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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TIB）正在开发视听媒介的网络平台，即将投入使用的视听门户优化了
科技视频的检索，如计算机动画、讲座和会议录像。通过情景、语音、文本和图像识别的自动
视频分析，TIB 视听门户提供了视频内容检索的新方法。检索结果通过数据的语义关联与新知
识相联。本文旨在介绍 TIB 的视听媒介门户、多媒体检索技术以及对图书馆和图书馆用户的附
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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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德国国家科技图书馆（TIB） 1 位列全球最大的专业图书馆之一，由联邦政府和联邦州共同资
助。TIB 是莱布尼茨学会的成员（Leibniz-Association），该协会会员共有 86 家机构，从事研
究和提供科学基础设施。TIB 的任务是全面收录和保存世界各地与工程学、建筑学、化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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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数学和物理学相关的文献。TIB 的门户 GetInfo 提供 150,000,000 多个数据集的检索，
这些数据集来自专业数据库、出版商和图书馆目录。此外，TIB 还积极参与了许多以可视化分
析为中心的项目。
TIB 非文本文献能力中心（Competence Centre for non-textual Materials）致力于改善视听媒介、
3D 实物和研究数据等非文本文献的检索和使用。文献在能力中心进行系统采集，并保存为文
化遗产。在此基础上，TIB 与哈索·普拉特纳软件研究所（HPI，Hasso-Plattner Institut for
software system technology GmbH） 2 正在共同开发视听媒介的网络平台。未来的视听媒介
（AV）门户将优化工程学和科学领域的科技视频的检索和使用。TIB 正在将已知的多媒体分
析方法如情景、语音、文本和图像识别用于加强书目元数据，并通过数据的语义关联将结果与
新知识相连。目的是使用户可以像现在获取文本文献一样方便查找和使用数量日益增多的非文
本文献。2011 年研发出了可以实现部分功能的 AV 门户原型；2012-2013 年进一步开发，对系
统进行测试运行；计划 2014 年实现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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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

面对非文本实物数量的急骤增多和影片目次标引的必要性的增强，人工手动标引是无法想像
的。这就推动了对于有效的自动元数据提取的需求。此外也需要新的工具和技术以提高对非文
本实物的检索。过去的几年中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2007-2012 年进行的“Mediaglobe”项目3是由德国联邦经济部资助的，作为 THESEUS 研究项目4
的一部分。这一项目的目标是开发解决方案，使媒介档案馆不但实现最优化地数字化、全面地
标引以及有效地管理日益增长的德国历史方面的视听文件库，而且可以支持在线获取。项目合
作者 HPI 加入了自动化语义媒体分析、元数据生成及语义搜索技术的开发。
Yovisto5是讲座录像的视频门户。主要研究和开发自动视频分析和用户生成的 Web 2.0 服务的
整合，如标签、评价和注释。目前这一项目由 HPI 的语义网研究小组继续开展。
ScienceCinema6 视频门户是由科技信息办公室（OSTI7 ，美国能源部8 业务处之一）和欧洲核子
研究组织（CERN） 9 共同创建的。应用了微软研究院的创新性的音频标引和语音识别技术，
ScienceCinema 允许用户检索视频文件中口述的特定单词和短语，检索词在检索出的视频片段
中突出显示。
Voxalead News10应用了来自 Exalead S.A. 11 的多媒体检索技术。支持对广播电视节目的语音内
容的检索，实现了视频内的创新性导航。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通过自动视频分析加强型元数据的生成，以及通过命名实体识别与其在网络
门户中的体现用户在检索过程中的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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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分析方法

