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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shortage of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semantic models, a new semantic knowledge model 

named dynamic knowledge network was put forward based on previous work. Then, the model was described in 

detail about constituent elements. Further, the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method was studi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emantic knowledge model, the semi-automatic construction method was researched facing open network data for 

dynamic knowledge network. Finally, 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using 360 encyclopedia and news dat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an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of dynamic knowledg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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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语义知识库构建方式和语义表达模型研究中的不足，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语义知识模型：动态知识

网络，在详细阐述模型组成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该模型的知识表示方法。在语义知识模型的指导下，面向开放的网络

数据资源，研究了动态知识网络的半自动构建方法，并且以 360 百科和新闻网页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验验证，结果表明所提模

型和方法能够有效支持动态知识网络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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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1-2]，网络空间中

各类应用层出不穷，网络行为越来越受到密集型知识

的驱动。知识是人类智能活动的基础，为了让计算机

也能够利用人类知识，需要将知识结构化，让计算机

拥有足够的语义知识并能够进行推理与计算，从而使

得基于知识的系统具有智能性。传统的语义知识表达

主要以词典的形式呈现，这些语义单元仅包含基本语

言信息，难以为文本的深度处理提供密集型知识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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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后来人工智能领域引入本体（Ontology）概念[3-4]，

随后信息科学领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研究，并以

此为语义表达模型承载语义知识。早期的本体构建过

程费时费力，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同时缺乏扩展机制，

难以动态更新。后来的本体虽然在构建过程和知识结

构上有一些改进，但总体上还是属于静态的，可扩展

性不强，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深度信息处理对于知识

的实时性需求。 

近年来，基于网络大数据自动构建开放网络知识

库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特别是随着 Linking Open Data

等项目的全面展开，语义数据源的数量激增。在此背

景下，自动构建知识图谱类的开放知识库已经逐步显

现其价值。针对当前语义知识库构建方式和语义表达

模型研究中的不足，本文以本体和超图理论为基础，

首先提出了一种新的语义知识模型，在模型的指导

下，面向开放的网络数据资源，研究了动态知识网络

的半自动构建方法，并且以 360 百科和新闻网页数据

为基础进行了实验验证。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第 1 节介绍了前人的相关

工作；第 2 节阐述了语义表达模型，对模型的组成要

素及知识表示的方法进行了介绍；第 3 节介绍了动态

知识网络的构建方法和实验验证；第 4 节对本文进行

了总结和展望。 

1  相关工作 

为了实现深度的智能信息处理，很多组织构建了

较大规模的语义词典或语义知识库，比较著名的有普

林斯顿大学的 WordNet
[5]、加州大学的 FrameNet

