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系統架構與實做 

5.1 系統架構 

圖 5.1是系統架構圖，當使用者下達查詢之後，由 Query Processor處理使用者的查詢，

之後由 Dataset Preparor從 DataBase或 CiteSeer收集相關的論文集合，CiteSeer的資料透

過 Crawler 收集，經由 PreProcessor 處過過後，存到 DataBase 裡面，再回傳給 Data 

Preparor。Ranker 負責從論文集合裡面找出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等資

訊。針對這些重要的資訊，透過Website Locator找出最新一屆會議的網頁、期刊的網站

Query Processor 

Dataset Preparor 

Ranker 

Website Locator 

Presentation 
Module 

Crawler 

PreProcessor 

DataBase Clustering 
Module

圖 5.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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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者的個人網站，最後再經由 Presentation Module呈現給使用者。各個模組的功能分

述如下： 

1. Query Processor：處理使用者下達的查詢，因為之後我們將透過網路來收集相關的訊

息，因此把使用者的查詢轉換成符合 CGI格式的字元，例如"空白"轉換成"%2B"，"

雙括號"轉換成"%3D"。最後將轉換完成的查詢和相關參數，送到 Dataset Preparor。

這個模組主要接受使用者設定的各項數值，包含所下的查詢等，之後依據這些設定

去找出使用者所需要的結果。 

2. Dataset Preparor：負責收集和使用者查詢相關的論文，先透過 Crawler查詢 CiteSeer

上和使用者的查詢相關的論文，如果在 DataBase 裡面找不到的，就從 CiteSeer下載

回來，並經由 PreProcessor處理之後存到 DataBase，再回傳給 Data Preparor。在 4.1

小節所述的 Dataset Collection方法，實做在這個模組裡面。針對 Base Set Finding提

供了兩種方法： 

(1) CiteSeer top papers。 

(2) Clustering-based Base Set Finding。 

針對 Base Set Extension提供了四種方式： 

(1) Extend cite papers。 

(2) Extend cited papers。 

(3) Extend cite and cited papers。 

(4) Feedback papers from important conference and journal。 

再加上 base set的大小和 Extension的次數，可以針對不同的需求作出更適當的調整。

如果需要利用 Clustering 來找出 base set，就需要透過 Clustering Module 來達成，若

有需要擴充 Dataset，則繼續經由 Crawler 抓取 CiteSeer 的資料，直到所有的資料都

已經準備完成。 

3. Ranker：主要功能是從論文集合裡面找出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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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每一篇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透過 4.3 節所提到的 Paper-based Ranking 

Algorithms，去計算影響力。其中總共可以分成三種計算影響力的策略，每一種策略

又可以搭配三種排序的演算法，因此在這個模組裡面，我們總共提供了九種計算影

響力指標的方法，如下： 

(1) Basic Strategy 
‧ PageRank 
‧ TimedPageRank 
‧ HITS 

(2) Asynchronous Ranking 
‧ PageRank 
‧ TimedPageRank 
‧ HITS 

(3) Synchronous Ranking 
‧ PageRank 
‧ TimedPageRank 
‧ HITS 

如果再加上其他參數的組合，會有更多不同的結果，而透過這些方法和參數的調整，

可以讓我們的系統更有彈性，符合更多使用者的需求。如果採用從具有影響力的會

議或期刊再去擴充 Dataset的方法，則會把結果 Feedback回 Dataset Preparor，否則把

結果傳送到Website Locator。 

4. Website Locator：針對由 Ranker找出來具有影響力的資訊，透過 Crawler經由 Google

找出相關的網站，再利用 4.5 小節所提出的方法，找出網站，最後再把結果傳送到

Presentation Module。 

5. Presentation Module: 將具有影響力的資訊透過網頁的方式呈現給使用者，如果

Paper-based Ranking Algorithm採用 PageRank或 TimedPageRank，則列出影響力最高

的前幾篇論文，如果用 HITS，則列出一半 Authority值高的論文，一半 Hub值高的

論文。針對每一篇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我們除了附上論文的標題，還附上論文的發

表時間、出處和作者等。針對每個具有影響力的會議和期刊，每個具有影響力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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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附上我們經由Website Locator所找到的最近一期的網站和作者的個人網站。經

