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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搜索需求增加，导致了搜索引擎的大量涌现。论文认为在网络世界将会出现九种新型的

搜索引擎，它们分别是零次文献搜索引擎、潜在文献搜索引擎、知识发现搜索引擎、大型元搜索聚类

引擎、专业学术型聚类引擎、学术趋势搜索引擎、概念类比联想搜索引擎、解疑答难型搜索引擎、教

学研究平台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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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Quick increment of need on internet information resources leads to a rush of 

search engine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some new type of search engines which is appearing 

and will appear. These search engines includes as follows: grey document search engine, 

invisible web search engine, knowledge discovery search engine, clustering meta search 

engine, academic clustering search engine, conception comparison and conception analogy 

search engine, consultation search engine, teaching and studying search eng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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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笔者曾于 2000 年就搜索工具的发展趋向作过初步研究，提出了九大发展趋势
1
，时至

今日，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或者正在变为现实。可是，网络发展日新月异，网络信息的

迅速增加，导致了网络搜索需求的不断扩大，同时也带来了搜索引擎品种的不断增加和

新型搜索引擎的不断涌现。这些搜索引擎的发展会出现怎样的新征候和新特征？对图书

馆工作、情报工作有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畅游于网络世界之中，意图通过探寻

网络世界中的蛛丝蚂迹，以求找出新一代搜索引擎的典型特征和可能出现的趋向，从而

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探索一种新的思路，也期望为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在网络

世界的回归、应用与再现树立信心。经过认真的研究与谨慎的探析，笔者认为下列搜索

引擎的出现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还会出现数量众多的变种。 

 

1 零次文献搜索引擎 

何谓零次文献？维客
2
认为，零次文献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信息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的内容： 

► 形成一次文献以前的知识信息，即未经记录、未形成文字材料，是人们的“出你

之口，入我之耳”的口头交谈； 

► 是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始文献，或未正式出版的各种书刊资料，如书信、手稿、记



录、笔记和包括一些内部使用通过公开正式的订购途径所不能获得的书刊资料。 

零次文献一般是通过口头交谈、参观展览、参加报告会等途径获取，不仅在内容上有

一定的价值，而且能弥补一般公开文献从信息的客观形成到公开传播之间费时甚多的弊

病。 

在网络世界中，这样的定义显然有些老化。实际上，现在零次文献的范围在扩展，博

客、播客、视客、论坛上的资料纷纷进入人的视野，成为人们参考利用的资料，具有典

型的零次文献特征。如何搜集和利用这些资料将成为搜索引擎研究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从其历史来观察，这类搜索引擎也一直在发展和壮大，从最初的论坛搜索引擎，到现在

的博客搜索引擎，无论是技术还是内容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最近又出现播客（PODCAST）

和视客(Video Blog)搜索引擎，也就是分别对音频、视频资料进行采集与加工，并提供

利用的专用搜索引擎。另外，一些大型综合搜索引擎也在逐步增加有关内容的搜索和开

发，也纷纷推出了这些文献的内容，比如百度博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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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博客搜索

4
、爱问博客搜索

5
等等。 

这类搜索引擎的发展的出现，无疑使我们对网络上出现的大量零次文献有了更加全面

的了解。但是，网络世界新生事物不穷，所以可以预期这类搜索引擎的发展应该是最热

闹和最有意思的。没有了零次文献，大约网络的诱惑力会大大降低。所以，作为新一代

搜索引擎，零次文献搜索引擎可能会向两个方面发展：1）向全面搜集某一类零次文献方

向的专题型搜索引擎发展；2）向完全新型的零次文献搜索引擎方向发展。只要网络存在，

新型的零次文献就会不断产出，这种搜索引擎就会发展。所以，此类搜索引擎的发展应

该作为研究的重点。又因为此类搜索引擎往往采用最新的技术来运行和操作，因而，此

类引擎又往往会成为新搜索技术利用的试验场，与此同时这些搜索引擎也会提出新的搜

索理论和方法，关注此类引擎也很有必要。 

 

2 潜在文献搜索引擎 

Web 网按其分布状况可以分为“表层网”（Surface Web）和“深层网”（Deep Web，

也有称 Invisible Web，Hidden Web）。目前对不可见网页（Invisible Web）的研究已经

越来越为广大研究者所注意，但是还没有突破性的技术和方法出现。所以有关此类资料

的搜索和加工，就成这此类搜索引擎的重点任务。 

据 Bright Planet 公司技术白皮书《The Deep Web-Surfacing the Hidden Value》，

Deep Web 资源容量约为 Surface Web 的 500 倍。该白皮书指出，当时最大的搜索引擎只

索引了 Surface Web 中的 16％信息量，而如果算上那些无法被传统搜索引擎索引的 Deep 

Web中的信息，那么一般搜索引擎只能搜索0.03％的Web信息。可见，研究和挖掘Deep Web

对于提高搜索覆盖率和准确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6
据研究全球网页大约 1000 亿网页，

