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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稿件数量的不断增长，审阅人指派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各会议期刊编委和基金委员会的一项费时
费力的工作，计算机辅助审阅人指派研究应运而生。而稿件-审阅人相关度度量则是其中的一个重点研究
问题。本文在关键词相似度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基于本体的稿件-审阅人相关度度量方法。该方法涵盖
了关键词提取、关键词分布相似度计算、本体自动构建和基于网络流的稿件-审阅人相关度计算等部分。
每一部分均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减轻了人工指派的压力。初步实验表明，本文方法优于基于关键词字串的
相关度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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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amount of manuscripts, reviewer assignment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laborious
task for conference organizers, journal editors and foundation committees, which stimulates the growth of
automatic reviewer assignment researches. Similarity measurement between manuscripts and reviewers is a key
research issue in reviewer assignment problem. Based on keyword similarity, this paper designed an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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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cript-reviewer correlation measurement. Each part does not need manual interventions, which saves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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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学术界，将候选稿件准确高效地投递到合适的审阅人手中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它
关系到论文评审、基金申请等工作的公正性、合理性。近年来，稿件规模数量呈现大量增
长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
截止到 2012 年 3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申请截稿时，共收到各类项目申请 170792 项，比 2011 年同期
增加 23089 项 1。每份申请书会被指派给 4-5 名同行审阅专家，如此大量的申请书指派任务
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
审阅人自动指派需要考虑一系列问题：1. 稿件与审阅人的专业领域、研究兴趣点要相
合，尽可能提高稿件与审阅人之间的匹配程度；2. 每份稿件要有一定数量一定资历的审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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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审阅来保证公平公正；3. 每位审阅人审阅的稿件数量不能太多，需要均衡审阅人的工作
负载；4. 稿件作者与审阅人之间的回避关系，比如曾经是共同作者，或者在同一个研究工
作机构工作。本文主要关注第一点，即稿件与审阅人之间的匹配程度度量的优化。
审阅人自动指派问题已经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稿件-审阅人相关度的计
算问题，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进行过大量的研究。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是 Dumais
和 Nielsen，他们提出了一种基于潜在语义索引（Latent Semantic Indexing， LSI）的稿件审阅人相关度计算方法，即将稿件和审阅人投射到 k 维潜在语义空间中，使用向量夹角余
弦值计算稿件-审阅人相关度[1]。
Biswas 和 Hasan 等人采用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el,
VSM）来计算稿件-审阅人的匹配程度[2]。为了改进算法效率，他们还尝试用自动提取关键
词 来 替 代 用 所 有 词 语 表 示 文 本 向 量 ， 以 及 基 于 ACM 计 算 机 分 类 系 统 （ Computing
Classification System，CCS）构建的领域本体来计算稿件与审阅人的相关度。马建等利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项目建立了一个研究本体，并基于该本体进行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
的指派[3]。Yarowsky 和 Florian 等人综合了审阅人的论文发表信息，采用朴素贝叶斯方法计
算稿件与领域委员会的相关度，他们还尝试对审阅人所发表论文进行层次化聚类，自动构
建领域委员会的层次结构[4]。Watanabe 等人引入关键词协作网络来计算稿件-审阅人相关度，
并提出了话题新奇程度度量来优化指派效果[5]。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的稿件-审阅人相关度计算方法，该方法先通过关键词在本体
树上的距离来度量关键词之间的语义相似度，再构建网络流模型计算稿件-审阅人相关度，
以此来优化审阅人指派的准确率。该方法一个有所改进的地方是不仅仅使用了稿件的文本
内容，还通过引入本体作为外部知识，补充了小文本语料信息不足的缺陷。另一个改进的
地方是通过计算机从文本语料中自动学习本体，用于优化关键词匹配程度的计算，而不是
通过人工建立小规模本体用于辅助稿件指派。该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不仅仅基于关键词字
串相似度进行稿件-审阅人匹配，
，来发现关键词之间的近义关系。本文后续各节组织如下，
第二节简述本体及本文所采用的面向文本的本体学习技术，第三节详述我们提出的稿件审阅人相关度度量方法，第四节通过实验比较本文方法和基于关键词字串的相关度计算方
法，第五节总结全文并提出展望。

