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議題 

我們的研究目的，在於找出資訊科學學術研究 Ontology 裡面某個 concept 下 properties

的內容，也就是資訊科學學術研究裡面某個研究主題裡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會議、期刊

和作者，以下我們將把在我們的研究裡面會遇到的 Design Issues 都列出來討論。在 3.1

小節裡面我們先探討每個 property的定義，也就是什麼是具有影響力的論文、會議、期

刊和作者，3.2小節則分析 properties間的關係。學術研究的具體成果就是發表的論文，

因此為了要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要從和這個研究主題相關的論文裡面去找，這部份我

們將在 3.3小節討論。收集到相關的論文之後，必須經過進一步的資料擷取，我們才能

知道這些論文的相關資訊，在 3.4小節將討論這一部份。 

 

3.1 Definition for Properties 

在這個小節裡面，我們將探討每一個 property的定義，也就是說什麼叫做具有影響力的

論文、會議、期刊和作者，分述如下。 

1. 論文：一篇論文可以被視為具有影響力，可能以下幾種可能： 

‧ 發表在具有影響力的會議或期刊。 

‧ 由具有影響力的作者所著作。 

‧ 被很多篇論文引用。 

2. 會議：一個會議被視為具有影響力的原因，可能有： 

‧ 曾經發表過具有影響力的論文。 

 15



‧ 論文接受率很低。 

‧ 由具有影響力的組織所舉辦，例如 IEEE、ACM。 

‧ 會議的議程委員是具有影響力的學者。 

‧ 會議的 Session主持人是具有影響力的學者。 

‧ 會議的贊助機構是具有影響力的組織。 

‧ 被列入國際評量標準內，例如 EI等。 

3. 期刊：判斷一個期刊的影響力可能是： 

‧ 曾經發表做具有影響力的論文。 

‧ 論文的接受率很低。 

‧ 由具有影響力的組織所發行。 

‧ 期刊的編輯是具有影響力的學者。 

‧ 具有較高的影響因素(Impact Factor)，例如 ISI的 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 中

的 Impact Factor。 

‧ 被列入國際評量標準內，例如 SCI、SSCI、EI等。 

4. 作者：一個具有影響力的作者可能是： 

‧ 發表過具有影響力的論文。 

‧ 曾經得過具有影響力的榮譽，例如 Turing Award或發表過學術會議最佳論文獎

的論文。 

‧ 從有名的學校畢業。 

‧ 曾任期刊的編輯或會議的議程委員。 

‧ 服務於具有影響力的組織，例如 IBM等。 

由以上的推論，我們可以得知每一個 property，可以由很多的影響力因素來衡量，

因此我們必須針對每一個 property，依據各項影響力因素去訂定合理的影響力，來符合

我們的目標，找出對使用者有幫助的資訊科學學術研究領域的本體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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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 

本小節主要探討前一節所介紹的 properties之間的關係。這四個 properties之間，具有所

謂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23]。因此，我們首先介紹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若以

A和 B代表兩個變數，則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的定義如下： 

Definition：A和 B之間具有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如果： 

1. 高分的 A 來自許多高分的 B。 

2. 高分的 B 來自許多高分的 A。 

如果 A是{a1,a2,a3⋯an}的集合，B是{b1,b2,b3⋯bm}的集合，我們可以定義一個無方向性

的 bipartite graph G，包含 A和 B，如果 ai和 bj有關係，則在 ai和 bj中間存在一個邊，E

代表所有邊的集合，如圖 3.1。PA(ai)代表 ai的分數，PB(bj)代表 bj的分數，因此，如果

A和 B是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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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代表正比的關係[48]。 

我們可以依據這個特性訂定 PA(ai)和 PB(bj)的計算公式，經由重複 K次的計算之後，得

出最後 PA(ai)和 PB(bj)的值。 

由 3.1小節我們可以發現用來判斷各個 properties影響力的因素中，有一部份來自於

其他的 properties，整理之後可得如下關係： 

‧ 具有影響力的論文來自具有影響力的會議或期刊。 

‧ 具有影響力的論文來自具有影響力的作者。 

‧ 具有影響力的會議來自具有影響力的論文。 

‧ 具有影響力的期刊來自具有影響力的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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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Bipartit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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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影響力的作者來自具有影響力的論文。 

由上述，我們可以推出： 

1. 論文和會議， 

2. 論文和期刊， 

3. 論文和作者， 

彼此之間具有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如圖 3.2所示。也就是說，論文可以決定會議