[6]、

微软的 MidNet
[7]、Cyc 的常识知识库[8]等，中文信息

处理领域的同义词词林 [9] 、HNC 知识库 [10] 、

HowNet
[11]、中文概念词典（CCD）[12]等，手工构建

这些知识资源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同时在知识覆

盖广度和深度上有较大的限制。 

为了克服手工构建的缺点，基于互联网的大规模

数据自动构建语义知识库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

比如 DBpedia
[13]、WikiNet

[14]、YAGO
[15]，主要是从

网络在线百科数据中自动抽取概念和实例，扩充知识

库的规模。另外，国内外的大型搜索引擎公司也相继

构建了基于大数据资源的知识图谱，如谷歌的

Knowledge Graph、微软的 Probase
[16]、百度的知心、

搜狗的知立方等。其中微软的 Probase 主要通过对超

过 16 亿的网页和Bing 搜索引擎两年左右的查询日志

进行迭代式学习和分析，自动构建了超过 260 万概

念，千万级实例的本体知识库。另外，谷歌公司上线

的多语言版 Knowledge Graph，是在 Freebase 知识库

的基础上扩展起来的，目前该知识体系中包含超过 5

亿个词条，不同事物之间的事实关系超过百亿条。 

总体而言，在当前大数据环境下，针对各类数据

源的信息抽取研究比较多，对于如何将这些资源与语

义知识模型有效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另外，一些已

经构建的大规模语义知识库仅仅针对其内部应用，并

不开放其接口和相关技术。本文结合相关研究，提出

以动态知识网络模型作为语义表达模型，从模型层面

解决多元关系的语义表达问题，同时，将计算问题提

升至模型层面，通过计算算子实现各类计算，从而构

建一个开放、可计算的动态知识网络。 

2  动态知识网络模型 

2.1 动态知识网络的语义模型 

本文研究互联网上知识资源存在内在关联的知

识网络，它是由知识节点和知识关联所构成的集合。

其中，知识节点一般代表知识单元的存储单位，由概

念或者事物组成。知识关联可分为内部关联和外部关

联。内部关联构成知识个体，表达知识的内涵联系，

外部关联是知识个体之间的外延联系，构成知识网络

的各种链接关系。该知识网络规模巨大、连接复杂，

知识节点具有异质性，一般的二元网络图难以完全刻

画网络世界中知识的特征，因此可以称为超网络，我

们用超图来定义该类超网络。超图这一概念是 Berge

在 1970 年提出的[17]，超图不同于一般图论中的无向

或有向图，超图中的边可以连接两个以上的节点，称

之为超边。我们根据所研究知识网络的特性，结合语

义本体[3]和超图理论[17]的相关成果，提出一个新的语

义表达模型——动态知识网络语义表达模型： 

),,,,,,(DKN OGFValAEV  

（1）知识节点V 和知识关联E  

},...,,{ 21 nvvvV  ， iv 代表一个简单或者复杂的

事物或概念，是由认识上具有独立性的知识元素构

成。 },...,,{ 21 meeeE  ，超边 ie 代表一个简单或者复杂

的知识关联，是知识节点之间的关联关系。超边分为

有向超边和无向超边，有向超边  )(),( iii re  是一

个序偶， ir 是 ie 中的输入变量的集合，
i 是 ie 中输

出变量的集合。无向超边 ),...,,( 21 ki vvve  是一个多元

无向边集合。 

（2）属性 A、属性的值域集Val 、属性值映射函

数 F  

EV AAA  ，是知识节点和知识关联属性的非空

有限集合，其中
VA 是知识节点属性集，

EA 是知识关

联属性集。
EV ValValVal  ，是知识节点属性和知识

关联属性的值域集合。
EV FFF  ，是知识节点和知

识 关 联 上 的 属 性 值 映 射 函 数 集 。 其 中 ，

VVV ValAVF : ，
EEE ValAEF : 。 

（3）知识关联映射函数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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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ggG  ，是知识节点V 上的关联函数

集合，表示了事物之间的不同关联类型。动态知识网

络中各个知识节点按照需要的因素、层次、结构和功

能等构成结构化的知识网络系统，这种结构化的过程

需要将知识节点通过知识关联映射联系起来。 

（4）计算算子O  

O是计算算子的集合，计算算子主要针对知识网

络完成各类运算操作，一个算子作用于一个输入后实

现从一个知识网络空间到另一个知识网络空间（或它

自身）的映射。下图 1 所示为基于外部信息输入的计

算算子模型。 

 
图 1 计算算子模型 

基于外部信息输入的计算算子模型可以表示为：

IHOH ),('  ，其中， ),( HO 为计算算子， I 为新输

入的信息，H 为已有知识网络图或子图结构， 'H 为

经过算子运算后输出的新知识网络图或子图结构，

表示输出的新结构 'H 是外部信息 I 输入在已有结构

H 上经过计算算子 ),( HO 运算后产生的结果。下表 1

给出了一些针对动态知识网络的常用算子示例。 

表 1  动态知识网络的常用算子示例 

算子名称 形式化描述 含义解释 

节点添加 ),(_ ji Evvertexadd  节点添加 

属性聚类 ),( AVclustering  基于属性的聚类 

求两点间超路 ),,( hvvpath ji
 节点间可能超路 

求两点最短超路 ),,(_ hvvpathshort ji
 节点间的最短路径 

求路径的数量 ),(_ ji vvpathcalculate  节点间可能路径数 

 