AV 门户使用实例
研究者制作视频后，通过 TIB 的网络上传到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对视频进行代码
转换。作者、题名、描述等书目元数据需要作者提供。之后视频经过处理得到相对详尽的加强
型元数据，与书目元数据一同编入索引。扩展后的索引可以改善搜索结果。自动视频分析包含
以下过程：
情景识别过程为视频生成可视化目次。在这一过程中，视频经过扫描，分解为基于时间的片
段。剪切处自动设置为情景分界处。情景又再细分为镜头和分镜头。每一段基于时间的情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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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可视化目次中的一个关键影格。在自动情景识别中使用的算法需要经由大量的各种类型的
视频文献的测试，以获得准确的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上文 提到的 Yovisto 和 Mediaglobe 门户
中，情景实现了可视化，形式为可视化目次。点击关键影格，用户便可直接跳到选定的情景。
网络门户中的可视化使得用户可以轻松浏览视频。
自动图像识别过程可以对类型进行检测，类型被归纳为六大学科范围的视觉概念。六大学科为
建筑学、化学、信息技术、数学、物理学和工程学，是 TIB 关注的主要领域。每个学科范围均
定义了一些特定概念。跨学科概念在各学科范围内进行了整合，如讲座、会议、采访和截屏视
频。概念的测试是通过手动标注的视频文献实现的。为了进行标注，TIB 的专家们必须要为每
个概念找到足够多的图像。例如在工程学学科范围中定义了“shipping”（航运）这一特定概
念。标注的关键影格中包含不同航运的图像作为情景内容的主要部分，通过对象检测可以很容
易加以分析。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特定学科概念的定义。应用科学的概念定义
（如工程学和建筑学）要比其他科学的定义（如化学和物理学）更为容易。最困难的是数学领
域概念的定义，因为都是非常抽象的视频情景，无法定义为一个概念。因此这种情况下主要使
用的是跨学科概念。视频通过自动图像识别分析，检测到的概念被编入索引，成为加强型元数
据。在门户的分面搜索中，用户通过给出的分面可以很容易缩小检索范围，并通过概念找到相
关视频。
在语音识别过程中自动提取视频中的语音文本。音频分析分为两个过程。一是结构分析，将口
头语言和其他声音（如音乐）相区分12 。二是自动语音识别（ASR），是一种从语音到文本的
分析 13 ，将听觉内容匹配为（口述的）文字。识别结果的质量取决于说话人的说话质量，方
言、背景噪音和声音重叠都会产生问题。这一过程的挑战在于实现优质的匹配，这就需要进行
语音文本的先期测试。测试文献是由 TIB 专家挑选和提供的，这样可以将学科特定词汇添加到
各学科领域中。因此需要 170 多部视频及其对应的德文和英文文本。成功的音频分析可以实现
用户在视频的语音文本中进行导航。
文 本 识 别 过 程 是 提 取 视 频 图 像 中的 文 本 信 息 。 智 能 字 符 识 别 （ ICR ， intelligent character
recognition ） 包 含 文 本 预 处 理 、后 处 理 和 标 准 的 光 学 字 符 识 别 （ OCR ，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14。文本预处理分析是识别和提取书面文本。标准的 OCR 将提取的文本块转换为
文本信息。后处理分析利用词法分析修正文本信息。提取的文本信息如幻灯片中的信息也在分
面搜索中列为加强型元数据。
自动视频分析完成后，提取的文本信息通过命名实体识别（NER，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关联到 AV 门户的基础知识库。命名实体识别是指“将基本元素定位和归纳为[……]预先定义
的类别，如名称、个人、机构、地点以及时间、数量和货币值的表达等”15 。可以实现内容的
更深入查找。这一过程需要开发德文和英文的知识库。提取的德文文本将关联到门户的德文知
识库，即德国规范文档（GND，Gemeinsame Normdatei）。GND 是规范词表，用于德国图书
馆的编目中，可以分别关联到同义术语和上一级/下一级术语。AV 门户的英文知识库还没有选
定。已经排除了美国国会主题标引（LCSH） 16 等可选项，因为它们无法与德国知识库进行关
联。然而为了增强检索性能这一关联是不可或缺的。
在视频分析技术和与知识库进行关联的基础上，TIB 与 HPI 合作开发，建立了视听媒介门户，
为用户提供检索和浏览科技领域的影片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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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门户

为了保障 AV 门户知识的未来可获取性和可使用性，门户的开发采用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
作为过程模型，提供了几种信息系统开发的方法，可以用于图书馆中开发用户友好的方式。
DIN EN ISO 9241-210（DIN 2010）17是这一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的基础。基于对使用环境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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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析，对要求、概念和设计/原型设计的定义及评估，描述了可利用系统的设计过程。以下
为采取的方法：