由排版之後呈現給使用者。 

6. Clustering Module: 負責將輸入的論文集合，依照特徵和相似度分群。在我們的研究

裡面，提供了三種分群的特徵： 

(1) Cite information only。 
(2) Cited information only。 
(3) Cite and cited information。 

因此使用者可以依據需求來對論文進行分群。在我們的研究裡面，主要用來找出 base 

set，透過 hierarchical clustering的方法分群，找出每一群中，被同一群的論文引用最

多次的論文，回傳給 Dataset Preparor當作 base set。 

7. Crawler：主要用途為自動抓取網路上的資料，因為每個網站的網頁都不相同，因此

針對不同的網頁，必須使用不同的方法來抓取資料。在本次的研究裡面，主要針對

四個網站抓取資料，分述如下： 

‧ CiteSeer：利用 CiteSeer的查詢格式和相關細節設定下達查詢，經由查詢之後會

得到結果的網頁，進一步處理結果網頁，把我們所要的資訊萃取出來，或者再

透過萃取出來的網址，進一步的去抓取資料或查詢，再把結果傳給 PreProcessor。 

‧ Google：經由送查詢給 Google，處理回傳的網頁，做進一步的查詢或處理，再

把資料傳給 PreProcessor。 

‧ ISI：從 ISI的資料庫裡面，透過網頁抓取我們所需要的資料，經由處理之後傳

給 PreProcessor。 

‧ DBLP：主要工作分為兩部分，第一部份從 DBLP資料庫裡面抓取靜態的資料，

例如所有會議的資料等，第二部份透過 DBLP所提供的查詢介面，下達查詢，

並將結果處理之後傳送給 PreProcessor。 

8. PreProcessor: 負責處理 Crawler回傳的資料，因為大部分來自於網頁資料，因此必須

把 HTML格式的資料轉換成文字格式，去除不必要的標記，最後再依照 Databas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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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q: user query 
  sw: way of getting base set 
  ew: way of extending base set 
  tn: number of extension 
Output: S: proper paper set 
Data_prepare{ 

S := {}; 
S∪getBaseSet(q, sw); 
Do{ 

  S∪extendBaseSet(ew, S); 
}until tn times 
output S; 

} 

 

格式，把相對應的資料存到 Database 裡面。除此之外，針對由 CiteSeer上面抓回來

的論文資訊，利用 4.2小節所提供的方法，把論文出處和作者的資訊辨識出來。 

圖 5.2：Dataset preporor algorithm

9. DataBase: 負責儲存相關的資料，供其他模組查詢和使用。 

在我們的系統裡面，當使用者下達查詢之後，我們必須到 CiteSeer上找到相關的論

文，除了找 base set之外，擴充論文集合也是透過 CiteSeer所提供的論文引用關係，所

以，當使用者查詢一次，我們可能必須對 CiteSeer下幾百到幾千次不等的 request，這些

request和結果，都是透過網路來傳輸，因此一旦網路壅塞或 CiteSeer同時有太多 request

時，都會讓我們的系統處理速度變慢。為了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把每次使用者查詢的

相關資料都儲存在 Database 裡，如果有別的查詢也用到相同的資料，就不需要再向

CiteSeer request，直接從 Database 裡面取得即可。如此一來，可以大大的減少所需要的

時間。 

 

5.2 系統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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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q: user query, sw: way of getting base set 
Output: B: base set 
getBaseSet{ 
 B := {}; 

B∪crawler(q); // crawler return CiteSeer top t papers 
If( sw == 1 ){ // CiteSeer top t papers 

  Return B; 
}elsif( sw == 2 ){  // Clustering-based base set finding 

  B∪clustering(B); 
  Return B; 

