論文可能分屬多個不同的 soft cluster。 

4. Hierarchical Clustering：以 soft cluster當作基本單位，如果兩個 soft cluster所包含的

論文，重複的部份超過預先設定的比例，則把兩個 soft cluster合併成一個，當不再

有合併的情況發生或者 soft cluster的數目少於某個值時，則停止 clustering。 

5. 針對每一個剩下的 cluster，找出被屬於同一 cluster 裡面的論文引用次數最高的幾

篇，當作 base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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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cedure Clustering(graph: G=(V, E)) 
2 { Find most highly cited papers normalized by publications for years.} 
3 C ← {} 
4 for all {v ∈ V} do 
5  norm ←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after v 
6  norm-cite(v) ← |{u,v} ∈ E}|/norm 
7  if norm-cite(v) > threshold then 
8   C ∪ C {v} 
9  end if 

10 end for 
11 
12 { Assign papers to soft cluster if they are co-cited and coupling.} 
13 for all {v ∈ C} do 
14  Sv ← {x: ∃y (y,x) ∈ E ∧ (y,v) ∈ E} 
15 end for 
16 
17 { Calculate similarity measure for all pairs c ∈ C. } 
18 for all {x ∈ C} do 
19 for all {y ∈ C} do 
20   Mxy ← |Sx ∩ Xy|/(|Sx|+|Sy|-|Sx ∩ Sy|) 
21  end for 
22 end for 
23 
24 { Return most highly cited papers in each cluster. } 
25 end procedure 

圖 4.2 Clustering algorithm  

詳細的演算法列於圖 4.2。因為 Clustering-based Base Set Finding是從論文集合裡面

去找出 base set，因此我們必須先取得一個論文集合，才能從其中去找出 base set。論文

集合的取得方式，可以利用 CiteSeer回傳排名前面的論文當作論文集合，也可以用經由

擴充之後的論文集合當作這個方法所需要的論文集合，在本次的研究裡面，我們採用後

者作為主要的方法。Base Set Finding的流程圖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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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Set Extension

Clustering-based 
Base Set Finding

Query CiteSeer 

Base Set Extension

 圖 4.3：Base set finding 流程圖 

4.1.2 Base Set Extension 

有了 base set之後，接著就是從 base set擴充整個論文集合，論文擴充的目的在於逼近理

想中的論文集合，使得找出來的結果最好。在本次研究中，利用論文的引用關係來擴充

論文集合：  

‧ 。 BpandpciteqiffEq ∈∈

‧ 。 BpandqcitepiffEq ∈∈

其中 p和 q為論文，B是 base set，E是擴充之後的論文集。由第二章可知，引用關係也

就代表相關性，因此當一篇論文引用了另一篇論文，代表這兩篇論文之間存在著某種程

度的關連性，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引用關係去擴充論文集合。 

 

4.2 資訊萃取 

在本節裡面，主要討論的是如何找出論文的出處和作者等相關資訊。在前一節已經提

到，我們的論文主要來自於 CiteSeer，而 CiteSeer會自動從論文內容或WWW上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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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出描述論文出處和作者的字串，舉例如下： 

1. 描述論文出處的字串： 

(1) Proc. 18th International Conf. on Machine Learning。 

(2) SIGMOD 1997, Proceedings ACM SIGMO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 May 13-15, 1997, Tucson, Arizona, USA。 

(3) Proceedings of the 1993 {ACM} {SIGMO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 