专家与来自科学研究院、电影协会、图书馆和大学的代表进行会谈
环境分析：研究已面向公众开放的 AV 门户、自动元数据提取、基于内容的检索方法和
可视化
在研究结果基础上开发 AV 门户的低保真原型
与来自对象群体（工程学和科学）的用户进行焦点小组讨论
在研究结果基础上开发 AV 门户的高保真原型
面向 12 位用户进行可用性测试
最优化
面向 30 位用户进行可用性测试/视线追踪

图1

起始页

起始页面的左侧（见图 1）有一段简短的描述，解释了门户使用的视频检索技术。首先支持用
户使用布尔“AND”连接多个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此外还支持通过浏览查看门户提供的内容和
功能。在起始页面的右侧为 TIB 主要涵盖的六大学科，其它学科在页面的下方。然而，对于那
些想获取所在学科的基本信息，却不了解相关主题、学科领域和作者的用户可以使用“subject
（学科）” 和“producers（制作者）”等过滤词。在门户的顶部设置了查看列表、视频上传和登
录功能。对于希望观看和下载有授权限制的视频的用户来说，登录功能是不可少的。这一门户
将有德文和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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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检索结果

相匹配的视频显示为缩微图和视频片段（见图 2）。可以对匹配是源自元数据还是源自语音、
文本和图像识别的媒体分析进行核查。可以使用分面搜索缩小检索结果的范围。分面中的
Subject（学科），Publisher（出版商）和 License（授权）来自于静态元数据，是作者与视频一
同发布的。其他分面中的条目是通过自动视频分析提取的。Category（类型）分面源自可视化
分析，包含的视频类型如采访、会议、内景拍摄或外景拍摄。分面中的 Person（个人）,
Organisations（机构）, Places（地点）和 Other（其他）概念源自语音或文本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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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播放器与自动媒体分析获得的元数据的聚合

点击检索结果列表中感兴趣的视频，便可以显示详细信息（见图 3）。门户应用了 HTML 5 播
放器和作为备用的 flash 播放器。通过移动片段可以获得可视索引，提供视频内容的快速概
览，便于特定片段的获取。红色片段中包含了检索词，而黄色片段为当前正在播放的片段。片
段是以时间码为基础进行索引的。时间码显示在页面的右侧，后随自动媒体分析时提取的元数
据。从语音、文本和视觉分析中获取的数据聚合在一起，并用颜色编码。当前播放的视频段突
出显示。点击其中的关键词用户可以跳到想要观看的片段。用户也可以通过检索条目在提取的
元数据中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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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非文本媒介的数量、使用和重要性都在与日俱增，但这些文献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实现检
索。面临这些新的挑战，图书馆必须开放门户容纳非文本信息，开发标引、检索、浏览和显示
数据的新工具，并用语义信息丰富这些数据。
TIB 将先进的多媒体分析方法应用于视频内容检索，通过情景、语音、文本和图像识别的自动
分析生成补充的元数据。检索结果通过数据的语义关联与新知识相连。




情景识别：可视化目次提供视频内容的快速概览，便于特定片段的获取。
图像识别：以视频中的视觉特征（如颜色分布）为基础，系统自动识别视频为讲座、采访
或实验。
语音和文本识别：视频中的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如标志或幻灯片）都可以自动识别。检
索词突出显示，方便视频内部的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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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检索：通过将语义信息添加到视频分析得出的数据中，可以实现对资源库的导航，支
持视听媒介间的关联。

AV 门户的目标是将现有的对书目元数据的文本检索扩展为媒介和跨数据的检索。这样，有数
值数据和事实的数字全文、其他研究信息、视听媒介、可视化等都可以整合到用户界面。由于
视听媒介与 TIB 门户 GetInfo（GetInfo 中收纳了数字全文、数值数据和事实及研究数据等）间
的关联，检索空间得以拓宽。通过配置数字对象标识符（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视听
媒介可以作为参考引用。AV 门户的检索工具提供了创新性的检索情景和挖掘知识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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