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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3CW3C 概况一览概况一览
W3C http://www.w3.org/ ， (X)HTML, XML, CSS, 

     RDF, the Web 以及 Semantic Web 等技术的家园

~330 多个分布全球各地的会员 ( 大型跨国企业，中小企业，

    用户，草根开发者 ...)

     http://www.w3.org/Consortium/Member/List 

65 个工作组从事 Web 标准工作
http://www.w3.org/Consortium/activities

18 个全球办事处 http://www.w3.org/Consortium/Offices/

66 人的全球团队分布在三个总部 : 美国 MIT http://www.csail.mit.edu/,  欧
洲 ERCIM http://www.ercim.org/, 日本庆应大学 http://www.keio.ac.jp/ 

理事 : 万维网发明人 Tim Berners Lee 
http://www.w3.org/People/Berners-Lee/ 

和 Web 业界的广泛联系，每天 400 万的网站点击量  http://www.w3.org/

http://www.w3.org/
http://www.w3.org/Consortium/Member/List
http://www.w3.org/Consortium/activities
http://www.w3.org/Consortium/Offices/
http://www.csail.mit.edu/
http://www.ercim.org/
http://www.keio.ac.jp/
http://www.w3.org/People/Berners-Lee/
http://www.w3.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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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讲 内 容演 讲 内 容

Web of documents 缺失的东西
     一个用户案例

浅尝 Data
     同一个用户案例

RDF ：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提供或获取 Web 上的 Data
HTML 之内的 RDF (Data): RDFa
RDFa 之现状
     一些案例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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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来北京，我要做很多事情为了来北京，我要做很多事情 ::

找一个航班

查看不同的航空公司

记住他们的行程和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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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酒店也挺麻烦……找酒店也挺麻烦……

[ 有本地办事处帮忙就不一样啦，呵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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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服务网站差旅服务网站
提供航班信息的网站，比如
打折机票网和各航空公司的
网站；

提供航班 + 酒店 + 其他信
息的综合差旅服务网站，比
如携程和 expedia ；

不管怎样，我都要自己去查
这些信息，摊手……

我只能看见他们想让我看到
的东西，望天……



Copyright © 2010, W3C

(7)

(7)

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得不查询大量的网站，他们风格不同，主题不同，没准
语言也不同……

我还得用自己的脑袋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以达到我的目
的；

有时候，这是一个又长又烦人的过程，你们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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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

我们需要有网络应用能把这些不同网站上的 Data （或潜在
的 Database ）集合起来，以便能够方便的使用；

这就需要网络应用能够获取 Data ；

这就要求数据能够像网页那样链接起来；

换言之 :
我们要把目前的 Web 扩展成为数据的 Web “Web of 
data”:

允许网络应用直接开拓使用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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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例子 : Mash-up: Mash-up
mash-ups 就不能解决数据整
合的问题么？

咱们来仔细看一个 mash-up
的应用 ( 不，不是 map 
application☻)
一个安排旅行计划的网站，名
叫： Tripit

从不同资源收集信息给我
安排行程；
还不算太麻烦；
还有一些社交网络的功
能； Map mash-ups are rather 

popular on the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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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什么  – 我要做什么  – TripitTripit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访问 Tripit ，通过给这段旅
行起个名字，并给出旅行起
止时间，在 Tripit 上新建一
个旅行计划；

我订好航班和酒店，然后把
信息发给 Tripit ；

我定好火车，然后把信息也
转发给 Trip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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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什么  – 我要做什么  – TripitTripit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我把会议及活动的信息手动
提交给 Tripit ；
Tripit 或者按默认模式或者
遵照指令添加其他有用信
息；

几乎不费什么事是吧？清晰
的日程安排 - 容易更改 – 
还能看到目的地附近朋友的
信息 - 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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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itTripit 的工作原理的工作原理