(4) SIGMOD’97。 

(5)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2. 描述論文作者的字串： 

(1) Apostolos Papadopoulos and Yannis Manolopoulos。 

(2) K. Julisch。 

(3) Josu{\'e} Kuri and Gonzalo Navarro and Ludovic M{\'e} and Laurent Heye。 

以上這些經由 CiteSeer找出來的描述資訊，除了包含正確的論文出處和作者以外，還包

含了不必要的資訊或亂碼，因此必須經過進一步的處理，才能正確的把論文出處和作者

辨識出來。因此主要的步驟有兩個： 

1. 從這些描述字串裡面，萃取出更精確的資訊：以前面描述論文出處的字串為例，萃

取出的資訊可能為： 

(1) 18th International Conf. on Machine Learning。 

(2) ACM SIGMO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 

(3) 1993 ACM SIGMO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 

(4) SIGMOD’97。 

(5)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2. 和資料庫的內容相比對，如果不存在資料庫裡面，就新增到資料庫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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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第一個步驟萃取出來的資訊，有不同的資訊對應到同一個會議，如前面的(2)、

(3)和(4)，(2)和(3)包含不同的資訊，(4)則是會議名稱縮寫，實際上都是同一個會議。這

種狀況就是我們在 3.4 小節所討論的各種原因所導致，這些狀況即使用大量資料的處

理，也無法解決，因為每一種寫法都可以被大家接受，但是如果不解決又會影響到最後

的結果，例如具有影響力的會議可能有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

和 SIGMOD，而實際上兩者應是同義，我們把這些狀況稱為不一致，也就是說同一種東

西有兩種以上的表示法，而且皆為大家所接受，例如不同屆的會議、會議的全名和縮寫、

作者的姓名表示等，以下將分成論文的出處和作者兩部份，分別探討如何從 CiteSeer的

描述字串裡面萃取出精確的資訊，並在比對的時候解決不一致的情況。 

但是CiteSeer所找出來的資訊，可能會是不完整或錯誤的資料，以 Fast Algorithms for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論文為例，實際出處是 20th Very Large Data Bases，卻誤為 Very 

Large Data 或 ICDM。不完整的資料，對結果不會造成影響，因為不完整的資料是少數

狀況，在大量資料處理下，自然會被過濾掉。而錯誤的資料，主要是因為撰寫人的失誤，

這個問題無法直接解決，因為我們無法得知正確的答案。因此我們採用比較折衷的解

法，以具有公信力的資料為標準來解決。在本次的研究中，我們以 DBLP的資料為標準，

關於 DBLP的資料，將在本節的最後部份介紹。 

4.2.1 論文出處辨認 

論文出處的辨認，主要目的是為了從 CiteSeer的描述字串裡面找出論文出處，並解決比

對時不一致的情形。如果萃取出來的論文出處，沒有在我們的資料庫裡面，必須判斷這

個論文出處是屬於哪一種。論文的出處可能有幾種，會議、期刊、書本、技術報告和整

合論文集，而在本次的研究裡面，我們主要針對的是會議和期刊的部份，因此針對不在

資料庫裡的論文出處，需要進一步去判斷這篇論文是否屬於會議或期刊。而以下的論文

出處指的就是會議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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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能從 CiteSeer的描述字串裡面，正確的萃取出論文出處，經由觀察，我們可以

發現論文出處的表示法主要有兩種，論文出處全名和論文出處的縮寫，例如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是論文出處全名，SIGMOD是論文出處的縮寫。由前

面的例子，我們可以知道，CiteSeer找出來的描述字串，可能是： 

‧ 只有論文出處全名：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 

‧ 只有論文出處的縮寫：SIGMOD’97。 

‧ 包含論文出處全名和縮寫：ACM SIGMO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 

因此針對每一個描述字串，我們都嘗試去找出論文出處全名和縮寫。以下分兩部份探討

如何從 CiteSeer的描述字串中找出論文出處全名和論文出處縮寫。 

1. 找出論文出處全名：我們先定義論文出處全名如下： 

Definition 5：論文出處全名由舉行組織、名稱和出處類型所組成。舉行組織指的是

舉行這個會議的組織，名稱是指這個論文出處的名稱。出處類型是指這個會議的性

質，是國際性或國內，是會議、期刊、研討會或座談會。 

以 AC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of Data為例，舉行組織是 ACM，

主題是Management of Data，出處類型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三者的組合可以