2 本体与本体学习
在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科学领域，本体是指一种“形式化的，对于共享概念体系的明确而
又详细的说明”[6]。本体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术语集，有明显的结构化特点，它表达了特定
领域中对象类型或概念及其属性和相互关系[7]。作为现实世界中的概念知识相关关系形式
化表达，本体目前的应用领域包括信息架构、信息学、软件工程、人工智能、语义网等。
本体大多描述的都是个体、类、属性以及关系。领域本体是针对某个特定领域，或者现实
世界的一部分建模，表达概念在适用于该领域中的特殊含义。Erol[8]给出了本体的形式化定
义：
一个本体结构是一个五元组，可表示为𝑂: = (𝐶, 𝑅, ≤𝐶 , 𝜎, ≤𝑅 )。其中，𝐶表示概念集，其
元素称为概念标识符 （
c concept identifiers）
；𝑅表示关系集，其元素称为关系标识符 （
r relation
identifiers）
，例如𝑐1 × 𝑐2 … × 𝑐𝑛 ，表示𝑐1 , 𝑐2 , …, 𝑐𝑛 之间存在 n 元关系；≤𝐶 表示概念集𝐶的
某个偏序，称为概念层次（concept hierarchy）
；𝜎表示特殊关系𝑅 → 𝐶 + ；≤𝑅 表示关系集𝑅的
某个偏序，称为关系层次（relation hierarchy）。当𝑟1 ≤𝑅 𝑟2，意味着|𝜎(𝑟1 )| = |𝜎(𝑟2 )|。
目前很多的本体都是手工构建的，这个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仅开发
周期长，而且极易出错。例如 Cyc[9]和 WordNet[10]等系统需要大量的专家人工为本体输入知识，
然后其它系统和应用才能运用这些知识进行推理或者获取新的知识。鉴于手工方式费时费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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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本体的自动或者半自动构建的技术—本体学习（ontology learning）[11]技术应运而生。何劭达
等[12]在分布相似度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基于 HITS[13]的面向中文文本的本体学习框架。该框架
可以根据文本语料自动学习得到该语料范围内的本体层次结构，其中第底层为术语，以上各层均
为概念，概念用一个同义词的集合来表示。实验表明[12]该算法在概念发现和概念层次聚类上均
优于 Google 基于 RNN 和 k-means 的算法。由于学习得到的本体包含的是该语料范围内的领域
知识，因而它能够辅助我们衡量该领域下关键词之间的语义距离，而不仅仅是关键词之间的字串
距离，并且我们可以随时增加或改变用于本体学习的语料，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因此本文借助
该本体学习框架生成领域本体并借以改进稿件-审阅人相关度度量。

3 稿件-审阅人相关度度量
3．1 稿件及审阅人建模
我们采用周志等提出的基于带权复杂网络的关键词提取算法[14]，对每一份稿件自动提
取关键词列表。这种算法提取出来的关键词是按重要程度排序的，排列越靠前，表示该关
键词在列表中越重要。实验表明[14]，该算法优于经典的 TF-IDF[15]关键词提取算法，因此本
文选用该算法提取的关键词列表来表征稿件的内容信息。同时我们也综合了作者在稿件中
自己给定的关键词，直接插入到自动提取的关键词列表的前面并对列表中的关键词去重。
表 1 给出了我们对一篇稿件进行关键词提取的结果，关键词前面的序号表示它在列表中的
排名。
表 1 对一篇稿件进行关键词提取的结果
序号
1
2
3
4
5
6
7