我给 Tripit转发和旅行计划
相关的信息，比如：

航班信息
预定的酒店
会议日程

任何时候，只要我拿到新的
文件，我都可以通过 Email
或发个链接发给 Tripit ，让
它把信息添加到我的旅行安
排中； 

Tripit 尝试从我提交的信息中抽
取数据；

基于这些数据，它把我提交的文
件和旅行安排联系起来；

它从其他资源获取关于天气、方
位或者旅行指南等信息；

它从自己的数据库中查找关于我
的朋友们的旅行信息，提醒我们
也许能在某处相逢；

它和一些社交网站相连，把我的
旅行信息通知给我的朋友们；

它给我编制一个清晰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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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说的，正如我说的， TripitTripit 很酷，但是……很酷，但是……

有时候，当我把文件发给 Tripit后，它会发给我一个信息：“你发
给我的文件有问题！”，然后就不管了。

有时候，我发给它的信息它（居然）不用。

有时候，它弱弱的问，“你看，这航班信息对吧？这样安排你能
赶上飞机吧？要不你帮我改改？”

这充分说明一件事：当它搞不清楚这些数据时干什么用的时候，
它就猜！或者放弃！

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的方法去获取数据， Tripit 不得不使用它自
己的办法，或者更糟， 它强行从文本中抠出 data ； 每当遇到新
的信息或者新的资源的时候， Tripit 都要从新开始。希腊神话里
倒霉的 Sysiphus向 Tripit 程序员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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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史诗中，西西弗斯住的离北京不远，就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希腊。西西弗
斯是科林斯的建城者和国王，是人间最足智多谋又机巧的人，他甚至用计欺
骗了死神。因此，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
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由于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
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
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
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

西西弗斯的工作 :特别努力，从来没最终成功，奋斗来奋斗去总
是回到原点。

希腊神话小插曲：希腊神话小插曲：  ΣίσυφοςΣίσυφος（（ SysiphusSysiphus）（西西弗斯））（西西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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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这表明 Web of data 的巨大潜在力量；

但是每一次， mash-up 网站都不得不“即兴表演”；
各种各样的 data sources 通过 Web Services 展示他们的 data; 
每一个 data sources 都有自己独特的 API, 独特的逻辑，独特
的结构；
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的方式来处理事情，这些网站不得不多次另起
炉灶重新开始；

再次换言之……再次换言之……

我们要以一种标准的方式把目前的 Web 扩展成为数据的
Web （ “Web of data” ）

所  得  经  验所  得  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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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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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

目前的 (document) Web 是怎么工作的 ?
人们创建不同的文件；
给这个文件一个全球唯一的定位地址 ( 比如，一个 URI) ，并且使
其他人可以访问到这个地址；

然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其他人发现这个网站，并链接到它；

 这样搜索引擎就能发现并索引这个网站了；
越多的人链接到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就越重要越出名；

 记住：这是搜索引擎排列结果的标准。
这就是“网络效应” : 有些网站（或网页）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然后
就有其他网站（或网页）以其赖以为生，这也许是网站原作者所没
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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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适用于这个道理适用于Web of DataWeb of Data吗吗 ??
所得经验 : 我们应该能够做到如下几点 :
“发布” 数据，并让数据在 Web 上被人们所知

 要使用始终如一的标准方法，不要使用每次都不同的“即兴演出
式”的方法；

 发布文件也是同理，给 Data添加 URIs ；

添加的 URI 要能从外部 Data资源（不仅是网页）以标准
的方式访问到

 比如， Web applications 不应该被迫开发出具体而微的程序来
获取数据 ( 就像刚才演示的 mash-ups 的例子那样 )

 一般的标准方法就够了

充分发挥“网络效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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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点太麻烦了但是，有点太麻烦了 !!
传统Web 上 , 人的作用是无疑要考虑进去的；

一个 Web link 上可能会有人们能读懂的东西，比如当你看
到一个网页上写着

       --- Impressum --- ...

