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lsevier Research Intelligence

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The 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是一個後端軟體系統，以

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可以藉由找到並取出新概念，
來擴充每個索引典並產生新的詞典。  

另類的文字分析功能
Fingerprint Engine 會蒐集科學文獻中凌亂的文字－從刊物
摘要、資助公告和獎金、專案總結、專利、提案、申請書
及其他來源－分級為一套統一、特定領域的概念來定義
文字，稱為指紋。Fingerprint Engine 藉由聚集並比較指紋
讓各機構可以迅速從元資料中找到所尋。使用者可以利用
從文獻取出的想法，找到趨勢並且發表及分析如人群 
( 研究員、資助者、檢閱者等 )、組織 ( 機構、協會 ) 或
地理區域等團體間珍貴的關聯。

 

 

諸如 SciVal®、Pure 及 SciVal Analytics 等 Elsevier 產品
上，Fingerprint Engine 是重要的零件，用於計算刊物及
其他數據資料的語義表述，以便介紹、尋找及報告科學
作品。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同時可以當作客製化模組
的架構，讓資助機構可以找到檢閱者、分析捐款資訊及有
策略地計畫下次要資助哪個科學領域的研究案。
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是個多功能的平台，有多種方式
可以幫助機構解決最要緊的問題。

 

 

涵蓋廣泛的主題領域及收集索引典

 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整合一系列索引典來支持不同
主題領域的相關文獻及應用，像是醫學主題詞 ( MeSH )、
國家農業圖書館 ( NAL ) 索引典及愛思唯爾工程索引典 
( Elsevier’s Compendex thesaurus )。我們使用
Fingerprint Engine 豐富現有索引典 ( 劍橋數學 ( Cambridge 
Math ) 索引典、用於社會科學的 Gesis 索引典 )，並發展
獨立的詞典 ( 例如：用於人文學 )。

可利用索引典/詞典的子集並使用機構提供的術語來源。
索引典及詞典內容會持續補充更新。

自然語言處理 ( NLP ) 模組
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架構促成加工工作流程的編排。
多個 NLP 模組使用上一個模組產出的處理結果相繼執行。

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的標準 NLP 工具可由第三方文字
分析模組補充，類型及數量均無限制。基礎架構是由 .Net 
平台、一組文字分析模組及主機處理程序所組成。

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會利用一套工具做前處理 ( 例如：
發現語句、拆解連字 ( dehyphenization ) )、標記化及正規
化、擴展 ( 例如：縮寫及對等連接 )、類詞 ( part-of-speech )
標示、格式辨識 ( 例如：化合物、網址、慣用語 )、術語消歧，
以及最終的註解，再根據索引典或詞典，辨識文字中的領域
相關概念。

 
 

領域 索引典/詞典

Life Sciences MeSH thesaurus

Physics NASA thesaurus

Agriculture NAL thesaurus

Economics Eco Humanities vocabulary

Social Sciences Gesis thesaurus

Mathematics Cambridge Math thesaurus, Math vocabulary

Geosciences Geobase thesaurus

Engineering Compendex thesaurus

Humanities Humanities vocabulary

Compounds 
(Chemistry) Compendex thesaurus, MeSH thesaurus

目前的標準編排中，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涵蓋
以下領域：

最先進自然語言處理 ( NLP ) 技術從凌亂的文字中取出
資訊。指紋引擎將領域相關索引典 ( thesaurus ) 應用於
各個科學刊物，將文字繪製為語義的「指紋」，並收集
加權後的主要概念。

Elsevier Fingerprint Engine 可用作後勤處理應用元件或作為
獨立的服務。 

工作流程：指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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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些工具，查詢概念的演算法可以很快找出詞彙及文法
的特點－大小寫、語序、類詞及其他必要項目－例如：分辨
是商標 Windows® 還是視窗、「lead」一詞是動詞還是名詞
等。同時也會忽略無意義的差別－例如：「tumour」與
「tumor」的差別、「kidney failure」與「failure of the kidney」
的差別等。

此外，查詢概念要將術語的上下文一併列入考慮。舉例說
明：它會查看術語前後的詞語，不會將「非霍奇金氏淋巴瘤
( non-Hodgkin Lymphoma )」辨識為霍奇金氏淋巴瘤 
( Hodgkin Lymphoma )，或將「人類族譜 ( tree of human 
ancestry )」辨識為一種植物，同時範圍更擴及到詞彙的周遭
，不會將一篇關於疾病治療藥物文章中的「藥物服用法
( administration」解讀為管理 ( management )。

文獻中找到的概念會依使用頻率、出現在標題或內文的次數
進行加權，以及近期開發的資助公告 ( FOA ) 中，依照在
內文段落自動檢測到的出現次數進行加權。

排名最高或所有排名的文獻指紋概念會匯集到各個研究人員、
機構、地區等的簡介中 ( 如上 )。

所謂的命名實體 ( Named Entities )，像是人名 ( 約翰·奧基夫 )
及地點 ( 賓州費城 ) 都是從各索引典及詞典中辨識出來並消歧，
且可以與指紋分開呈現。

以技術上來說，Fingerprint Engine 是一項可以處理所有語言
的科技，但目前的運用著重在協助英語成為科學通用語。

 
工作流程：控制詞彙的產生與索引典擴充

除了辨識現有索引典或詞典的概念外，Fingerprint Engine 
還可以幫助擴充現有術語資源，或是從零開始建立新的術語
資源。名詞片語檢測器 ( Noun Phrase Detector ) 使用引擎
NLP 零件的子集，從特定領域的文獻集中取出推定的技術
術語。

Fingerprint Engine 的運用
所有的 Elsevier 研究管理產品均包含語義擴充及表述的指紋
功能：Pure and Profile Refinement Services 用於呈現作者檔案
並與資助機會比對；Expert Lookup 幫助審閱者用於分析並

比對資金補助機會；SciVal 用於展現研究領域表現及發現趨勢；
SciVal Analytics 呈現趨勢、介紹作者、機構及部門、跨多層面
分類研究。Fingerprint Engine 的使用者包含若干資助團體，
使用本工具來分類研究－匯報並深入了解他們的資金投入。

輸入： 自然語言

工作流程 指紋製作 詞典產生

 語言探測

 對等連接擴展

 縮寫擴展

 命名實體識別

 類詞標示 名詞片語檢測器

 術語查詢

 術語註記

 慣用語去除

 指紋建立

 註記保存

輸出： 序列化 技術術語

標記化

拆解連字

正規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