} 
} 

 圖 5.3：Base set finding algorithm 

我們的系統主要以 Perl語言實做，部分以 C語言實做，作業系統採用 FreeBSD，資料庫

採用Mysql。以下將分節討論系統裡每個模組的實做，而在本章最後一個小節則介 

紹在我們的研究中，採用的幾個網路上找到的免費軟體模組。 

5.2.1 Query Processor 

這個模組主要利用 Perl 語言實做，負責把實用者的查詢和設定的參數傳送到 Dataset 

Preparor，使用者在查詢網頁下達查詢之後的處理的步驟如下： 

1. 接收用 CGI的格式傳送過來的資料。 

2. 將使用者的查詢和各項參數擷取出來。 

3. 去除 HTML的標籤或特殊標記，轉換特殊字元。 

4. 把這些資料傳送給 Dataset Preparor。 

5.2.2 DataSet Preparor 

從 Query Processor接受來自使用者的查詢和相關參數，目的在於收集合適的論文集合，

透過 CiteSeer或 clustering找出 Base set，再利用幾種延伸的方式，擴充論文集合。演算

法如圖 5.2、圖 5.3和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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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B: base set, ew: way of extending base set 
Output: S: proper paper set 
extendBaseSet{ 
 S’ := {}; 
 if( ew == 1 ){ // extend cite papers 
  S’∪P where p’∈P, s’∈S, and s’ cite p’; 
 }elsif( ew == 2 ){ // extend cited papers 
  S’∪P where p’∈P, s’∈S, and p’ cite s’; 
 }elsif( ew == 3 ){ // extend cite and cited papers 
  S’∪P where p’∈P, s’∈S, and s’ cite p’ or p’ cite s’; 
 }elsif( ew == 4 ) // extend from important conference or journal 
  S’∪P where p’∈P, s’∈S, and s’ cite p’ or p’ cite s’; 
  Set feedback flag; 
 } 
 Return S’; 
} 

圖 5.4：Base set extension algorithm  

5.2.3 Ranker 

我們在 Ranker 裡面實做了三種Webpage Ranking Algorithm，以下將分別說明： 

1. PageRank：針對公式(4.1)，我們把 d設成 0.85，總共運算 50回合。 

2. TimedPageRank：針對公式(4.5)和(4.6)，把 d 設成 0.85，w 設成 0.5，總共運算 50

回合。而關於 Aging()的部份，[47]裡面提議 Aging()的回傳值應該介於 0.5和 1，越

新的論文，得到的值就越靠近 1，越舊的論文就越靠近 0.5，因此，我們定義了一個

區間，當發表時間落在這個區間時，則依照公式計算，公式如下，如超過這個區間，

則以 0.5計算。 

PERIOD
pTimeNOWpAging i

i
)(*5.01)( −

−=                 (5.1) 

PERIOD就是我們定義的區間，在我們的研究裡面設成 20，也就是說，發表年代距

今超過 20 年者，則回傳最小值 0.5。NOW代表現在的年代，Time(pi)代表論文 pi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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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時間。透過這個公式，我們可以求得每一篇論文經過發表時間的加權計算之

後，所得到的影響力。因為部份論文無法從網路上找到發表的時間，針對這些無法

找到時間的論文，把他們的值設成 0.5。 

3. HITS：我們先將論文集合裡面的引用關係，建成矩陣，再透過Math::Cephes::Matrix

去求得特徵值和特徵向量，最後得出每一篇論文的影響力。關於

Math::Cephes::Matrix，我們會在本章的最後一個小節介紹。 

5.2.4 Website Locator 

由 4.5小節可知，我們透過 Google可以找到最新一屆的會議網頁和期刊的網頁。而要找

到作者的個人網站，我們必須要知道這個作者的著作列表以及其他資訊，著作列表我們

可以從我們的資料庫裡面得到，其他資訊則以關鍵字代替內容，我們觀察網路上的作者

個人網站，得到關鍵字如表 5.1所列。另外，為了判斷屬於同一個網站的網頁，我們設

定深度為 2，也就是說，當我們從 Google得到可能的網站之後，從那個網站的首頁往下

追蹤連結，深度為 2代表追蹤兩次。因為如果是作者的個人網站，通常不是在第一頁列

出所有的資訊，就是依照分類，再多一層連結，因此我們設為 2可以避免追蹤過遠，造

成時間的消耗與結果誤判。 

表 5.1：網頁判斷關鍵詞列表 

Publications Book Courses About 

Papers Profile Address Email 

Research Service Teaching Research interests 

Slide Tutorials Awards Fax 

Phone Contact information Projects Journal 

Conferenc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Personal Current Activities 

Office Personal Information Vitae Research group 

Bio Research areas Education Academic Info 

 