而收录最多的 GOOGL 也只收录了 120 亿网页，可见已经被收录的网页只是冰山的一角。

尽管不同的来源其数据量略有不同，但是，未知信息数量巨大应该无庸置疑。如何挖掘

未知信息、未收录信息应该成为搜索引擎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据一份调查（IDG.NET）显示,现在网络上非文本信息与文本信息的比例是 3:1
7
，也就

是说互联网上有近 75%的信息是以非文本格式存放的，而目前搜索引擎收录和处理的主要

内容是文本信息。换句话说，75%左右的非文本格式的信息处理得不是很到位，或者说没

有处理。 

不仅如此，即使对文本信息的处理搜索引擎也存在不小的问题。目前搜索引擎的强项

主要在于对静态网页的处理，而对动态网页处理能力则相对较差。比如搜索引擎对动态

网页处理时出现的黑洞问题，就引起了很多搜索引擎公司的注意，也加大了研究的力度。

但是，遗憾的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家主要的搜索引擎宣称完全支持动态网页，因为大



多数负责搜索网页的蜘蛛软件不敢去碰动态网页，怕被变化无穷的动态系统黑洞吸进去

出不来。然而，网站使用动态网页生成工具乃是大势所趋，ASP、PHP、JSP 等编程工具日

益流行，解决动态网页查找的问题已经是人心所向
8
。百度公司日前号称支持动态文本处

理，实际上也仅能处理部分相对不变的动态网页，而对于哪些网址不断变化的网页（比

如 VOD 系统为了防止下载采用的动态网址）基本上还是无能为力。所以，未来关于这类

搜索引擎的研究应该会有一个较大的突破。 

 

3 知识发现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到底是以查全（RECALL）为目标，还是以发现（DISCOVERY）为目标？这一

问题的准确定位对于搜索引擎的发展有相对大的指导作用。国外有多位学者关注这一问

题的研究，如C.L.Bernier、H.H.Wellisch等人，德国化学信息专家Robert Fugmann先生

详细回顾了这一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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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将搜索引擎分为以RECALL型搜索引擎和DISCOVERY型搜索引

擎，这样的划分非常有意义。 

传统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搜索引擎主要是以提供各类资料为其最高目标，也就是是以

RECALL 为目标。而随着网络信息的增加，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往往成千上万，已经超出

了用户的处理能力，所以用户希望搜索引擎能够提供更加精确的结果，并且帮助用户发

现未知信息。有基于此，未来的搜索引擎应该更多的以提供用户新知识和新信息为主，

它不仅在于提供用户已知的消息，关键是要向用户提供未知的知识和资料，将搜索过程

转变成发现之旅。 

发现之旅也许对用户个人拥有的信息的处理显得更加有意义。目前桌面型搜索发展速

度十分迅速，既反映了用户处理自身拥有信息的愿望，也说明了搜索引擎功能和市场的

细化过程。所以未来几年同样应该是桌面型搜索引擎发扬光大的时代，搜索引擎厂商应

该更多地关心用户自身的需求，帮助用户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发现新知的能力。 

此类搜索引擎，主要可以采用 2种知识组织方法： 

► 树形知识体系表达法，就是通过知识树来表现用户的资料和认知结构。换句话说，就

是提供知识树，来发现知识树的生长合理与否，从而找出已有知识体系中的空白点。 

► 可视图形表达法，可以借鉴 VIVISIMO 提供的知识图来实现这一目标。所有重要的概

念和术语通过知识图来形象展示知识体系，从而通过概念或者术语的粒度发现用户自

己的重点研究领域和未来的知识增长点，有针对性进行相关研究。 

无论是哪种方式，均应该在用户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之间做出差别性的标记（比如通

过颜色、字体等方式表示），以方便和提醒用户新知识和新资料的发现。 

 

