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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内容架构 
作为数据基础设施的人文 
开放数据 



何为数据基础设施 
• 数据基础设施  (Data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cyberinfrastructure, Research Infrastructure) 

• 体系化的技术设计: 从顶层的知识建模到底层的知识表示，

实现知识大融通 

• 跨网域的开放互联 more links,more value 

• 互联网开放访问, 即插即用 

• 模块化设计，易于扩展 

• 在5W环境下实时更新 

• 支持用户/研究者贡献内容 



 
 

上海年华（Shanghai Memory） 

上海图书馆人文数据基础设施 

基础知识库 

人名规范库 地理名词表 

上海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历史文化事件知识库  

上海历史建筑库 

文献知识库 

家谱知识服务平台 盛宣怀档案库 

古籍联合目录与循证平台 老电影知识库 

名人手稿档案库 

Open API 

service for people Open API for machine 

红色旅游景点 

历史纪年表 

影戏院 

藏印知识库 避讳字知识库 

红色文献库 

从武康路出发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红色文献与红色旅游 

上海历史地理名词表（地名志） 



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person/emfzhg6fzke4tzs9 

人名规范库——跨网域的数据链接中心 



上海年华——红色文献与红色旅游 



上海年华—电影记忆 



上海年华——从武康路出发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02  知识建模 
本体（Ontology） 



本体(Ontology) 
是对领域知识进行抽象的、形式化的概念模型。 

术语词表 
类（概念） 
属性（关系） 

领域的 

可共享的 
概念模型 

形式化的 

机器可理解 
@prefix rdfs: <http://www.w3.org/2000/01/rdf-schema#> . 
@prefix bf: <http://bibframe.org/vocab/> . 
bf:Work a rdfs:Class ; 
 rdfs:label "作品" ; 
 rdfs:subClassOf bf:Resource ; 
 rdfs:comment "家谱作品。" . 

Europeana  
Data Model  



RDFs vs. OWL 





元数据 本体 

相同点 对信息的结构化描述 

 
 
不 
同 
点 

定义及构成 “关于数据的数据。” 

元数据方案（元素集）、置
标方案、元数据记录 

“领域的可共享的概念及概念间
关系的形式化定义。” 
模型、词表（类、属性）、实体/
实例对象 

描述对象 文献 内容 

描述重点 文献的外在特征 内容对象的特征及其相关关系 

词表定义 元素 类、属性 

标准规范 MARC   DC FRBR  BIBFRAME  FOAF  schema.org  

编码 RDF  XML RDFs   OWL 

存储与查询 RDB  SQL RDF Store  Graph DB  SPARQL 

联系 元数据元素可作为本体的属性，本体可看做“元”元数据。 

元数据 vs. 本体 





03  知识表示 
资源描述框架（RDF） 



relatedTo ResourceA ResourceB 

describedBy 
ResourceA  Text data 

      主体(subject)     谓词(predict)    客体(object)                    
 

抽象模型 
Abstract Model 

http://data.library.sh.cn/jp/entity/pe
rson/etrd44w3m3g1vncn 

http://data.library.sh.cn/authority/f
amilyname/68n959cf8zdfkz3v 

夏翠娟 

数据实例 
Data Instance 

数据编码 
序列化格式 
Serialization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 
<http://data.library.sh.cn/jp/entity/person/etrd44w3m3g1vncn> a shl:Person; 
         foaf:familyName  <http://data.library.sh.cn/authority/familyname/68n959cf8zdfkz3v>; 
         foaf:name  “夏翠娟”@zh_cn. 

foaf:familyName 

foaf:name 

当我们在谈论RDF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http://www.w3.org/TR/2014/REC-rdf11-concepts-20140225/ 

RDF  

序列化格式 



RDF  

序列化格式— 

RDF/XML 



RDF  

序列化格

式—Turtle 



本网页资源是一个由
schema.org定义的博客 
[ ] rdfs:type schema:Blog 

RDF  

序列化格

式—RDFa 



RDF 序列化格式—JSON-LD 



04  开放模式 
关联开放数据（LOD） 



开放数据的五星标准 



主要目的和用途 模型与技术 典型应用领域 

语义网络 
Semantic 
Network 

表达概念间的关系 
用于知识表示 

节点——关系——节点 
 

语词学 
知识工程 

早期人工智能（剽窃
检测） 

语义万维
网 
Semantic 
Web 

知识表示、知识链
接、数据开放、逻
辑推理 

• RDF 
• RDFs 、OWL  
• Unifying Logic、Rule、Proof、

Trust 

语义代理 
语义搜索\推理 
E-learning 

关联数据 
Linked 
Data 

知识链接 
数据开放 

• 元数据、本体、RDF、RDFa、
Micro Format（Raw Data） 

• Web 技术（Http , URI，Rest… …） 
• RDF Store 、SPARQL 

政府、出版界、图情
档博等文化继承机构 

知识图谱 
Knowledge 
Graph 

知识组织 
推理 
知识创新 

• 本体、RDF、各种图数据模型 

•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规则系统、
机器学习 

• Graph DB、NoSQL,专用查询语言 

搜索引擎 
金融 
医疗、生命科学 



什么是关联数据 

原则一、二：用HTTP URI作为一切事物的名称 

原则三：当访问HTTP URI时提供RDF数据 

原则四：尽可能多地描述事物间的关系并使机器可理解 



用HTTP URI作为一切事物的名称 

原则一、二 

电影：http://data.library.sh.cn/dy/resource/movie/hsv55c4crl1xij66 

音乐：http://data.library.sh.cn/dy/resource/music/z6wg0lrvdgfmi2ho 

期刊：http://data.library.sh.cn/dy/resource/magazine/0ejd3ejunivipqya 

期刊篇章：http://data.library.sh.cn/dy/resource/article/dgczsmek78tme8oq 

影戏院：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theater/qx1jqmome3n3jmx4 

人：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person/ezpburgzs3jcaszi 

地：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place/tk5s4pej6linq9tr 

时：ttp://data.library.sh.cn/authority/temporal/4alljneqiivh5691 



原则三—— 
 

当访问HTTP URI时提供RDF数据 
 

http://data.library.sh.cn/entity/person/emfzhg6fzke4tzs9.ntriples 



原则四 
尽可能地描述事物间关系并使机器可理解 





上图数字人文项目建设流程与技术框架 

流程 

技术框架 



数据采集、加工、清洗、转换工具 



开放数据接口调用流程 
3.1. SPARQL Endpoint 

特点： 
Web 调用，跨网域搜索，要求精通
SPARQL语言。 
网址： 
http://data1.library.sh.cn:8890/sparql 
http://data1.library.sh.cn:8891/sparql 
 

3.2. Restful API 
特点：Web调用，跨语言，

门槛低。 
方法： 

http://data.library.sh.cn/sg/p
erson/data?[参数1]&[参数

2]&[参数3]?key=YourAPIKey 
 

3.3.HTTP URI内容协商 
特点：Web调用，跨语言，访问实体
的HTTP URI即可获得其结构化数据。 

方法：需先通过调用前两种接口获得
实体的HTTP URI 

返回数据格式： 
JSON-LD 

W3C的推荐标准

用于关联数据消
费的JSON格式 

1.申请API Key 
data.library.sh.cn 

2.阅读接口说明文档 
data.library.sh.cn 

 

接口
调用 



上海图书馆人文开放数据平台 
http://data.library.sh.cn 
 
 



一起来，更精彩！ 
Be together, Be better! 

祝各位取得好成绩！ 
cjxia@libnet.sh.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