使論文出處具有唯一性，換句話說，不會有兩個論文出處具有相同的組合，也就是

不會有兩個出處具有相同的論文出處全名，因此我們可以藉由找出每一個出處的論

文出處全名來幫助我們判斷是屬於哪一個會議或期刊。此外，經由觀察， 

Observation 1：構成名稱的單字具有連續出現且不可分割的特性。 

也就是說名成中間不會被插入其他資訊，例如時間資訊或地點資訊等，以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為例，不會有 

 32



‧ Knowledge Discovery 2000 and Data Mining 

‧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Boston Mining。 

利用這個特性，我們採用 Information Extraction 裡 Template Filling的技術，先建立

出 Template，再萃取出論文出處全名。Template部份如下： 

‧ <舉行組織> <出處類型> on <名稱> 

‧ <名稱>:<出處組織><出處類型> 

‧ <名稱> - <出處組織><出處類型> 

其中，出處類型必定包含 conference、workshop、symposium 或 journal，出處組織

則可有可無。經由此方式，我們可以得出論文出處的全名。 

2. 找出論文出處的縮寫：論文出處的縮寫，沒有一定的規則可以判斷，因此經由觀察， 

Observation 2：大部分縮寫是由連續的大寫字母所組成，中間不以空白或其他符號

分隔。 

因此我們可以藉由這個觀察來幫助判斷論文出處的縮寫，然而部份論文出處也會包

含舉辦的組織，例如"ACM"或"IEEE"等，而這些組織的名字也具有和論文出處縮寫

一樣的特性。此外，少部份的縮寫並不全由大寫字母組成，例如 DaWaK。另一個

判斷是否為縮寫的方式，是看 CiteSeer的描述字串包含的單字數目，如果只包含一

個單字或兩個單字，則可能是縮寫。 

經由以上的方式，針對每一個 CiteSeer的描述字串，我們可以找出可能的論文出處

全名和縮寫，接著和資料庫裡面的資料相比對，如果不存在資料庫裡面，則加入資料庫

成為新的論文出處。在比對的過程中，會因為前面所提不一致的情況，造成比對錯誤，

以下將針對各種不一致的情況探討。依照 3.4小節所述，會造成論文出處的不一致，主

要原因有時間資訊、出處名稱、單字的簡寫和書寫的順序。考量我們的目的和上面四種

因素，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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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還原簡寫單字的全名。 

2. 書寫順序造成的問題。 

3. 論文出處名稱與縮寫的對應。 

4. 不同時間舉行的同一會議的對應。 

以下將逐一分析解決。 

1. 還原簡寫的單字：在找出論文的名稱之前，必須先把論文出處所包含的簡寫單字還

原，我們才能判斷出論文出處的全名。但有一種狀況是多個單字具有相同的簡寫，

這種狀況的產生，主要是因為這些單字之間，具有極高的相似性，這些單字彼此間

可能是： 

‧ 單複數：例如 System和 Systems。 

‧ 相同字根：例如 Computing、Computer、Computation和 Computational。 

因此會發生不知道該把 Comput.還原成哪一個單字的情況。針對這種情形，我們利

用 dictionary-based的方法解決單字簡寫的問題。 

2. 書寫順序造成的問題：前面提到了論文出處全名的定義，分為出處組織、名稱和出

處類型三部份，書寫順序其實指的就是名稱和出處類型的書寫順序，所以儘管書寫

的順序不同，但是經由 Template Filling找出來的名稱和出處類型卻是一樣的，因此

萃取資訊的同時也解決了因書寫順序所造成的問題。 

3. 論文名稱與縮寫的對應：論文出處的縮寫，其實是由論文出處全名的縮寫而來的，

目前已知的縮寫有如下兩種： 

‧ 由名稱縮寫而成，例如 KDD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的縮寫 

‧ 由名稱加上出處類型縮寫而成，例如 ICDM為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的縮寫。 