 56



5.2.5 Clustering Module 

Clustering總共有幾個步驟如下： 

1. 去除不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我們設定論文的被引用次數下限為 5次，如果這篇論文

被引用的次數低於 5次，則從要被 clustering的論文集合裡面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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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把論文的被引次數

用論文的發表時間正規化，如果正規化後的數值高於 1，則認為是 Key Paper。 

3. 找出 Soft Cluster：以 Key Paper為中心，如果一篇論文和 Key Paper具有很高的相

似度時，則認為是屬於同一個 soft cluster。在我們的研究裡面，相似度的計算同時

考量 co-citation 和 coupling 的關係，如果 co-citation 的次數大於 0，以及 coupling

的次數大於 0，則我們認為兩篇論文相似，屬於同一個 soft cluster。 

4. Hierarchical clustering：針對許多的 soft clusters，計算兩個 soft clusters之間的相似

度，如果 A和 B代表兩個 soft clusters，則相似度的公式為： 

||||||
||

BABA
BA

∩−+
∩                         (5.2) 

也就是 A和 B所包含的論文相似度。因為我們的目的是透過 Clustering 來找出 base 

set，因此停止條件設為，剩餘的 clusters 的數量小於我們所要找的 base set 數目時

停止。 

5. 找出每個 cluster 裡面最具有影響力的論文：針對每一個 cluster，我們個別去計算每

一篇論文，被屬於同一個 cluster 裡面的論文所引用的次數。找出被引用次數最高的

論文，當作 base set。 

5.2.6 Crawler 

在我們的研究裡面，crawler佔有很大的地位，因為我們所有的資料都是透過 Crawler從

網路上擷取出來的。要從網路上擷取資料，大致可以分成取得網頁和解析網頁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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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ISI期刊列表 

圖 5.6：ISI期刊列表網頁原始檔 

份，討論如下： 

1. 取得網頁：網頁的形成可以分成兩種，一種是靜態的網頁，一種是透過向伺服器下

查詢之後，動態產生的結果網頁，靜態網頁可以透過超連結來得到，而動態網頁則

必須透過和伺服器的溝通而產生，以下將分超連結與查詢兩部份來討論。 

(1) 超連結：超連結可以分成兩種： 

‧ 絕 對 網 址 ： 可 以 直 接 透 過 網 址 取 得 網 頁 的 資 訊 。 例 如 ：

http://www.google.com/。 

‧ 相 對 網 址 ： 無 法 直 接 利 用 網 址 取 得 網 頁 資 訊 。 例 如 ：

href="../../indices/a-tree/f/Fang:Hai.html"。 

相 對 網 址 指 的 是 相 對 於 該 網 址 所 存 在 網 頁 而 言 ， 例 如

href="../../indices/a-tree/f/Fang:Hai.html" 存 在 於 網 址 為 http://www.informatik. 

uni-trier.de /~ley/db/conf/aaai/aaai2002.html的網頁裡面，因此該相對網址的絕對

網址應為http://www.informatik.uni trier.de/~ley/db/indices/a-tree/f/Fang:Ha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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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DBLP 論文資料 

(2) 查詢：大部分網路上的查詢，都是利用 CGI的格式來查詢，而 CGI的格式又可

分成兩種： 

‧ GET：把使用者的查詢透過網址的方式傳送，例如：查詢為 data mining ，

則網址可能為 http://citeseer.ist.psu.edu/cis?q=data+mining&cs=1。 

‧ POST：把使用者的查詢透過環境變數來傳送，如圖 5.5，我們要查詢下一

頁的資料，一般可能利用絕對位址或相對位址來建立連結，而這邊則是透

過設定環境變數，向伺服器下達查詢的方式來得到下一頁，網頁原始碼如

圖 5.6。 

所以如果用 GET的方式，只要將查詢和相關參數設定在網址裡面，就可以得到

我們所需要的資訊，如果是透過 POST的方式，則必須把相關的環境變數都找

出來，透過設定這些環境變數來取得結果資訊。 

2. 解析網頁：網路上的資料，一定存在於符合 HTML格式的網頁裡面，不同的網頁製

造者，會把資料存在不同的地方，可能是內文、表格、超連結等，而每一個網頁的

格式又不盡相同，因此針對不同的網頁，我們必須去找出資料及其表現的規則，才

能將正確的資料萃取出來。如圖 5.7，我們可以看出如下規則： 

‧ 每一篇論文的資訊都在"‧"之後。 

‧ 每一個論文的資訊依序是作者和論文標題。 

‧ 論文標題接在"："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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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DBLP 論文資料網頁原始檔 