如果你懂一些拉丁文，你也许能猜到：如果点击 
“ Impressum” 这个词，你会链接到关于公司注册信息的网
页上。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人们能够正确理解 link所含的意
思， link才能起到相应的指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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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不能读懂那些标签 机器不能读懂那些标签 ......
我们现存的 Web模式缺少一些东西！

额外的信息 (“label”)必须被添加到 link 中 : “ 这个 link指
向公司的注册信息页！”；

这个信息必须能够被机器读懂；

这个 label 要对 link 和 link所指向的目标有所描述；

有些情况下：这个描述应该允许有限的机器推理 
“ reaso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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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总结 : Web of Data: Web of Data 的需求有哪些的需求有哪些 ??

不仅是指向文件的 URI-s ，还要有指向 data 的 URI-s ；

data 之间能够相互链接 ；

data 和 links 要有传递额外信息的描述；

保持其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的标准；



Copyright © 2010, W3C

(24)

(24)

  RDF dataRDF data模式模式

简要介绍

RDF包含两个资源以及这两个资源之间的标签化的连接 
我们暂且把第一个资源称为 subject (s), 第二个资源称为 
object (o) ，标签化的连接称为 predicate (p) （谓语动词）
s 和 p 都用 URIs 来表示； 同样的 URI 指示同样的资源； o 
可以用 URI 来表示，也可以用指向一个值的文字来表示； 
一个 RDF 三部曲 (s,p,o) 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图来表示

(<http://ex.com/fritz>,<http://xmlns.com/foaf/0.1/knows>,<http://ex.com/karl>)

http://ex.com/fritz
http://xmlns.com/foaf/0.1/knows

http://ex.com/k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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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关于还是关于 RDF RDF 
有几种方法来连载 RDF ；我们下面使用 turtle 语言的一个子集 (
http://www.w3.org/TeamSubmission/turtle/) ；
@prefix p: <http://ex.com/> .
@prefix foaf: <http://xmlns.com/foaf/0.1/> .
@prefix rdf: <http://www.w3.org/1999/02/22-rdf-syntax-ns#> .
p:fritz rdf:type foaf:Person .
p:karl rdf:type foaf:Person .
p:fritz foaf:knows p:karl .
p:fritz foaf:name “Fritz Müller” .
p:karl foaf:name “Karl Schmitz” .
表示如下的图 :

http://ex.com/fritz
http://xmlns.com/foaf/0.1/knows

http://ex.com/karl

Fritz Müller Karl Schmitz

http://xmlns.com/foaf/0.1/name http://xmlns.com/foaf/0.1/name
...rdf-syntax-ns#type ...rdf-syntax-ns#type

.../foaf/0.1/Person

http://www.w3.org/TeamSubmission/turtle/
http://ex.com/
http://xmlns.com/foaf/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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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知识领域丰富多样，资源和连接的描述工作“ classification” 
有可能变得异常复杂；这就是 ontologies ， thesauri, 词汇表等
等登场的时候……

W3C 为 RDF 开发了一套标准： 
RDF – the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OWL – the Web Ontology Language (based on RDF)
SPARQL – 为方便语义网及其他一些技术使用而开发的查
询语言 

听起来挺容易吧…听起来挺容易吧…
但是，恶魔通常都藏在后面的细节工作里！但是，恶魔通常都藏在后面的细节工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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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Web 上已经存在相互链接的上已经存在相互链接的 Dat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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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7 年，很多人发布了他们的数据年，很多人发布了他们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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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 年，更多数据在年，更多数据在 LOD projectLOD project 链接起来…链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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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一个这对一个 WebWeb 开发人员来说意味这什么呢？开发人员来说意味这什么呢？
问题：

目前常见的网站有哪些好处呢？
怎么实现这些好处？
如何在我的网页上使用 RDF?