但是，由以上這兩種情況所得的縮寫，並沒有規則可循，大部分是取每個單字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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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字母，如上面兩例，但是也有部份不是，例如 BIBE 是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formatics and Bioengineering 的縮寫，雖然採用的是名稱的縮

寫，但是縮寫的規則卻不是取名稱單字的第一個字母，因此我們很難從論文出處全

名去推出縮寫，或由縮寫去推出論文出處全名。有鑑於此，我們利用 DBLP上已經

整理好的論文出處全名和縮寫的對照表，做論文出處全名和縮寫的對應，以提高準

確度。有關 DBLP的部份，我們將於 4.2.3小節介紹。 

4. 不同時間舉行的同一會議的對應：對我們來說，需要的只是具有影響力的會議或期

刊，而不是第幾屆的會議或第幾期的期刊，換句話說，在我們的研究裡面，關於論

文出處，並不需要時間的資訊，因此對於某一篇論文的出處，我們只要把論文出處

的名稱完整的萃取出來，就相當於解決這個問題了。 

經由以上這些步驟，最後的問題是如何判斷這篇論文的出處是會議、期刊或書本

等，在本次的研究裡面，針對的只是會議和期刊的部份，而大部分的會議或期刊都會在

名稱裡面清楚標明是會議或期刊，例如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Mining和 VLDB 

JOURNAL，因此只要把論文出處的全名找出來之後，直接利用論文出處類型來判斷。

我們利用如下關鍵字來判斷是屬於會議或期刊： 

1. 會議 

‧ Conference 

‧ Workshop 

‧ Symposium 

‧ Proceedings 

2. 期刊 

‧ Journal 

‧ Transactions 

‧ 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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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Volumn 

然而，經由以上的判斷之後，仍然會有少部份無法辨認出來，或者效果不好，引此我們

以其他輔助資訊來增進判斷的效果，輔助資訊將在 4.2.3 小節介紹。論文出處辨識的演

算法如圖 4.4。 

1. Recover simplified words 
2. Clean dirty symbols 
3. Extract source full name by template filling 
4. Extract source abbreviation name 
5. Get source kind 
6. Output 

圖 4.4：論文出處辨認演算法 

4.2.2 論文作者辨認 

如前所述，辨認作者一樣有兩個步驟，第一是從 CiteSeer的作者描述字串裡，找出作者

的姓名。第二是把找出來的姓名和資料庫裡面的資料比對，不存在則加入資料庫裡面。

因為 CiteSeer 用來描述作者的字串，可以利用"and"輕易的把每一個作者的姓名區分出

來，所以第一個步驟很容易就解決了。在第二個步驟，根據 3.4小節所述，存在著論文

作者不一致的情況。原因是作者姓名的簡寫和書寫的順序。分析如下： 

1. 姓名的簡寫：目前並沒有有效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除非我們事先已經知道該

篇論文的作者姓名，我們才會知道應該還原成哪一個名字，所以我們利用了其他輔

助資料來來改善結果，輔助資料將介紹在 4.2.3小節。 

2. 書寫的順序：一般常見的狀況是當姓氏寫在前面時，會在姓氏之後先加上逗號，再

加上名字，利用這個觀察，可以解決大部分順序的問題。 

除了以上提到的這兩種不一致的情況以外，還有同名同姓的問題，如果有兩個人同

名同姓，例如 Wei Wang，那麼即使明確的找出作者的姓名，也無法判斷到底誰才是作

者，我們將把這個問題列為未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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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輔助資料 