关键词
图像压缩算法
全色调 BTC
图像重构
空间信息
图像质量
半色调
二值信息

8
9
10
11
12
13
14

低复杂度
计算复杂度
编码效率
BTC 算法
远程监控
信号处理
脉冲噪声

15
16
17
18
19
20
21

JPEG 算法
量化
隐含
视觉
图像处理
信息系统
视频压缩算法

22
23
24
25

像素
立足点
去除
三维虚拟现实

在审阅人建模上，我们采用前述方法对审阅人过去发表过的论文摘要也自动提取了关
键词列表，同时还考虑了审阅人在已发表论文中自己给定的关键词，综合起来作为论文摘
要的关键词列表。我们统计每一篇摘要中得到的关键词列表中各词的出现频率，按频率降
序排列起来作为该审阅人的关键词列表，用来表征该审阅人。
3．2 词语分布相似度计算与领域本体构建
我们采用了何邵达等提出的计算词语分布相似度的方法[12]，并应用于专业文本语料的
领域本体学习中。该方法在词汇上下文相似度的基础上，通过词性模板引入了词性上下文
相似度，二者结合起来表示词语分布相似度。该方法支持在较小的专业文本语料库中学习
领域本体。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1) 通过上下文共现计算词语两两间的点互信息（PMI）
（本文以窗长为 5 计算上下文
共现）
，把 PMI 向量作为词汇上下文特征向量，采用其夹角余弦值作为词语间的词
汇上下文相似度。
2) 对文本做词性标注，对每个词语统计词性模板频率（本文以窗长为 3 划定词性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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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作为词性模板向量，采用其夹角余弦值作为词语间的词性上下文相似度。最
终计算词汇上下文相似度与词性上下文相似度的乘积作为词语间的分布相似度。
词语分布相似度定义如下：
𝑆𝑖𝑚𝑤𝑖𝑤𝑗 = 𝑆𝑖𝑚𝑤𝑖 𝑤𝑗 𝑙𝑒𝑥 ∙ 𝑆𝑖𝑚𝑤𝑖 𝑤𝑗 𝑝𝑜𝑠
𝑆𝑖𝑚𝑤𝑖𝑤𝑗 𝑙𝑒𝑥 =
𝑆𝑖𝑚𝑤𝑖𝑤𝑗 𝑝𝑜𝑠 =
𝑃𝑀𝐼𝑤𝑖𝑤𝑗 = log

𝑃𝑀𝐼𝑤𝑖 ∙𝑃𝑀𝐼𝑤𝑗
|𝑃𝑀𝐼𝑤𝑖 |∙|𝑃𝑀𝐼𝑤𝑗 |
𝑃𝐴𝑇𝑤𝑖 ∙𝑃𝐴𝑇𝑤𝑗
|𝑃𝐴𝑇𝑤𝑖 |∙|𝑃𝐴𝑇𝑤𝑗 |

𝐹𝑟𝑒𝑞𝑤𝑖 𝑤𝑗 ∙∑𝑤 𝐹𝑟𝑒𝑞𝑤
𝐹𝑟𝑒𝑞𝑤𝑖 ∙𝐹𝑟𝑒𝑞𝑤𝑗

(1)

(2)

(3)

(4)

其中，𝑆𝑖𝑚𝑤𝑖𝑤𝑗 表示词语𝑤𝑖 和𝑤𝑗 的分布相似度，𝑆𝑖𝑚𝑤𝑖𝑤𝑗 𝑙𝑒𝑥 表示词汇上下文相似度，
𝑆𝑖𝑚𝑤𝑖 𝑤𝑗 𝑝𝑜𝑠 表示词性上下文相似度，𝑃𝑀𝐼𝑤𝑖 表示词汇上下文特征向量，𝑃𝐴𝑇𝑤𝑖 表示词性模板
向量，𝐹𝑟𝑒𝑞𝑤𝑖 表示𝑤𝑖 的词频，𝑃𝑀𝐼𝑤𝑖𝑤𝑗 表示𝑤𝑖 和𝑤𝑗 的共现频率。
本文中我们均采用了中科院分词软件 ICTCLAS[16]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我们在收集的
相关专业领域的文档集中用该方法计算得到该领域下的词语分布相似度矩阵。基于该矩阵，
我们采用何邵达等提出的基于 HITS 的本体学习方法自动生成专业领域本体，实验表明[12]
该算法在概念发现和概念层次聚类上均优于 Google 基于 RNN 和 k-means 的算法。领域本体使
用树状的 XML 格式存储，通过树形结构描述了概念及概念间的从属关系。我们采用网上
收集的信息科学领域科技文献摘要，来生成该领域的本体2。在本文中，我们还增加了 NSFC
提供的部分数据资源作为语料生成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领域本体3。
3．3 稿件-审阅人相关度计算
对于稿件的关键词𝑤和审阅人的关键词𝑤 ′，我们通过关键词的字串相似度（本文采用
两个字符串的最长公共子序列长度来计算）以及关键词的语义相似度（本文采用关键词在
本体树上的距离来计算）综合计算两个关键词之间的匹配程度：
𝑀𝑎𝑡𝑐ℎ𝑤𝑤 ′ = 𝛾 ∙ 𝑀𝑎𝑡𝑐ℎ𝑤𝑤 ′ 𝑠𝑒𝑚 + (1 − 𝛾) ∙ 𝑀𝑎𝑡𝑐ℎ𝑤𝑤 ′ 𝑠𝑡𝑟
𝑀𝑎𝑡𝑐ℎ𝑤𝑤 ′ 𝑠𝑒𝑚 =