4 大型元搜索聚类引擎 

网页数量的迅速增加使得用户对搜索结果的选择成为一种负担，因此，整理搜索结果，

提高其准确性成为一种时代的呼声。顺应这一潮流，目前出现了很多基于普通搜索引擎

的动态聚类搜索引擎，如 Vivisimo
10
、Kartoo

11
、Clusty

12
、BBMAO

13
等。一般来说，这些搜

索引擎本身没有自己的数据库，而对根据用户需求临时从普通搜索引擎中抽取相关资料，

然后通过特定的聚类算法，对搜索结果进行聚类后再提交给用户。 

目前此类搜索引擎的规模还很小，还没有成为传统搜索引擎的竞争对手，一方面是其

本身的依附性质，决定了此类搜索引擎很难形成自己独立的地位和优势。另一方面，此

类搜索引擎对于传统搜索引擎的使用又增强了传统搜索引擎的强势地位。再次，聚类搜

索引擎目前所能够采用的聚类技术和算法还存在种种弊端，对于搜索结果的聚类也还存

在若干不准确、不切实际的因素，所以，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因为采用的文本聚类算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目前大多数聚类搜索引擎以数量有

限的传统搜索引擎（通常在 5 个以下）为其资料来源，这样能够保证聚类搜索引擎响应

时间较短的特点。但是，正如前文所说，即使是收录最全的搜索引擎也只收录网页资源

的极小部分，所以，将若干搜索引擎的资源进行资源整合后，再进行聚类就很有必要。 

将来聚类搜索引擎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发展：1）探索新的高级聚类算法；2）采

用分布式并发聚类方法；3）研究网页去重技术，很有可能要借鉴传统图书馆学的去重理

论；4）基于 XML 的元数据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类似于传统图书馆学实践中的在版编目

（CIP），由网页供应商自动进行网页元数据标注，以加快网页加工和聚类的速度。 

 

5 专业学术型聚类引擎 

专业数据库越来越多，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般情况下，传统的专业数据库主

要采用分类主题法来组织相关资料，但是，随着数据库文献数量的增加，检索结果的大

量出现已经影响了用户的使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一些厂商研究和推出了专业型

聚类搜索引擎，自动对结果进行聚类，比如中国期刊网就提供了这样的功能，在检索结

果页面，提供对结果的自动聚类，默认为 6 个，如果需要更多的结果可以点击“更多”

按钮，出现更多的聚类结果。笔者利用“自动聚类”作为关键词，在检索结果页面出现 6

个类目。如果点击“更多”，出现如下 20 个类目：聚类(177)、聚类分析(115)、聚类算

法(81)、模糊聚类(65)数据挖掘(53)、自动分类(40)、算法(32)、神经网络(32)、自动

文摘(23)、模糊聚类分析(23)、文本聚类(21)、向量空间模型(21)、图像分割(20)、特

征提取(19)、模式识别(19)、自动识别(19)、自动标引(19)、聚类中心(18)、文本分类

(17)、搜索引擎(15)
14
。笔者通过分别点击相关类目，发现相关性程度较高。经过仔细分

析，笔者发现，准确的原因主要在于 CNKI 拥有强大的期刊论文库，也就是充分利用了作

者对每篇论文的聚类成果：篇名、文摘和关键词三个方面。 

此类搜索引擎因为依托于自身所拥有的庞大数据库，所以，可以结合原有的归类方法，

进行适当的聚类，实现分类与聚类的完善结合，充分发挥专业数据库的专业学术性质。 

目前此类搜索引擎采用专业术语，以面向学术用户为主，而普通用户使用起来还存在

一定的难度，笔者以为，此类搜索引擎将会更多地利用知识组织系统（KOS）的成果,检

索时实现自然语言与受控语言并用，从而使专业数据库更进一步面向普通用户。 

 

6 学术趋势搜索引擎 

了解所关注学科的最新进展，关注有关基金项目的情况简报，跟踪学术同行的学术动

态，从而了解学术发展的最新趋向，这是每一位学者必须关注的内容之一。目前在这方

面，一些搜索引擎进行了一些努力，如 CNKI 推出了学术趋势搜索
15
、Google 推出了 Google 

Scholar 搜索
16
等，但是，这样的举措目前仍然只是一些尝试，离真正的实用还有很大的

距离。目前此类搜索引擎的功能仅仅找到专业的学术资料，比如各类期刊论文、课件等

的使用情况，更多地基于计量学、统计学的成果，离自动聚类找出学术趋势，或者说提

供有关学术趋势的内容还比较少见。将来这类引擎主要功能应该更多地着眼于综合或者

归纳功能的应用，这种应用与传统文献中的综述有些类似，更多地具有人工智能的成份。 

将来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进展：1）对学术会议信息与相关会议文献的搜

集与加工；2）利用文献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的理论对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3）按地区