首先，我们来关注：如何在 HTML 中内嵌 RDF (下一节将演示
HTML 中内嵌 RDF对搜索和社交网络产生的可能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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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aRDFa
通过使用一些现存的属性，并增加一些新的属性，我们就可以直接把
RDF添加进 XTHML 了；

RDFa属性 :

现存的 :
 rel
 rev
 content
 href
 src

建议阅读 : http://www.w3.org/TR/xhtml-rdfa-primer/

关于 HTML 中 Data 的其他一些标准： eRDF, microformats, 
microdata. 这些都可以被很简单的转换成 RDF ；

GRDDL 是另一种从结构化良好的 HTML 中抽取 RDF 的办法；

新增加的
 about
 property
 resource
 datatype
 typeof

http://www.w3.org/TR/xhtml-rdfa-pr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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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aRDFa 例子例子
    <span typeof="vcard:VCard” about=”http://www.ict-media.de/self">
         <span property="vcard:fn">ict-Media GmbH</span><br />
         <span rel="vcard:adr">
             <span typeof="vcard:Address">
                 <span property="vcard:street-address">Zedernweg 85</span><br />
                 <span property="vcard:postal-code">53757</span>
                 <span property="vcard:locality">Sankt Augustin</span><br /> 
                 <span property="vcard:country-name" content="Germany"/>
             </span>
         </span>
     </span>
正常生成 html :

如下显示的 RDF图

http://www.ict-media.de/self vcard:fn ict-Media GmbH

vcard:VCard
rdf:ty

pe

vcard:Address

vcard:adr

Zedernweg 85

53757

Sankt Augustin

Germany

vcard:
stree

t-add
ress

vcard:pos
tal-code

vcard:locality
vcard:country-name

rdf:t
ype

ict-Media GmbH
Zedernweg 85
53757 Sankt Augus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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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 RDFaRDFa 的支持的支持

一些内容管理系统（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s ），例如 Drupal ，支持编写 RDFa – 其他的
就很容易把它嵌套进模板（ templates ）当中；

浏览器插件或者扩展，比如 Firefox Operator ；

在线 RDFa校验；

还有很多剖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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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a RDFa 与            与            

Facebook 在它的 Open Graph Protocol 中使用 RDFa

一个短小精干的词汇表

每个网页一个主题

所有的值 (objects in RDF terminology) 都是文字形式的 
@prefix og: <http://opengraphprotocol.org/schema/>
OGP属性 :
og:title, og:type, og:image, og:url, 
og:description, og:site_name, og:latitude, 
og:longitude, og:street-address, og:locality, 
og:postal-code, og:country-name, og:email, 
og:phone_number, og:fax_number, og:upc, og:isbn

http://opengraphprotocol.org/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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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a RDFa 与             与             
og:type 允许的值 :
activity, sport, bar, company, cafe, hotel, restaurant, 
cause, sports_league, sports_team, band, government, 
non_profit, school, university, actor, athlete, author, 
director, musician, politician, public_figure, city, 
country, landmark, state_province, album, book, drink, food, 
game, movie, product, song, tv_show, article, blog, website
Open Graph 之内的网站在注册的时候会被当做 Facebook 之内的社
交对象来对待；

你可以通过一个“赞”的按钮来表达你是否喜欢这个网站提供的内容，
同时你的朋友们也能得知你是否喜欢这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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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a RDFa 与             与             

来自 Open Graph 的 Data可以同 Facebook 内部的社
交对象那样同样被使用；

这个网页就成为 Facebook社交网络的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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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a RDFa 与             与             

Facebook 的 RDF图看起来十分简洁 :
例子 :

http://www.ict-media.de/
ict-Media GmbH

http://www.ict-media.de

53757

Sankt Augustin

Germany

company

og:titleog:site_nameog:street-address Zedernweg 85og:postal-codeog:locality

og:country-name

og:latitude

og:longitude

50.7770977.194886

og: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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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a RDFa 与                 与                 

Google正在推广的 rich snippets.