1
𝐷𝑖𝑠

(

𝑤𝑤′
2

𝑡𝑟𝑒𝑒 2

(6)

) +1

𝐿𝐶𝑆𝑤𝑤′ 2

𝑀𝑎𝑡𝑐ℎ𝑤𝑤 ′ 𝑠𝑡𝑟 = 𝐿𝑒𝑛

(5)

𝑤 ∙𝐿𝑒𝑛𝑤′

(7)

其中，𝑀𝑎𝑡𝑐ℎ𝑤𝑤′ 表示稿件的关键词𝑤和审阅人的关键词𝑤 ′的匹配程度，𝑀𝑎𝑡𝑐ℎ𝑤𝑤′ 𝑠𝑒𝑚 表
2
3

数据链接：http://www.klcl.pku.edu.cn/clr/ontology/ontology_InformationScience.rar
由于使用授权限制无法提供公开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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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𝑤和𝑤 ′的语义相似度，𝑀𝑎𝑡𝑐ℎ𝑤𝑤 ′ 𝑠𝑡𝑟 表示𝑤和𝑤 ′ 的字串相似度，𝐿𝐶𝑆𝑤𝑤′ 表示 𝑤和𝑤 ′的最长
公共子序列长度，𝐿𝑒𝑛𝑤 和𝐿𝑒𝑛𝑤′ 分别表示𝑤和𝑤 ′的字符串长度，𝐷𝑖𝑠𝑤𝑤 ′ 𝑡𝑟𝑒𝑒 表示𝑤和𝑤 ′在本
体树上的距离，𝛾为调节字串相似度和语义相似度比重的参数。
我们引入网络流算法[17]来计算稿件与审阅人之间的相关度。我们构建如图 1 所示的网
络 G=(V, E)，其中 V=M∪R∪{s,t}为顶点集,M 表示稿件的关键词集合，R 表示审阅人的关
键词集合，s 和 t 分别表示网络的源点和汇点， E 为边集。E 中每条边(u,v)均有容量属性
Capu,v。边集 E 由以下规则确定：
1) 对 M 中的每个关键词 m，令源点 s 到 m 的边容量 Caps,m=1；
2) 对 R 中的每个关键词 r，令 r 到汇点 t 的边容量 Capr,t=1；
3) 对 M 中的每个关键词 m，R 中的每个关键词 r，令 Capm,r=Matchm,r（若 Capm,r=0，
则(m,r)不属于边集 E）
。
对上述网络从源点 s 向汇点 t 求解最大流。M∪R 中每个顶点满足入流流量等于出流流
量，E 中每条边满足流量不超过容量的限制。我们将整个网络的最大流的流量作为稿件与
审阅人的相关度。最大流流量越大，表明稿件与审阅人的匹配程度越高。采用网络流模型
的优势在于，既通过关键词之间的匹配程度作为边容量来增加流量，又通过关键词与源点
或汇点间的边容量限制来防止单个关键词过度增大整个网络的流量。

图 1 稿件-审阅人相关度计算的网络流模型

4 实验
我们收集了 NSFC 已经结题的一些项目申请书作为评测数据。NSFC 设立了八个主要
的学部，分别用 A 到 H 表示，每个学部自顶向下建立了共三级学科分类体系，每一级学科
由一个唯一的学科分类代码来表示。表 2 给出了信息科学学部的学科分类体系的部分结构，
其中“F01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是信息科学学部的一个一级学科代码，其下包括“F0101
信息理论与信息系统”
、“F0102 通信理论与系统”等二级学科代码，再往下一层均为三级
学科代码。
申请人在提交基金申请书时，被要求填写两个最合适的学科分类代码。而在实际的申
请书指派工作中，所有评审专家也会被要求填写五个以内的最熟悉的学科分类代码。学科
代码在申请书-审阅人指派工作中扮演了很关键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申请书和审阅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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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科分类代码直接分成组，然后由专业人员直接进行指派。因此，如果我们能把申请书
正确的投送到合理的学科分类代码下，就意味着初步实现了对审阅人的智能指派。