如同前面提到，只要能事先知道論文的大部分資訊，包含作者和出處，自然可以提升辨

認的準確度，因此我們另外採用了 DBLP(http://www.informatik.uni-trier.de/~ley/db/)和

ISI(http://www.isinet.com/)的資料作為輔助。 

1. DBLP(Digital Bibliography & Library Project)：提供電腦科學相關書籍、期刊、會議

論文等書目，和作者發表的論文資訊等。其主題原著重在資訊科學中 DataBase 

Systems和 Logic Programming 兩個學術領域，目前擴大到其他資訊科學的領域，改

稱為 Digital Bibliography & Library Project。 

DBLP針對會議提供了會議名稱、會議名稱縮寫、每一屆會議的論文及作者列表，

針對期刊提供了每一期的論文，針對作者提供了著作列表。除此之外，DBLP 裡尚

包含每一個會議和期刊的網頁，以及作者的個人網頁。DBLP 利用人工的方式來進

行內容的校對。因此對我們的研究而言，提供了幾種幫助： 

‧ 解決了部份論文出處全名與縮寫的問題。 

‧ 減少因為萃取錯誤所造成的誤判。 

‧ 提高論文出處和作者辨識的正確率。 

‧ 提供會議和期刊的網頁資訊。 

有了 DBLP的資料之後，對於我們在 4.2所提到的各項問題，都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2. 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建置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各種跨學科領域之書

目資料庫，共收錄 16,000種全球科技、社會科學及藝術人文等方面具有影響力的期

刊、圖書、會議論文等。透過這些資料，我們可以進一步改進 Information Extraction

的準確率。 

我們主要利用 ISI所收集的期刊列表，ISI收集了 8865個期刊，其中用於 SCI的有

3824個，SSCI有 1803個，針對每一個期刊，ISI提供了期刊名稱、發行週期、ISSN

序號、出版商、網址和其他豐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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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Paper-based Ranking 

如前所述，具有影響力的會議、期刊和作者，都來自於具有影響力的論文，因此我們提

出 Paper-based Ranking，以論文為主，來求出各項 properties。經過 4.1和 4.2小節之後，

我們蒐集到適當的論文集合，也從裡面把論文的出處和作者等資訊辨識出來，接下來我

們將從這個論文集合裡面找出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本節所要做的就

是依據前面的影響力定義，對每篇論文、每個會議和期刊，每個作者分別去計算其影響

力，再取出分數高的，就是我們所要找的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 

而計算影響力的方式，主要是以第二章所提到的三種Webpage Ranking Algorithms：

PageRank、TimedPageRank和 HITS為主，把每篇論文視為一個網站，把論文之間的引

用關係視為是網站之間的連結，這樣我們就可以把 PageRank、TimedPageRank或 HITS

套用到我們的研究裡，而 HITS雖然將網頁分成兩種特性，Authority網頁和 Hub網頁，

用在論文這邊則可以對應到具有影響力的論文和文獻研究的論文。此外，針對作者，我

們加入作者排名順序的考量。 

主要方式是先利用Webpage Ranking Algorithms求出每一篇論文的影響力，再由此

求出每個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力。以下針對不同的Webpage Ranking Algorithms分

別提出說明。 

1. PageRank：在第二章我們介紹了 PageRank 的精神，在本次的研究裡面，我們把網

頁換成論文，連結換成引用關係，PageRank的公式因此可以改為： 

∑
>−

+−=
ik pp k

k
i Np

pPR
ddpPR

)(
)1()(                   (4.1) 

PR代表論文影響力，pi是論文，pk是引用 pi的論文，d代表影響因子，Npk是論文

pk在論文集合裡面引用的論文數量。經由這個公式，我們可以求得每一篇論文的影

響力指標。我們接著利用此指標去求得其他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力指標。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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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代表編號 i 的會議，ji代表編號 i 的期刊，ri代表編號 i 的作者，pk代表編號 k 的

論文，CR(ci)代表會議 ci的影響力，JR(ji)代表期刊 ji的影響力，AR(ri)代表作者 ri

的影響力，α代表作者在該篇論文的順序而得到的加權值。由以上的做法，我們可

以得出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力指標。 

2. TimedPageRank：我們把原本 TimedPageRank 裡面有關網頁製作的時間，改成論文

發表的時間，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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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5) 