2.2  动态知识网络的知识表示 

本文研究的动态知识网络是用超图来进行定义

的超网络，因此，对该类超网络的知识表示主要体现

为针对超图中节点和边的知识表示。为了实现动态知

识网络中语义知识的结构化表示，基于动态知识网络

的语义表达模型，给出其知识表示结构。 

（1）节点的表示 

节点代表一个简单或者复杂的事物或概念，针对

自然语言中还存在一个词语可以表达多个不同概念

的歧义现象，因此我们定义的节点主要包括两大类：

单义节点和多义节点。 

Node ={ (Node_Id, Node_Title), Meaning_Number, 

[Node1, Noden] } 

其中，Meaning_Number=1 时，节点为单义节点，

Node={ (Node_Id, Node_Title) }；否则，节点为多义

项节点，Meaning_Number=n，Nodei={ (Node_Idi, 

Node_Titlei) }。 

比如单义项节点：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 (Node_ID=1279856, 

Node_Title=中华人民共和国) }。 

多义项节点： 

王菲={ (Node_ID=3286932, Node_Title=王菲), 6, 

(Node_ID=3286932-1, Node_Title= 歌 坛 天

后),(Node_ID=3286932-2, Node_Title=广元市委副书

记 ), (Node_ID=3286932-3, Node_Title=大同大学教

授), … }。 

（2）边的表示 

边代表概念节点之间的关联关系，这些关系主要

包括二元关系和多元关系，关系可以是有向或无向。

通常有三种基本的边类型：①同一性关联边，主要表

现为概念节点间的继承性，节点的等同性是同一性关

联的特殊情况；②隶属性关联边，主要表现为知识节

点间的属性关系、分类关系、包含关系等；③相关性

关联边，是在同一、隶属关联边之外的，概念节点间

具有相互作用的关联，主要表现为家庭、工作等各种

关系，它使得概念节点间在横向上形成关联网络。 

Eage={ (E_Type1, E_Direction1, E_Intensity1),…, 

(E_Typen, E_Directionn, E_Intensityn) } 

其中，E_Type 表示边的类型，根据类型的不同，

使用边映射函数对其进行处理，E_Direction 表示该边

为有向或无向边，E_Intensity 表示边的强度，通过自

定义或者关系强度计算的方式给出数值。比如概念节

点的属性边： 

E_Type1{name=Attribute,type=Value|Object,Value

(attribute_name:attribute_value)|Object(attribute_name: 

Node_Id)}； 

Direction1{type=direction}；  

E_Intensity1{value= user-defined}。 

下图 2 给出概念节点和边的示例。 

   
图 2 知识表示的示例 

3  动态知识网络构建 

在线网络百科是一种基于 Web2.0 技术和维基平

台的在线百科全书，凭借其大范围的领域覆盖和高质

量的半结构化信息资源，已经成为构建大规模语义知

识库的首要数据资源。本文提出的动态知识网络构建

过程，以在线网络百科为主，其它网页资源为辅，最

终融合为一个整体。 

3.1 构建方法 

概念及其属性、关系是构建动态知识网络的语义

基础，本文将概念的属性作为一种特定的关系来对

待，因此，动态知识网络的构建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

问题：①抽取概念节点；②抽取概念节点之间的关联

关系。下面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介绍。 

3.1.1概念节点的抽取 

概念节点是动态知识网络的主要元素，是知识的

承载者。概念节点的抽取主要从两类数据资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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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网络百科和其它网页资源。 

（1）在线网络百科中概念节点的抽取 

在线网络百科中概念节点的抽取相对简单，百科

中的词条在创建之初就由人提炼编辑，代表一定的含

义，因此其本身通常可以被看作一个概念，每个词条

有相应的解释页面，因此，概念节点的抽取主要从有

解释页面的词条名称入手，同时需要区分单义节点和

多义节点，不同的在线网络百科在抽取概念节点时方

法有所不同。通过研究，当前主要的开放网络百科中，

对于多义概念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有专门的

消歧页面，如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等；一种没有专门

的消歧页面，但是在解释页面的头部会有专门的多义

项标签加入区分，如互动百科和 360 百科等。不论哪

一种处理方式，通过下载打包语料数据（维基百科）

或者网页源码数据（百度百科等），然后进行解析和

处理，最后的抽取结果都可以映射到上文的节点表示

方法当中。 

（2）其它网页资源中概念节点的抽取 

动态知识网络中的概念节点以在线网络百科中

抽取的为主体，其它网页资源主要考虑与实际应用相

关的一些突发话题或者事件的新闻网页。从这些新闻

网页中抽取的概念节点有些已经在网络百科中存在，

还有一些不存在的可以补充到动态知识网络之中，共

同为实际应用提供语义知识支持。本文根据这些新闻

网页的特点，提出了基于改进互信息和信息熵相结合

的概念节点抽取方法。 

在统计语言模型中，可以用互信息来量化字符串

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如果一个字符串集是一个完整

的合成词，那么这个合成词的各个组成成分之间具有

比较高的关联系数，这个系数就是计算的互信息值。

设字符串集 itttS ...21 ，其中 S 是被切割后的某一段

字符串集， it 为字符串集 S 中经过词典机械分词后的

一个词串，用 SMI 表示 S 中各个词串之间的互信息

值，互信息有多种计算表达式，本文采用了简化了的

互信息计算表达式。 

)…()(

)…(

)…
)

)…(

)…()(

)…(

i21

i

i

i21

i21i

i

i21

i21

i

i

i21
S

tttftf

tttf

L

ttf(t

L

f(t
L

tttf

tttPtP

tttP
MI














，    (1) 