‧ 作者之間用","分隔。 

然而，真正的規則應該是存在於 HTML 的原始檔案裡面，而不是我們經由瀏覽器

所看到的畫面，原始檔案如圖 5.8，我們可以發現<li>代表"‧"，而在作者和作者之

間，除了","之外，還有超連結的資訊，因此我們得出新的規則如下： 

‧ 每一篇論文的資訊以<li>分隔。 

‧ 每一個論文的資訊依序是作者和論文標題。 

‧ 論文標題接在"："之後。 

‧ 作者之間用","分隔，但其中有的包含超連結的資訊。 

因為超連結裡面可能存在著我們原本用來分隔的規則符號，因此我們必須先把超連

結和內文分開擷取，再利用規則去找出正確的資訊。 

在本次的研究裡面，Crawler主要針對 CiteSeer、Google、DBLP和 ISI的網站抓取

資料，再把結果存到 Database 裡面，以下針對這四個網站分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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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CiteSeer查詢結果 

1. CiteSeer：Crawler在 CiteSeer網站上的行動如下： 

(1) 針對CiteSeer下達查詢：CiteSeer主要分兩種，查詢documents或Citations，

documents指的是符合查詢的論文，citations指的是引用關係。CiteSeer採用前面

所介紹過的CGI的GET方式，所以如果我們要查詢data mining，則查詢結果會存

在http://citeseer.ist.psu.edu/cis?q=data+mining&submit=Search+Documents &cs=1

的網址裡，如圖 5.9。另外，CiteSeer針對查詢結果，提供五種排序方式，如下： 

‧ Citations：被引用的次數。 
‧ Expected citations：針對時間作正規化後的引用次數。 
‧ Hub：HITS 裡面的 Hub值。 
‧ Usage：被點閱的次數。 
‧ Date：索引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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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b)

(a)

圖 5.11：CiteSeer 論文網頁(2) 

圖 5.10：CiteSeer 論文網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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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的研究裡面，我們主要依照 citations的排序結果來取得 base set。 

(2) 解析結果網頁，由圖 5.9，我們可以發現每一篇論文的資料，可以分成論文名稱、

更正資訊、被引用資訊和論文內文摘要等四部份，而我們所要作的是把論文名

稱所對應到的網址擷取出來，透過這個網址去取得該篇論文進一步的資訊。 

(3) 解析單篇論文資訊：針對每一篇論文網頁，我們要擷取的資訊有： 

‧ 論文標題：如圖 5.11(a)。 

‧ 論文出處：如圖 5.11(a)。 

‧ 論文作者：如圖 5.11(a)。 

‧ 論文發表時間：如圖 5.11(a)。 

‧ 論文 PDF檔案：如圖 5.10(a)。 

‧ 引用的論文：如圖 5.11(b)。 

‧ 被引用的論文：如圖 5.10(b)。 

論文的標題、出處、作者和發表時間，大部份都可以正確的擷取出來，少部份

因為 CiteSeer本身的資料就是錯的，所以我們會避免這些錯誤的情況。論文的

PDF檔案，則必須先把檔案的連結出來，再透過該連結把檔案抓下來，然而，

在 CiteSeer 裡面並不是每一篇論文都具有 PDF 的檔案，而如圖 5.10 所示，各

種檔案格式的順序也不一定，圖 5.10是 PS.gz、PS、PDF、IMAGE等，在另一

篇論文可能就變成 PDF、PS.gz、PS、IMAGE等。論文的引用資訊，針對引用

資訊裡的每一個連結，去追蹤取得內容。以上是針對 CiteSeer 裡面，包含完整

資訊的論文網頁，另有一種論文網頁，僅有被引用關係的資訊，如圖 5.12，針

對這一類的網頁，我們也必須盡可能的把能用的資訊擷取出來。 

(4) 擷取被引用的論文資訊：從圖 5.10(b)，我們可以得到被引用論文資訊的網址，

內容如圖 5.13，針對每一個被引用資訊裡的論文，我們一樣去找出它的所有資

料，再存到 Database 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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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CiteSeer中論文被引用的資訊 