)(*)()( iii pPRpAgingpTPR =                   (4.6) 

PR 代表原始求出的影響力指標，TPR 代表加上考量時間因素之後，所得到的影響

力指標，也就是我們所需要的數值。w 是引用關係隨時間減少的數值，Aging 是根

據論文發表時間而決定加權值的函式。而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力指標計算公式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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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k cp

ki pTPRcCR )()(                        (4.7) 

∑
∈

=
ik jp

ki pTPRjJR )()(                        (4.8) 

∑
∈

=
ik rp

ki pTPRrAR )()( α                       (4.9) 

3. HITS：在 HITS的做法裡面，每一個網頁包含兩種分數，Authority和 Hub，再分別

由這兩個分數去看具有影響力的網頁，在我們的研究裡面，我們也針對論文分別去

計算 Authority和 Hub的值，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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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代表 Authority的值，Hub代表 Hub的值。因為論文的影響力指標分成兩種，因

此我們同時考量此兩種影響力指標對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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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1、d2和 d3，分別代表對會議、期刊和作者而言，Authority和 Hub所佔的比

重。 

經由此種方式，我們可以分別找出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 

 

4.4 改進方式 

在前一節我們提出了找出 properties的方法，但是這些方法只考慮了單一個 property，而

沒有考量到不同 properties之間的影響。在 3.2節，我們已知論文和會議、論文和期刊、

論文和作者之間具有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因此在本章我們利用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 的特性，提出改進的方法。主要改進的是 Base Set Extension 和 Paper-based 

Ranking。 

4.4.1 Improved Base Set Extension 

前面我們提到利用論文間的引用關係來擴充論文集合，使論文集合更為完備。然而因為

論文和會議其及期刊具有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因此本節主要利用會議和期刊來擴

充論文集合。但是並非所有的會議和期刊都可以用來擴充論文集合，為了達到較好的效

果，我們只利用經由 Paper-based Ranking所找出來具有影響力的會議和期刊來擴充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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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擴充的方式如下：  

‧ JqJpBppJiffEq ∈∈∈∃∃∈ ),),,((,  

‧ CqCpBppCiffEq ∈∈∈∃∃∈ ),),,((,  

其中 p和 q為論文，B是 base set，E是擴充之後的論文集，J代表期刊，C代表會議。

簡單的說，當一篇論文發表在具有影響力的會議或期刊上，就被加入論文集合。Base Set 

Extension的流程圖如圖 4.5。 

雖然論文和作者之間也具有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但是因為作者的研究專長可

能包含多個主題，而這些主題彼此之間不一定具有很大的相關性，例如"無線網路"和"

機器學習"。如果藉此來擴充，反而會造成論文集合的雜亂。但是對會議或期刊而言，

僅管有許多的子題，但每一個子題都屬於同一主題之下，因此不會造成論文集合的雜

亂，反而可以逼近理想中的論文集合，達到更好的效果。 

4.4.2 Improved Paper-based Ranking 

在 4.3小節提出了計算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影響力指標的方式，但是這種方式在計

算論文的影響力指標時，並沒有考慮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的影響，僅僅只是利用論

文的引用關係，因此我們提出改進的方式。 

觀察前述的影響力定義，我們可以發現，除了論文的影響力指標可以從論文的引用

關係得知，其他三者的指標都只能來自於論文的指標，而且論文和會議、論文和期刊與

論文和作者的指標之間都具有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因此我們以Webpage Ranking 

Algorithms為核心，考量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提出二種改進的計算策略： 

1. Asynchronous Ranking：求出論文的影響力指標之後，再考量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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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 by citation

Paper-based Ranking

Extend by citation

Extend by Journal or 
Conference 

Base Set Finding

圖 4.5：Base set extension 

 

