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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搜索引擎CiteSeerX调查评析

摘要：Cit eSee rX的兴起与开放获取、电子科研和引文标引系统有着直接的关系。文章通过分析

CiteSeerX的搜索原理和重要功能，与同为学术搜索引擎的Google Scholar进行对比，明确其优势所在，指出

它的不足，给出相关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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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eer是NEC研究院（现为NEC实验室）在自动

引文索引（Autonomous Citation Indexing，ACI）机制

的基础上，由三位研究人员Steve Lawrence、Lee Giles
和Kurt Bollacker研制开发建设的一个学术论文数字图

书馆。这个引文索引系统提供了一种通过引文链接来检

索相关文献的方法，它的目标是从多个方面促进学术

文献的传播和反馈[1]。

1 CiteSeerX的兴起与发展

CiteSeerX作为CiteSeer的换代产品，它的兴起与

发展深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开放获取

开放获取作为一项交流学术信息和彰显学术价值

的国际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一直是业界研

究的热点之一。它通过把同行评议过的科学论文或学

术文献放到互联网上供用户免费使用，而不需考虑版

权或注册的限制，旨在打破学术研究的人为壁垒，促

进学术信息的广泛交流，提升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用程

度，保障科学信息的长期保存，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
[2]。CiteSeerX秉承开放获取的理念，提供免费的全文下

载服务，支持科研人员上传自己发表与未发表的研究论

文，成为一个学术科研的公共平台。

（2）电子科研

传统的科学社区都是围绕智力资源如图书、特殊

装置而形成的。过去，形成和维持一个科学社区最大的

障碍就是成员们分散居住在各地，彼此共享信息不便。

21世纪，面对面的科研合作已经逐步发展为网络交流

的方式。这股在线科研协作的浪潮被命名为E-science
（电子科研）或者E-research（电子研究），指的是通过

互联网技术进行的分布式和大规模科研协作，各个学

科的科学家和学者利用这些服务可以进行高效率的网

络协同工作[3]。CiteSeerX作为一个电子科研的平台，协

助网络实验室的发展，允许科学家们分享他们的关键

智力资源，而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

（3）引文标引系统

科学文献的开放极大地提高了科学信息交流的效

率和使用频率。但是，散落在网络上的研究论文缺乏有

效的检索入口，研究人员查找论文费时费力。自动引文

标引系统ACI及在此机制上开发的CiteSeerX正是致力

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新一代引文搜索引擎。

CiteSeerX坚定地践行开放获取的理念，以技术之

翼辅助科研之体，以求打破这种学术壁垒。CiteSeer创
建于1997-1998年，是一个搜索引擎和计算机信息科学

领域的数字图书馆，向公众免费提供约700,000篇学术

论文全文和约10,000,000的引文信息。

在CiteSeer创建之后的10年间，研发人员不断对

CiteSeer运行中暴露的问题和用户的反馈建议进行

分析，并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 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微软研究院（Microsoft Research）资

助，为该搜索引擎重新设计了系统结构和数据模型，

CiteSeerX于2007年投入运行。

2 CiteSeerX的搜索原理与功能简介

2.1 CiteSeerX搜索原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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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引文标引系统ACI可以自动标引电子格式的文