圖 5.12：CiteSeer中僅有引用關係的論文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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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ogle：Google的查詢方式和CiteSeer一樣，都是透過CGI的GET方式，Google的查

詢 如 http://www.google.com/search?hl=en&ie=UTF-8&q=data+mining 

&btnG=Google+Search，查詢結果如圖 5.14，針對每一項結果，找出連結網址或頁

庫存檔的網址，再進一步去取得網頁的資料。Google的結果連結網址如<a 

href=http://www.kdnuggets.com/ onmousedown="return clk(this,'res',2)">，在原本的超

連結裡面，加入了回傳的資訊，當我們點了其中一個連結之後，會回傳給Google我

們的選擇。Google也透過這種方式來提高結果的準確率。 

3. DBLP：我們在 DBLP上的行動如下： 

(1) 取得所有會議的列表：DBLP把所有的會議按照字母順序排列，索引在 26個網

頁 裡 面 ， 收 集 a 開 頭 會 議 名 稱 的 網 頁 網 址 為

http://www.informatik.uni-trier.de/~ley/db/conf/index-a.html，如圖 5.15，只要把最

 
圖 5.14：Google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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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DBLP會議網頁(1) 

後的 index-a.html改成 index-b.html，就是索引 b開頭會議的網頁了，透過這個

方式，我們可以找到 DBLP 裡所有會議的資訊， 

(2) 解析每一個會議：每一個會議的網頁裡面，又依照時間列出了每一屆會議的資

訊，如圖 5.16所以我們必須去追蹤每一屆會議的連結，取得每一屆會議的資料。 

(3) 解析每一屆的會議：針對每一屆的會議，擷取出論文的資料，作者，標題等，

如圖 5.7。 

(4) 解析每一個作者的著作列表：針對每一個作者，DBLP 會自動建立該作者的著

作列表，如圖 5.17，我們要再把該作者的所有著作資料都擷取出來存到我們的

Database 裡面。 

(5) 查詢作者：針對部份缺少資料的作者，我們透過 DBLP的作者查詢取得該作者

的著作列表，DBLP的查詢格式，是採用 CGI的 POST方式，把查詢包在環境

變數裡面。DBLP 的查詢結果有兩種，當該作者的姓名是唯一的時候，會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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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DBLP會議網頁(2) 

該作者的著作列表，如圖 5.18，如果該作者的姓名有許多的可能時，則回傳這

些可能的作者姓名列表，如圖 5.18，針對每一個可能的作者，我們都去擷取他

的著作列表，因為我們的目的只要要盡可能的取得最多的資料，因此我們可以

得到很多的資料。 

4. ISI：在 ISI的網站上，我們所要取得的是期刊的資料，而 ISI上每次只能顯示出 10

筆資料，必須透過"下一頁"才能繼續取得下 10 筆資料，如圖 5.5，而"下一頁"是利

用 CGI的 POST格式，查詢伺服器取得。ISI透過滑鼠點擊的座標來設定 x.next和

y.next，如果這兩個值有設定的話，下一頁才會啟動，透過另一個記錄目前是第幾

頁的變數 old_page，來正確的取得下一頁。透過變數的設定，我們才能取得全部的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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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多個符合查詢的作者列表 

圖 5.17：DBLP作者著作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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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PreProcessor 

這個模組主要是針對 CiteSeer上面的資料，萃取我們需要的資訊，主要分為論文出處和

作者兩部份，分述如下： 

1. 論文出處：由 CiteSeer上面關於論文出處的描述字串，通常必須經過進一步的處理，

才能真正抓出我們想要的資訊。例如： 

‧ {IEEE} {T}ra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 Proc. of 1995 Int'l Conf. on Very Large Data Bases ({VLDB}'95), Z{\。 

‧ Data \& Knowledge Engineering 

‧ {SPIRE}/{CRIWG} 

‧ Fortran Journal 

‧ VLDB'97 

‧ Proc. IEEE Int. Conf. Robot. Autom. (ICRA) 