2. Synchronous Ranking：在計算論文的影響力指標時，考量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 

以下分別討論這二種策略，以求得各項 properties的內容。 

1. Asynchronous Ranking：以下先討論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 properties的計算公

式，再討論各組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 properties的計算順序。首先分論文和會

議、論文和期刊、論文和作者三部份討論經由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求得影響力。 

(1) 論文和會議：因為論文和會議之間具有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論文的分數

和會議的分數彼此之間的互相影響，必須符合我們在 3.2 所提到的定義。原來

在公式(4.2)、(4.7)和(4.12)中，只探討由論文影響會議的情況，以下我們訂定由

會議影響論文的影響力指標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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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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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k是一篇論文發表在幾個會議的數目，和 Nci的目的一樣，主要用來正規化

處理，把數值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dc代表會議對論文 Authority 值的比重。

有了計算的公式之後，依據 3.2的敘述，我們可以經由 K次重複計算後，得出

CR(ci)和 PR(pk)的值。然而，因為一篇論文只能發表在一個會議或期刊，不能

重複發表，因此 Npk等於 1，論文和會議的關係如圖 4.6，是多對一的關係，在

這種情況之下，只需要分別計算公式(4.15)和(4.16)或(4.17)或(4.18)一次，CR(ci)

和 PR(pk)的數值就不會再變動了，因此我們可以利用以上公式，K的值設成 1，

就可以計算出每個會議和論文的影響力。 

圖 4.6：論文和會議的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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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論文和期刊：由論文影響期刊的公式為(4.3)、(4.8)和(4.13)，而由期刊影響論文

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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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k是論文 pk發表在幾個期刊的數目，dj是期刊對論文 Authority值的比重，論

文和期刊也是多對一的關係，因此只要計算一次就可以找出論文和期刊的影響

力了。 

(3) 論文和作者：以下一樣分成兩部分討論。 

‧ 論文到作者：參照公式(4.4)、(4.9)和(4.14)。 

‧ 作者到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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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k是論文 pk由幾位作者所發表，β 是因為作者順序所得到的加權值，dr

是作者對論文 Authority值的影響。論文和作者是多對多的關係，如圖 4.7，

因此 K的值不能設成 1，經過實驗，論文和作者的影響力指標會收斂，也

就是說，經過 K次的重複運算之後，論文和作者的影響力指標幾乎就不會

再變動了，因此最終也可以得到論文和作者的影響力。 

經由以上的分析之後，我們可以得出具有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 properties的計

算公式，接著我們討論各組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 properties的計算順序，任一

組都必須計算到收斂之後，才進行下一組的計算。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總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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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論文和作者的關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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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和會議、論文和期刊及論文和作者，但是因為一篇論文只會有一個論文出處，

因此可以簡化成論文和論文出處，及論文和作者兩組。所以有以下兩種步驟： 

(1) 先作論文和論文出處，再作論文和作者。 

(2) 先作論文和作者，再作論文和論文出處。 

2. Synchronous Ranking：前兩種方式都是先計算完論文的影響力之後，才利用論文的

影響力去推出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力。而這裡主要的改進有兩點： 

‧ 在每一回合，同時計算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力指標。 

‧ 計算論文影響力時，同時考量引用關係、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 

以下將分別針對個別的Webpage Ranking Algorithm分別提出改進。 

(1) PageRank: 因為論文的影響力同時受引用關係、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因

此我們依照此四者對論文影響力指標的影響設定不同的比重，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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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1=++ τλθ  and 1=++ τσθ                        

θ代表引用關係對論文影響力指標的影響，λ代表會議對論文影響力指標的影

響，σ代表期刊對論文影響力指標的影響，τ代表作者對論文影響力指標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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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為一篇論文只會出現在一個會議或期刊，因此θ、λ和τ，或θ、σ和τ的總