献生成引文索引，CiteSeerX利用ACI技术可以很好地

实现这一过程，其步骤如下：

（1）采集文献

ACI通过搜索Web，监测电子邮件列表、新闻组或

者直接与出版商联系获取文献。部分熟悉ACI系统的科

研人员将自己的研究论文直接提交给系统，从而被标

引入库。CiteSeerX又通过与部分上网期刊签订互惠协

议，采集其文献，从而使用户直接通过CiteSeerX查阅

期刊主页，最终提高期刊的访问流量和订购率。

（2）文献处理

CiteSeerX将下载的Postscript和PDF文件转换成

文本格式，判断其是否为研究论文。ACI根据参考文献

列表的格式，包括引文标识符、缩排等特征将引文分

割，再抽取每一条引文款目的可检字段，进而制作成引

文列表。

（3）查询和浏览

CiteSeerX的查询遵循以下操作规则：①支持布尔

逻辑运算；②支持邻近词运算；③不支持词组的精确

匹配；④词干法有效，通配符语法无效。 
（4）相关文献算法

CiteSeerX采用三种算法计算文献相关度：TFIDF
算法、LikeIt算法、CCIDF算法。

2.2 CiteSeerX功能简介

（1）关键词检索

CiteSeerX首页的检索框默认是对篇名、作者、摘

要、文本内容进行检索。对于未加双引号的检索词默认

为模糊匹配检索，只要有一个词匹配成功则返回文献

标引信息，按相关度进行排列；也可在首页的单一检索

框自行构造组合检索式，检索完整字句用双引号。

（2）作者检索

CiteSeerX支持布尔运算和邻近词运算。如检索

Jon Jablonski的文章，切换检索专题到authors，可同时

运用下面的Disambiguated Search复选框，帮助消除歧

义。如果检索词为全名Jon Jablonski，则不能得到所有

该作者的论文，只有那些名字是“Jon”未经缩写的作者

的文章能够被检索出来。在作者检索中，只用姓或者名

字缩写加姓进行检索，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3）引文检索

CiteSeerX的引文和全文检索可同时进行，只需在

普通检索或高级检索界面勾选 “Include Citations”即

可。在高级检索界面中可对检索范围和检索结果排序

规则作出规定，如对文献引文的最小数目作出限定，则

引文数少于规定数目的文章将不被检出。

（4）引文分析

CiteSeerX可对其数据库中的文后引文进行分析处

理，它将“Related Documents”标签分为两个列表：活

跃的参考文献和同被引文献。这两项功能可以帮助用

户分析引用率高的文献的分布情况和被引现状，提高

资源获取的针对性。“Version History”显示该文献的

元数据。由于CiteSeerX支持通过验证授权的用户对元

数据进行修改，而不删除或覆盖以前的记录，用户可看

到文献元数据的所有历史版本。用户的群体参与，使得

CiteSeerX数据库中元数据不断地修正与完善。

对于引用与被引用的分析，CiteSeerX采用了ACI
技术，可自动识别参考文献标识，因而能准确地分析出

文后参考文献总数。但对于被引情况，CiteSeerX只能

在自己收集的文献数据库中进行统计，结果造成与实

际被引数量的不一致。图1中，CiteSeerX给出22条文后

参考文献数目，经查证，该数目准确无误。但对于引用

这篇文献的数量统计则与从Google Scholar检索出的

1489存在较大差距，再次说明Google Scholar的数据

收录范围远大于CiteSeerX，前者将非正式发表的文献

也统计在内。为进一步查证，笔者又进入发表这篇文章

的正式出版物ACM进行检索，查证结果如图3。ACM显

示该文献的被引数据为470条，与CiteSeerX较为接近，

说明CiteSeerX的收录范围应与ACM相差较小。多出的

数据一方面是因为ACM作为正式出版物从收稿到出版

存在时滞，另一方面是因为CiteSeerX的实时收录功能

和科研人员参与贡献的未发表文献。

CiteSeerX还在首页为用户提供众多引用分析排行链

接，用户可看到通过引用率分析得出的最高引用率文章

排行、最高引用率引文排行、最高引用率作者排行、综合

影响因子排行。这项功能对于跟踪学科前沿十分有益。

3 CiteSeerX与Google Scholar综合对比

Google Scholar 是Google公司宏大的网上图书馆

计划的一部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科学家和各类学术

研究成员。一方面它过滤了普通网络搜索引擎中大量

对学术人士无用的信息，另一方面，Google 与众多学

术出版商合作，加入许多普通搜索无法获取的加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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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并要求合作商免费提供文献的文摘。可见，Google 
Scholar和CiteSeerX在功能覆盖、用户群定位、检索原