其中， (.)P 表示概率， (.)f 表示频率， L 为词

串总数。 SMI 越大，则 1t 、 2t 、… it 之间的关联程度

越紧密，S 越有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合成词。对于给定

的阈值 r ，若 rMIS  则可以将 S 作为候选合成词。 

实验表明，传统的互信息计算方法比较适合计算

2-gram 之间的紧密程度，对于大于 2-gram 的计算，

上式计算结果效果并不好，因为多词组合的合成词，

互信息计算值被其中某单个词的出现频率弱化掉了，

因此需要适当的补偿多词术语的计算值。本文提出在

原有 SMI 的计算基础上，增加补偿值 iN ( i 为 S 中的

组合词个数)。改进后的多词组合的合成词互信息计

算公式如下。 

i

i21

i

i

i21
S N

tttftf

tttf
MI *

)…()(

)…(





，    (2) 

iN 是一个与组合词中词串个数有关的参数，在

实验验证的基础上，本文设置补偿值 iiNi 2log ，结

果表明，增加补偿值的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多词组合

的中文领域合成词的召回率。 

在信息论中，信息熵是对不确定信息的一种度

量，本文利用信息熵评估一个字符串是否是一个完整

的词，它的原理是如果一个字符串组成一个完整的

词，则它独立于它所处的上下文环境，即其左右近邻

的变化越大，左右信息熵越大。设任意字符串

itttS ...21 ，称 1t 为 2t 的左近邻， 2t 为 1t 的右近邻。

一个字符串如果是一个词，那么它在文本中会多次出

现，并且其左右近邻往往是变化的，即它是独立于左

右近邻而存在的。本文采用信息熵对字符串的左右近

邻进行计算，分为左信息熵和右信息熵。设字符串 S ，

L 为 S 的左近邻集， R 为 S 的右近邻集合，则 S 的

左信息熵 )(SH l 计算表达式为： 

))(/1(log)()( 2 SPSPSH
L

l 





 ，         (3) 

其中， 



L

SfSfSP


 )(/)()( 为 L 中 出现的

概率， )( Sf  为 出现的频率。S 的右依赖 )(SH r 表

达式为： 

))(/1(log)()( 2 


SPSPSH
R

r 


 ，         (4) 

对于给定阈值 t ，若 tSH l )( 且 tSHr )( ，则

认为 S 是一个完整的组合词。 

在互联网的大数据背景下，特定领域新的概念层

出不穷，有时候在线网络百科也难以做到完全的覆盖

和快速的知识更新。在获取大量新闻文本语料的基础

上，基于互信息和信息熵相结合的概念节点抽取方

法，可以快速、准确地抽取新闻语料中的概念词，从

而作为网络百科抽取结果的有效补充。 

3.1.2  关联关系的抽取 

关联关系反映了概念节点的内涵和外延知识，是

知识的呈现者。关联关系的抽取主要考虑两大类关系

的抽取方式：确定性关系抽取和模糊性关系抽取。 

（1）确定性关系的抽取 

确定性关系主要是指关系类型可以明确表示的，

如同义关系、属性关系、家庭关系、地理位置关系、

组织隶属关系、工作关系等。对于在线网络百科而言，

信息是按照一套预先定义的结构来组织的，因此，在

抽取关联关系时，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一些结构化信

息组织方式。①同义关系的抽取：百科语料中的重定



第**卷 增刊            计 算 机 研 究 与 发 展                 Vol.**, Suppl. 

20**年**月               JOURNAL OF COMPUT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20** 

 

向页面不包含具体的解释内容，仅仅通过重定向链接

指向与当前页面主题相同的解释页面，这是对同一个

概念的不同语义表达，通过对重定向页面的分析可以

实现同义关系的抽取。②属性关系的抽取：网络百科

将信息框作为一种概念节点属性的组织方式，通过分

析页面中的信息框，结合一些简单的规则，可以抽取

部分概念节点的属性关系；③开放分类关系的抽取：

在概念节点的内容解释页面，通常使用一些词条标签

对该概念进行类别归类，我们将这一类关系称为开放

分类关系，作为一个集合使用无向超边表示。 

另外，通过一些特定的语言模式也可以实现确定

性关系的抽取。比如利用“别名”、“原名”、“简称”