的影響力，會議也可以決定論文的影響力，因此論文和會議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的關

係，同理，論文和期刊，論文和作者也是一樣。藉由 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的特性，

我們可以推出論文和會議、論文和期刊、論文和作者之間影響力的公式。 

 

3.3 資料集合 

因為我們研究的是資訊科學學術研究的 Ontology，而學術研究的成果就是發表的論文，

因此我們的目的就在於從論文裡面去找出資訊科學的本體論資訊，而我們的重點是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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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Mutual reinforcing relation between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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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特定主題的 properties，也就是說，從和特定主題相關的論文裡面去找出它的

properties。但是因為 

1. 特定主題相關的論文，並不是全部都會被數位化，因此我們不可能從 WWW 上找

到。 

2. 即使已經被數位化且放置到 WWW上，但是在 WWW上有上億個網頁和檔案，因

此我們很難全部找到。 

3. 搜尋引擎雖然號稱可以檢索 WWW 上大部分的網頁和資料，但是對於沒有連結連

到的網頁，也是沒有辦法找到。 

基於以上理由，要僅從 WWW 上直接收集到所有相關的論文是很困難的事情，因此如

何盡可能的達到理想中的論文集合，才是我們應該考量的重點。如果沒有辦法逼近理想

中的論文集合，那麼後面的步驟不管再怎麼完美，也不會有好的結果。舉例來說，假如

我們要找的是 data mining 這個主題裡面具有影響力的論文，但是我們所收集到的卻是

database 方面的相關論文，那麼接下來不管如何去求得影響力，結果一定不好。因此，

如何找到適當的論文集合，是一個必須克服的問題。 

 

3.4 資訊萃取 

一篇論文必定有其出處和作者，但是每個人的寫法不盡相同，因此會有許多的問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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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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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的

「整合論文集」指的是由出版商替會議所出的系列論文集，裡面可能包含很多個會議的

論文，而不是單只有某個會議而言，例如 Springer-Verlag出版社所出版的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系列。而在本研究中，我們主要針對的是會議和期刊的部份，因此以

下的論文出處指的就是會議或期刊。可能的狀況分析如下： 

‧ 論文的出處 

1. 時間資訊：對於會議而言，大部分可以從該會議是第幾屆舉行的資訊，推出該

會議舉行在哪一年，對於期刊而言，由第幾期也可以得到發行的時間，因此有

些作者在著作網頁或論文最後的參考文獻裡面，有的會省略第幾屆第幾期，有

的則會省略時間，有的則會利用時間來代表第幾屆，例如例如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ery Large Data Bases VLDB'99，有的作者會寫 Proc. 20th Int. Conf. 

Very Large Data Bases，有的則是 VLDB'99。 

2. 出處名稱：每一個會議或期刊，都一定會有一個名稱，但是通常也會有一個名

稱的縮寫，例如 VLDB是 Very Large Data Bases的縮寫，兩種都屬於正式且合法

的使用，因此我們必須解決避免因為縮寫而造成誤判的情況。 

3. 單字的簡寫：一般作者在書寫論文出處的時候，有的作者會了方便，通常會簡

寫部份單字，例如 Proc.是 Proceedings的簡寫，而 Int'l是 International的簡寫，

有的作者則不會，因此我們必須還原單字的簡寫，才能知道原本指的是什麼。

此外簡寫的單字和沒簡寫的單字，具有多對多的關係，也就是簡寫的單字可能

可以還原成一個以上的單字，例如 Comput.可以還原成 Computer、Computation

和 Computing等，而一個單字也可能有一個以上的縮寫，例如 International可以

縮寫成 Int、Int'l和 Intl等。 

4. 書寫的順序：少數的作者會把論文出處的書寫順序顛倒，例如Machine Learning: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和 Proceeding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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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 論文的作者： 

1. 姓名的簡寫：論文作者姓名的書寫，和論文出處一樣，為了方便而有簡寫的情

況，以 Jiawei Han為例，主要兩種情形： 

‧ 簡寫名字，如 J. Han。 

‧ 簡寫名字和姓氏，如 J. H.。 

2. 書寫的順序：一般常見的寫法是西式寫法，名字在姓氏之前，例如 Jiawei Han，

另外也有姓氏擺到名字前面的，如 Han, Jiawei。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要把論文的相關資訊正確的擷取出來，不是一件簡單的事

情，但是如果不去做的話，會造成誤判，進而影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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