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对比这两种检索系统，揭

示学术搜索的一般特点和规律，可以帮助广大用户在海

量网络信息资源中更加高效地获取所需信息。综合二者

的特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

（1）检索界面

CiteSeerX界面紧凑，其列表显示方式符合用户使

用习惯；功能按钮标记全面清晰。由于CiteSeer的检索

针对内部网站，响应速度快，且检索得到的信息经过筛

选，大大减少冗余。

Google Scholar建立在Google技术基础上，是直

接面向科研检索需要的学术资源网络检索工具。其检

索结果虽以列表显示摘要，但检索结果未经整合，且网

页的动态性会导致死链和网页内容的变化，影响用户的

使用。显而易见，CiteSeerX检索界面的设计更加符合

用户习惯。

（2）检索结果

CiteSeerX可以检索到文献的引用和被引情况，参考

文献按照引文被引次数降序排列。通过参考文献题名链

接获得该被引文献的摘要和引文，深蓝色题名表示有全

文，浅蓝色则没有全文收录；另一方面，通过循环搜索

法，可以进行从任一篇文献为入口的越查越新和越查越

旧的引文检索。CiteSeerX的检索结果只著录题名、作者

和出版时间，一般可在一页列出所有参考文献。

Google Scholar的检索结果也给出了文献的被引

次数和相关文献，标记一篇文献的历史改动版本，题名

后还明确标示是否可以下载全文PDF。但是通过实地

使用发现，Google Scholar由于文献的标引著录信息太

长，不能在一页将一篇文献的所有参考文献列全，在网

页的频繁切换中，用户不仅不能很快地找到所需信息，

还易造成“检索疲劳”、“网页迷航”，甚至放弃检索。

但值得借鉴的是Google Scholar链接指示目标网页，可

以有效规避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纠纷。

图1 CiteSeerX检索实例引用与被引情况

图3 ACM检索实例被引情况

图2 Google Scholar检索实例被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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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索内容