和為 1。會議、期刊和作者的計算公式分別如公式(4.2)、(4.3)、(4.4)。 

(2) TimedPage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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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1=++ τλθ  and 1=++ τσθ                      

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力指標計算公式分別如公式(4.7)、(4.8)、(4.9)。 

(3) H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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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1=++ τλθ  and 1=++ τσθ                      

會議、期刊和作者的影響力指標計算公式分別如公式(4.12)、(4.13)、(4.14)。 

經由以上這些策略，我們可以找出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至於哪

一種方式的效果比較好，我們會在實驗的部分提出其結果。 

 

4.5 Website Locating 

找出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之後，剩下的工作是，針對具有影響力的會

議，找出最新一屆會議的網頁；針對具有影響力的期刊，找出期刊的網頁；針對具有影

響力的作者，找出作者的個人網站。這些資訊，部份在我們的資料庫裡面可以找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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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則沒有。這個小節主要是針對沒有存在我們資料庫的部份，找出最新一屆會議的網

頁，期刊的網頁，和作者的個人網站。 

基本原理都是透過搜尋引擎來找。對於最近一屆的會議網站，我們把會議名稱和舉

行時間送到搜尋引擎，再把回傳的結果中，排名最前面的網站，當作該會議最新一屆的

網站。對於期刊，則把期刊名稱當作查詢送到搜尋引擎，一樣取排名最高的網站，當作

該期刊的網站。 

至於作者的個人網站，一般最常見的方式是直接利用搜尋引擎來尋找，或者是利用

網路上已知的個人網頁搜尋網站。而這邊我們針對的是資訊科學學術研究領域的作者，

有別於其他人的個人網站，有以下兩個特點： 

Observation 3：如果是研究者的個人網站，則網站上通常會包含其著作資料。 

Observation 4：如果是研究者的個人網站，通常會包含該研究者的其他個人資料，例如

學歷、經歷和興趣等。 

經由以上的觀察，我們定義 S 為一個網站，S 包含許多網頁 s1、s2…sn。Sr 為作者

的個人網站，P為作者著作列表，包含 p1、p2…pm筆著作資料。B為作者的其他資料，

包含 b1、b2…bk，每一項代表作者的其他資料，例如 b1為學歷，b2為個人興趣等。因此

我們可以定義一個作者的個人網站： 

Definition 8：  

  and SSiffSrS ∈∈ '' )'),','(),',(( PcontainssPPPSss iii ∈∃∈∃               

and )'),','(),',(( BcontainssBBBSss jjj ∈∃∈∃              

有了定義之後，針對每一個網站，我們依據定義給定分數，主要給分原則為： 

‧ 包含越多作者著作資料，分數越高。 

‧ 包含越多作者的其他資料，分數越高。 

 47



‧ 兩者以作者的其他資料為主，著作資料為輔。 

針對第三點給分原則，因為在網路上有許多網站同時也會包含作者的著作表列，例如

DBLP，但是擁有作者的其他資料的很少，因為作者的其他資料通常只有作者才知道，

而從網路上卻很難找到，所以訂定了第三點給分原則。因為我們也無法知道關於每個作

者的其他資料，因此我們利用關鍵字來代替真正資料內容，例如學歷的部分，我們以"

學歷"這個詞為判斷依據，而不是真的找到作者的學歷資料，再去判斷。因此我們以作

者的其他資料為主，著作資料為輔來當作計分的原則。 

找到作者個人網站的方法，主要分成以下三個步驟： 

1. 找到相關的網站：因為網路上的網站數量太多，如果要一個一個去比對，計算分數，

太耗時間了，因此我們利用 Google 幫我們找到相關的候選網站，取其中排名比較

前面的網站，重新依據我們的方法計算分數。 

2. 計算分數：依據前面所提到的計分原則，去計算每一個網站的分數。 

3. 把分數最高的網站，當作該作者的個人網站，回傳給使用者。 

經由這些步驟我們可以找出作者的個人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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