和时间等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某一学科或者领域的进展，提供最新学术研究动向；4）按

行业、按系统、按行政区划进行研究，了解各系统、各地区、各行业的学术动向。 

 



7 概念类比联想搜索引擎 

在学术研究中概念的类比和联想往往带来科学研究的突破。如何分析和研究其中的

机制和规律，也应该是未来搜索引擎的重要内容。同一概念在不同的学科中应用不同，

其成熟度也不尽相同，了解其它领域的应用方式和方法往往会给我们很多启示。通过不

同领域概念以及相关概念的对比，既可以及时发现不同领域的共同规律，也可以了解本

领域的发展趋向。在科技史上，物质与能量守恒定律是由 7个国家的 10 多位不同学科的

科学家同时独立地发现，说明科学的共生性，也说明了科学的移植性和可借鉴性。所以，

利用概念类比原理制作的搜索引擎无疑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初步设想如下：由用户指定学科，然后提出检索词，分别进行相关检索，返回检索

结果后，再进行可视化显示，分别进行对照比较。至于分析对照的学科目前原则上不宜

太多，最好控制在 4 个以内，这样能够保持较好的响应速度。当然随着计算机与网络技

术的发展，学科数量可能适当增加。但是，考虑到单一用户所熟悉的学科领域终究有限，

能够同时熟悉 4 个以上学科的专家亦为数不多，所以目前的建议仍然以 4 个以内的学科

为主。 

 实际上，这种搜索引擎的设计并不困难，可以充分利用现有可视化搜索引擎的成果，

比如 VIVISIMO
17
、CLUSTY

18
等，只不过增加相应的学科范畴，使之更加细化、更加专业而

已。如果这样的搜索引擎早日出现，则将极大地提高科学研究的主动性和针对性。 

 

8 解疑答难型搜索引擎 

解疑答难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对此类搜索引擎的需求也是

与日剧增，比如百度知道
19
一面世就受到了世人的关注，该系统目前可以解决的问题总数

已经达到 14，201，196 条，为常见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途径。但是，这样的

解决方案仍然完全是民间的，完全来源于网络。换句话说，现有的此类搜索系统，更多

地依托网民，也就是答案的权威性如何还有待考证，专业性的学术研究人员对于利用这

样的系统仍然心存疑虑。 

而 ABOU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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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网站则相对专业化，基本采用了学科组织体系，是一个百科全

书，类似于《十万个为什么》。但是，这一网站因为没有充分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巨大信息

源，所以，有大量的问题（比如计算机故障等）又无法找到答案。如何实现专家型系统

与业余型解疑答难系统的集成，应该成为未来几年解疑答难型搜索引擎重点关注的领域。 

实际上，解疑答难型搜索引擎，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它不仅能够解答知识

型问题，而且还对日常生活（比如找工作、找房子、旅游等）中各种问题进行解答。为

了满足某种搜索需求，还出现了专家在线型的搜索引擎，实时解答用户问题。 

目前的做法有两种：1）通过专家系统，也即知识库来解答用户的提问，类似于图书

馆工作的 FAQ 系统；2）通过在线专家回答相关问题，角色和作用类似于图书馆的咨询馆

员。一般来说，大众型的搜索引擎多采用第一种方式，实行免费服务，而专业学术型的

解疑答难型搜索引擎则以采用第 2种方式为主，实行有偿服务。 

 

9 教学研究平台搜索引擎 

目前的搜索引擎主要仍然以大众生活信息和学术研究信息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于

教学型信息的搜索、利用以及教学平台的建设则仍然付之阙如。此类信息目前主要集中

在各种 BBS 之中，但是，还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更没有形成以专门的学科体系来

组织，所以，此类信息的搜索有相当的挖掘价值。 



此类搜索引擎可以形成一个系列，比如课件搜索、案例搜索、教案搜索、学习工具

搜索、常见参考书搜索等等。可以预见，未来几年这种搜索引擎会成为新的增长点。 

搜索引擎与研究平台的集成系统的研制也应该成为重点。用户利用搜索引擎返回的

结果，可以自动形成特定的参考文献格式，从而成为自己的专用数据库，换句话说，形

成自己的个人学术研究搜索引擎，以备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 

EBSCO 等数据库提供了参考文献的直接导出功能
21
，这样的功能应该来说是初级功

能，高级功能应该是用户如果直接复制相关资料可以直接生成参考文献，作为脚注或者

尾注附在用户研究论文之中。这种做法，既可以部分解决论文中的假注和伪注情形，也

可以减少人工生成参考文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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