“ 有了 rich snippets, 当那些有结构化内容的 Web 开发人员可
以给他们的内容添加标签以便表明每一个标签化的文本都代表着
一种类型的 data ，就像评论网站和查看企业列表时那样……”

目前，只有网站评论及社交网络采用这种技术，其对其他类型内
容的支持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现；

谨慎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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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a RDFa 与                 与                 

格式 : microdata, 
microformats, 或者 RDFa ；

有自己的词汇表
http://rdf.data-
vocabulary.org/
同时支持其他有人气的词汇
表，例如 foaf 或者 vCard ；

貌似依然在试验阶段，但是看
起来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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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MonkeySearchMonkey
SearchMonkey 的任务 :

开发者开发搜索应用；
网站所有者提供 data ，比如使用 
RDFa ；
用户可以注册使用某一些
SearchMonkey 的应用；

所有的应用都是开源的 (Yahoo 
licence) ；

SearchMonkey Application Gallery 
有很多例子；

开发者可以向提交 Application Gallery
他们自己创作的应用；

开发者还可以在自己的网站上添加这些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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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rchMonkeySearchMonkey
SearchMonkey applications 是定义如何展示一系列 URIs搜索结果的 PHP文
件： 

SearchMonkey 为一些 data “Objects” 提供特别支持；

可以使用一些流行的词汇表，例如 vcard, Dublin Core, foaf 以及雅虎自
己的词汇表 http://search.yahoo.com/searchmonkey/ ，来指定
Data ； 

SearchMonkey applications 在网页之内不仅仅使用 Data ， ( 比如，还
可以通过提供 URLs 来改善机器翻译结果，等等）；

自定义应用程序的搜索结果展示：



Copyright © 2010, W3C

(44)

(44)

Example from http://www.ict-Media.de/talks.html

Included from:http://www.w3.org/Talks/

from http://www.ict-Medi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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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
不仅 Data 使用者（例如搜索引擎），就连信息提供者也开始越
来越多的在他们的网站上使用 RDFa;

知名的 RDFa 提供者 : NewsWeek, TESCO, O’Reilly 
Catalog, Best Buy, 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 ...

有很多可供开发者选择的工具 (RDFa checker 和 RDFa 
parser)

很多 Wikis, Blogs 或者 CMSs可以被很容易的配置以便支持 
RD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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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讲 内 容演 讲 内 容

Web of documents 缺失的东西
     一个用户案例

浅尝 Data
     同一个用户案例

RDF ：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提供或获取 Web 上的 Data
HTML 之内的 RDF (Data): RDFa
RDFa 之现状
     一些案例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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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如果 ......
所有的航空公司、酒店、租车公
司、差旅或会议组织服务公司等
都使用 RDFa并使用适当的 
Ontologies 来标记他们文件中
的 Data……
像 Tripit 这样的网站就简单的像
孩子的游戏一般了；
同理可推其他领域

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简单美妙……



Copyright © 2010, W3C

(48)

(48)

                建议阅读建议阅读

更多关于 RDF
http://www.w3.org/TR/rdf-primer/
http://zh.transwiki.org/cn/rdfprimer.htm 

更多关于 RDFa
http://www.w3.org/TR/xhtml-rdfa-primer/
http://iws.seu.edu.cn/resource/Translations/RDFa-Primer-Simplified-Chinese.htm

追踪 RDFa新闻
http://rdfa.info/ 
以及更多关于工具和阅读材料的资源

HTML 使用者的 RDFa
http://www.w3.org/MarkUp/2009/rdfa-for-html-authors 

http://www.w3.org/TR/rdf-primer/
http://zh.transwiki.org/cn/rdfprimer.htm
http://www.w3.org/TR/xhtml-rdfa-primer/
http://iws.seu.edu.cn/resource/Translations/RDFa-Primer-Simplified-Chinese.htm
http://rdfa.info/
http://www.w3.org/MarkUp/2009/rdfa-for-html-aut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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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在 W3C 网站上看到这篇演讲的中英文稿件（ OPD
文件及 PDF文件）
http://www.w3.org/2010/Talks/0717Beijing-KB/

Questions?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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