表 2 信息科学学部学科分类体系的部分结构

F0101
F010101
F010102
F010103
F010104
F010105
F010106

F01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
信息理论与信息系统
F0102
信息论
F010201
信源编码与信道编码
F010202
通信网络与通信系统安全
F010203
网络管理与服务
F010204
信息系统建模与仿真
F010205
认知无线电
F010206

通信理论与系统
网络通信理论与技术
无线通信理论与技术
空天与水下通信
多媒体通信理论与技术
光、量子通信理论与系统
计算机通信理论与系统

考虑到实际的申请书指派结果具有保密要求，不适宜用作评测数据，本文的研究就把
申请书对学科分类代码的指派模拟为对审阅人的指派来完成对本文算法的有效性测试。学
科分类代码采用类似前述审阅人建模的方式，从填报该学科分类代码的申请书的摘要文本
集合中产生关键词列表。首先默认两个用户自填学科分类代码作为申请书-审阅人指派的标
准答案。用本文中基于本体的稿件-审阅人相关度度量方法为申请书指派相关度最高的两个
学科分类代码，并与用户自填代码进行比较。如果本文方法在指派学科分类代码上的准确
率有所提升，那么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方法在审阅人指派问题上相比基线方法指派的效果也
会更佳。
为了验证本方法的有效性，我们设计了如下实验。我们选用三种不同的稿件-审阅人相
关度计算方法来比较指派的准确率。方法一是只考虑关键词的字串相似度，即令公式(5)中
的𝛾等于零，并且仅采用作者在稿件中自己给定的关键词作为关键词列表。方法二相对于方
法一引入了 3.1 节中的方法来对稿件进行建模，即综合了作者自己给定的关键词和关键词
提取算法自动提取出来的关键词列表。方法三是采用本文提出的基于本体的稿件-审阅人相
关度计算方法。实验中选取的参数为𝛾=0.6，每篇稿件选取前 10 个关键词，每个学科分类
代码选取前 30 个关键词。
我们采用 NSFC“F01 电子学与信息系统”领域已结题的项目申请书作为评测的数据集，
实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指派一个代码的实验是指派相关度最高的一个学科分类代码，
只要自动指派的代码包含在用户自填的两个代码中，就算作正确指派。指派两个代码的实
验是指派相关度最高的两个学科分类代码，如果自动指派的两个代码与用户自填代码完全
相同，才算作正确指派，如果只有一个代码包含在用户自填代码中，则只算作 50%的正确
率。实验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基于本文方法的学科分类代码指派在准确率上相对
于其他两种方法有所提升。在指派一个代码的实验中，本文方法比方法一和方法二的准确
率分别提高了 14.80%和 2.00%，在指派两个代码的实验中，本文方法比方法一和方法二的
准确率分别提高了 15.79%和 3.16%。方法二之所以优于方法一，主要是因为方法二在稿件
建模上引入了自动提取的关键词，表征稿件内容信息更为准确丰富；本文方法通过领域本
体挖掘了关键词间的近义关系，因此相比于方法一和方法二中基于字串相似度的指派更为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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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种方法进行学科分类代码指派的比较
所用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本文方法

总数
1000
1000
1000

指派一个代码
正确数 准确率(%)
633
63.30
761
76.10
781
78.10

总数
1679
1679
1679

指派两个代码
正确数 准确率(%)
924
55.03
1136
67.66
1189
70.82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本体的稿件-审阅人相关度度量方法，该方法结合了关键词字串相
似度与基于领域本体计算的语义相似度，并通过构建网络流模型计算稿件-审阅人的相关度。
初步实验表明，我们的方法在指派准确率上要优于基于关键词字串相似度的方法。
下一步工作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优化网络边容量的设计，本文目前的设
计存在较多经验的因素，例如参数和函数选取等。今后可以考虑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来优
化参数的设定。二是考虑引入话题模型，综合语义相似度和文本话题相似度来优化稿件审阅人相关度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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