從上面的例子，我們可以看出 CiteSeer的資料非常雜亂，因此我們必須針對這

些資料進行前處理，才能用 4.2小節提到的方法，去擷取出真正的論文出處。處裡

的步驟如下： 

(1) 去除、轉換多餘的符號，並將簡寫字還原。例如： 

‧ {IEEE} {T}ra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變成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 Data \& Knowledge Engineering 變成 Data and Knowledge Engineering。 

(2) 擷取出論文出處：必須找到 4.2 節所提到的名稱和出處類型，找到之後，就可

以重組出論文出處的全名了，例如："Proc. of 1995 Int'l Conf. on Very Large Data 

Bases ({VLDB}'95), Z{\"會找出"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y Large Data 

Bases"。 

2. 作者：CiteSeer 上用來描述作者的字串，是把所有的作者存成一個字串，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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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ed G. Elfeky and Amani A. Saad and Souheir A. Fouad"，因此我們只要利用

"and"就可以把每一個作者的姓名找出來。 

5.2.8 Database 

在我們的研究裡面，目的是找出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會議和期刊都

是屬於論文出處的一種，因此將會議和期刊的資料存在同一個資料表裡。所以我們建立

了資料表如下： 

‧ PaperDB：負責儲存論文的相關資訊，欄位有 pid、checkname、title、sid、time、abstract、

keyword、pdf、memo等，如表 5.2，其中 abstract和 keywords在我們的研究中暫無

作用。 

‧ SourceDB：儲存論文出處的資訊，欄位有 sid、checkname、name、abb-name、

pub-place、issn、site、last-site、period、kind、memo等，如表 5.3。 

‧ AuthorDB：儲存作者的相關資料，欄位有 aid、checkname、name、site、dept、domain、

memo等，如表 5.4，其中，在我們的研究中 dept和 domain暫無作用。 

 

表 5.2：資料表 PaperDB 

PaperDB 
pid 論文的 id，用來辨別不同的論文。 
checkname 當一篇新的論文進入 Database時，用來辨認是否屬於同一篇論文。

title 論文的標題。 
sid 論文出處在 sourceDB 裡的對應 id。 
time 論文發表時間。 
abstract 論文摘要。(目前無作用) 
keywords 論文的關鍵字。(目前無作用) 
pdf 論文的 PDF檔案。 
memo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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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資料表 SourceDB 

SourceDB 
sid 論文出處的 id，用來辨別不同的論文。 
checkname 當一個新的論文出處進入 Database時，用來辨認是否屬於同一個

論文出處。 
name 論文出處的名稱。 
abb-name 論文出處的縮寫。 
pub-place 出版商。 
issn 國際標準期刊號。 
site 論文出處的主要網站。 
last-site 論文出處的最新一屆網站 
period 論文出處出版兩次的間隔時間。 
kind 哪一個種類，是會議、期刊或書本等。 
memo 附註。 

 

表 5.4：資料表 AuthorDB 

AuthorDB 
aid 作者的 id，用來辨別不同的作者。 
checkname 當一個新的作者進入 Database時，用來辨認是否屬於同一個作者。

name 作者的名稱。 
site 作者的個人網站。 
dept 作者所屬的組織。(目前無作用) 
domain 作者的專長領域。(目前無作用) 
memo 附註。 

 

除了這三個資料表，針對論文、論文出處和作者之間的關係，我們也利用資料表來儲存： 

‧ A2P：作者和論文的關係表，也就是哪位作者發表了哪篇論文，欄位有 aid、pid、

ord等，如表 5.5。 

‧ A2S：作者和論文出處的對照表，也就是哪位作者的論文發表在哪一個會議或期刊，

欄位有 aid和 sid。本來可以透過 A2P和 PaperDB交互參照即可，但為了加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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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獨立出來成為一個資料表，如表 5.6。 

表 5.5：資料表 A2P 

A2P 
aid AuthorDB中的 aid。 
pid PaperDB中的 pid。 
ord 作者在該篇論文的排名順序，例如第一作者等。 

 

表 5.6：資料表 A2S 

A2S 
aid AuthorDB中的 aid。 
sid SourceDB中的 sid。 

 