CiteSeerX专注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领域，

检索内容专一，一方面使得其专业性强，另一方面又导

致其检索内容面窄。尽管Google也对CiteSeerX做了标

引，但是后者立足于更加专业的搜索，作为一个全文检

索的接口，它允许按照文件类型、引用次数、所在领域

检索，但目前仍做不到通用搜索引擎那样可以对任何领

域进行搜索。

Google Scholar的选择内容可以更具有广泛性和多

元性，可以整合到数据库所没有收录到的一些信息。但

Google Scholar注重全面性、全球性，因而在专业性要

求上势必产生此消彼长的连带影响，这也体现了查全

率与查准率矛盾性的一面。虽然二者都是利用巡视软

件和自动索引文档系统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和组织，但

Google Scholar强大的软硬件优势使得它的检索结果

具有较高的时效性。

（4）文献排序

CiteSeerX为用户提供的文献排列依据有引用次

数、相关度、日期（降序）、日期（升序）、最新排行等，

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查找需要。Google学术搜索不以引

文检索作为直接目的，只在检索专题文献的基础上提供

了“文献被引频次”的附加服务。由于Google Scholar
检索结果按论文被引用频次排列，排在列表上方的文

献往往发表年份较早，从而使用户难以浏览到最新文

献。且Google Scholar检索结果排序不全基于被引用频

次，因而检索结果排列标准不一致，影响用户对检索结

果的判断[5]。

综合上面的分析，现将两者综合对比的内容归结如

表1。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发现CiteSeerX在

表1 CiteSeerX与Google Scholar对比简表

检测系统

评价标准
CiteSeerX Google Scholar

检索界面

检索结果

检索内容

文献排序

简洁清晰，功能齐全

列表显示，网站内操作

专业性强，主要针对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科学

引用次数、相关度、日期（降序）、日期（升序）、最新排行

简单清楚，功能展示单一

页面冗繁，链接到网站外

通用广泛，任何领域的历史与概况均可检索

并不严格按照文献被引频次排列，结合相关度

检索界面、检索结果、文献排序上优于Google Scholar，
但在检索内容上需要借鉴Google Scholar的广泛性和对

知识产权处理的先进思想与技术，才能在发挥既有优

势的基础上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用户。

4 CiteSeerX系统评析

4.1 CiteSeerX的优势

（1）更新快，对科学文献及其影响的揭示全面

传统引文索引如SCI、EI、ISTP等都为正式出版

物，文献的发表周期过长，从研究人员投稿到索引编制

耗时数月到一年不等。而CiteSeerX作为一个网络实时

搜索引擎工具，充分发挥了Web的优势，将收录范围扩

展到开放环境，能及时发现网上新出现的学术文献，并

进行自动标引入库，即时反映所有网上学术文献类型

的引证脉络，从而更新更快地反映引文的信息影响[6]。

（2）更科学的相关文献检索

相关文献检索是研究人员了解其研究主题发

展脉络、最新动向不可或缺的途径。不同于Web of 
Knowledge采用的引文耦合的方法，CiteSeerX采用

计算机算法，并提供同被引检索相关文献。同被引技

术是文献耦合概念的创新和逆向思维的发展，加之近

年来信息可视化及网络寻址定标技术的发展使同被

引技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因此，CiteSeerX要比Web of 
Knowledge更为科学，并且更具发展潜力[7]。

（3）提供友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CiteSeerX充分发挥网络大众的力量，它所提供的

附加网络服务能很好地促进科研人员就专业内问题进

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评论，发表意见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交流平台。Feedback栏目还允

许用户针对CiteSeerX的服务或任何方面提出建议，以

促进网站的发展和完善，这在传统封闭式的商业数据

库中是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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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免费服务促进学术交流

传统引文数据库的价格非常昂贵，导致大量学术

机构购买无力。基于开放获取的理念，CiteSeerX所提

供的文献检索、作者检索、表格检索、全文下载、社交

平台、公告板、引文统计排行、标签评注、文献版本改动

与观测、个性化收藏等服务都是免费的，这将促进引文

分析思想的普及，其所建立的引文索引机制也将为更多

的人所采用，如南开普顿大学的Citebase，从而有利于

学术论文的传播。

4.2 CiteSeerX的不足与改进建议

（1）CiteSeerX收录内容还需拓宽

较之商业数据库和Google Scholar，CiteSeerX收

录的学科范围窄，还不能提供综合性学科内容的引文

索引。在Google Scholar中输入某一研究领域的关键

词，就能从返回结果中分析得知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著

作、论文、专著等，以及从事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学者，通

过这些著作的年代分布、相互引用情况等，大致了解该

研究领域的历史和概况。而CiteSeerX也不能做到这一

点。因此，CiteSeerX有必要拓宽文献信息的收录领域，

加大分析的力度，多维度揭示学科历史与发展现状。

（2）引文标注不够全面准确

由于完全依靠机器自动操作，目前CiteSeerX还存

在不能准确分辨子字段、无法区分同名作者、引文在文

献中若无标识则不会被标引等情况。因此加强抽取引

文信息的算法、完善规范数据库的建设以区分同名作者

都应是CiteSeerX下一步的着力点所在。

（3）支撑技术有待完善

CiteSeerX将会朝着模块化、可扩展、自管理的方

向发展，还将探讨如何利用新的智能数据挖掘和信息

提取算法来改进新的索引，增强文献获取功能，拓展和

加强文献、新数据、元数据资源、活跃的镜像、网络服

务的自动与协作化获取的功能[8]。

虽然处于初生期的CiteSeerX还存在许多不足和

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它是在开放存取、促进学术信息资

源传播的机制下诞生的新一代引文搜索引擎，反映出

开放环境下引文标引与检索的许多新特征，这些特征

也必将对传统引文数据库的发展起到借鉴作用。随着

开放获取运动的蓬勃发展和ACI技术的不断完善，以

CiteSeerX为代表的开放环境下的引文搜索引擎必将不

断为引文标引与检索注入新的活力。

5 总结

CiteSeerX被誉为全球最大的科学文献免费全文索

引搜索引擎，在开放存取环境下，促进了学术信息的交

流与共享。作为搜索引擎，CiteSeerX在这样的背景下

产生，其检索功能在很多方面值得借鉴，为搜索引擎的

搜索机制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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