表 5.7：資料表 Citation 

Citation 
cite 引用別篇論文的論文的 pid。 
cited 被引用論文的 pid。 

 

‧ Citation：儲存論文和論文之間的引用關係，欄位有 cite 和 cited，兩者皆對應到

PaperDB中的 pid。如表 5.7。 

因為我們的論文資料主要來自於 CiteSeer，而 CiteSeer的論文資料主要儲存在網頁裡面，

如圖 5.10和圖 5.11，如果每次要判斷這個網頁包含的論文資料，是否存在我們的Database

裡面，都必須解析這個網頁，萃取出論文的資料再作判斷，是一件很耗時的工作，因此

我們利用 CiteSeer的論文網址不會改變的特性，建立了 linkDB。 

‧ linkDB：儲存 CiteSeer 裡面的論文連結和 PaperDB 裡面的論文對應，欄位有 link和

pid。目的為減少網路存取動作，加快 Dataset的準備工作。如表 5.8。 

整個 Database的 ER-model如圖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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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資料表 linkDB 

linkDB 
link CiteSeer的網址。 
pid PaperDB 裡的 pid。 

 

5.2.9 Free Software Packages 

在我們的研究裡面，有部份的工作是利用網路上找到的免費模組完成的，以下將分不同

的模組敘述： 

1. LWP[37]：LWP Library 又稱為 libwww-perl-5，其主要作者是 Gisle Aas，它是根據 

Roy Fielding在 Perl 4所發展的 libwww library 來加以推廣、改良而得到的模組。主

要用於Web Client Programming，亦即使用在用戶端的 Perl程式，來抓取所需的網頁

或其他網路上的資料。 

在我們的系統裡面，每一個 crawler模組，均以此模組為核心，主要功能如下： 

‧ 設定 crawler的一般性資料，模擬各種瀏覽器。例如在 request的 header 裡面設

定為"Mozilla/4.0 (compatible; MSIE 6.0; Windows NT 5.1; KKman2.0)"，則接受

request的伺服器會認為是使用者透過 KKman這個瀏覽器來存取。 

‧ 設定代理伺服器，提升存取的速度。 

‧ 設定查詢以 CGI的格式，GET或 POST進行。 

‧ 設定各種環境變數。 

‧ 透過模組簡化 request和得到結果的流程。 

‧ 對於錯誤提供詳細的錯誤訊息，方便我們偵錯。 

因此我們可以利用 LWP彈性的設定，去抓取網路上的各種資料。 

2. Math::Cephes::Matrix[38]：這是一個關於數學矩陣運算的模組，提供了矩陣的各種運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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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系統資料庫的 ER-model  

‧ 矩陣的加減乘除。 

‧ 取得反矩陣。 

‧ 取得轉置矩陣。 

‧ 提供矩陣的比對。 

‧ 取得矩陣的特徵值和特徵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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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主要透過這個模組，來找出矩陣的特徵值和特徵向量，解決 HITS演算法上所遇

到的問題。 

3. Bit::Vector[2]: 這個模組採用 C語言實做一個 Boolean的 Vector，每一個 Vector的單

位僅以一個 bit表示，針對這個 Boolean Vector提供了很多功能，僅列舉部份如下： 

‧ 反轉，0變 1，1變 0。 

‧ 兩個 Boolean Vector的相等關係。 

‧ 把 Boolean Vector轉換成其他進制的數字，例如 8進位或 10進位。 

‧ Boolean Vector的相關操作，例如 shift或 rotate。 

在 Perl 裡面，陣列所佔用的空間很大，每一個陣列裡面的單位，不管裡面儲存的是

什麼，至少約需佔到 32byte以上的空間。而且 Perl會預先保留可能會用到的配置空

間，因此若是一個 5000x5000的二維陣列，就會用到大約 2Gigabyte的記憶體空間。

在我們的系統裡面，每一個陣列單位僅需儲存 0或 1，代表是否有連結存在，因此若

直接採用 Perl的陣列實做，太過於浪費空間，因此我們採用 Bit::Vector模組來實做。

可以節省極大的記憶體空間，我們利用一維的 Boolean Vector陣列模擬二維陣列，達

到原先所需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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