等可以实现同义关系的抽取；利用“生于”、“出生”、

“诞生”等邻接日期信息可以抽取“出生日期”的属

性关系，邻接地理位置信息可以抽取“出生地”的属

性关系。这些语言模板可以作用于百科词条的正文内

容中，也可以作用于新闻网页语料中，从而实现部分

确定性关系的抽取。 

（2）模糊性关系的抽取 

模糊性关系主要是指概念节点之间的关系类型

难以明确定义，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某些联系，甚

至关联的程度很密切，通常表现为文本中的共现关

系。比如百科词条内容页面中大量存在的内链接信

息，这些链接信息表明了概念节点之间存在某种强度

的关联关系。对于此类关系的处理，我们主要采取计

算它们的共现频率，从而给出关联关系的数值化强度

表示。对于百科中的内链接概念节点，以页面为单位，

通过其它节点在该页面的出现频次，计算共现强度，

从而给出该页面所解释的概念节点与其它节点的关

联强度。另外，这种关联是具有方向性的，即“北京

故宫→清朝”与“清朝→北京故宫”的关联强度可能

并不一样，强度值从各自内容页面计算得到。对于新

闻网页中出现的概念节点，则以句子为共现单位，计

算节点间的互信息值，从而给出关联强度值。最终概

念节点间的关联强度值以从百科文本和新闻语料中

得到的两个数值加权得到，有些概念节点之间可能在

百科中的关联强度并不高，但是因为某些事件的发生

表现出很强的关联性，这是现实应用所需要的知识信

息，同时也体现了该计算方法的合理性。 

3.2  构建实验 

本文选择互联网上中文 360 百科和“2013 年叙

利亚化武危机”的新闻报道网页作为实验数据集，进

行动态知识网络的构建实验。 

（1）中文 360 百科的信息处理 

360 百科是 2013 年 1 月上线的网络百科，截止

2013 年底，抓取的网页源码文件共计 5732582 篇，

大小约 100G。抽取过程：①多义节点的处理：360

百科没有专门的消岐页面，多义概念节点的内容包含

在同一个解释网页中，有明确的标签进行区分。从网

页源码“<title>…</title>”中抽取多义项的统一表达

形 式 ， 如 “ 故 宫 ”； 从 源 码 “ <div 

id="meaning-item">…</div>”中可以比较方便地抽取

出该多义节点的不同义项条目，如“北京故宫”、“南

京故宫”等，通过分析处理可以得到概念节点的文本

表达。通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概念节点规模为

5813824 个。②其它信息的处理：网页源码“<div 

id="baike-card">…</div>”包含了该条目的摘要信息，

内容主要包括对条目的定义和解释等，通过语言模板

可以抽取出同义关系、位置关系等知识。如“台北故

宫，原名中山博物院，又被称为国立故宫博物院，位

于台湾省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网页源码“<div 

id="baike-info">…</div>”包含了该条目的属性信息，

以信息框的形式呈现，通过分析处理可以得到概念节

点的属性关系。如“（北京故宫，地点，北京市东城

区 景 山 前 街 4 号 ）”； 网 页 源 码 “ <div  

class="lemma-meaning" …>…</div>”包含了该条目

的主体描述内容，通过模式聚类可以抽取出概念节点

的各类关系信息。网页源码“ <dl><dt>标签：

</dt>…</dl>”包含了该条目的开放分类描述信息，

通过分析处理可以得到概念节点的开放分类关系。如

“北京故宫”的开放分类关系由超边{建筑、世界文

化遗产、宫殿、景点、博物馆}组成。通过上述处理，

最终得到关联关系规模为 19995579 个，其中无向超

边 2514567 个。 

（2）新闻报道网页的信息处理 

关于“2013年叙利亚化武危机”的新闻网页共

计 1980篇，文本文件，大小约 10M。①概念节点的

处理：通过基于改进互信息和信息熵相结合的概念节

点抽取方法，最终得到概念节点规模为 1082 个。②

关联关系的处理：该新闻语料主要体现了概念节点之

间的共现关系，最终得到共现关系规模为 57625 个。 

我们以 360 百科的信息为主，构建动态知识网

络，在此基础上，将新闻报道网页中抽取的信息补充

进去，其中重叠的概念节点 465 个，重叠的关系 26829

个。最终的动态知识网络概念节点规模 5814441 个，

关联关系规模 20026375 个。图 3 所示为构建完成的

动态知识网络的语义知识片段图。 

 
图 3 动态知识网络中语义知识片段 

3.3  实验分析 

本文以中文数据资源为主构建动态知识网络，构

建代价小，规模比较大，所抽取知识的准确性较高。

其中，面向百科数据的知识抽取，数据的结构化程度

比较高，抽取的知识针对性比较强，不论是概念节点

还是确定性关系的抽取，其准确率都超过 99%；模糊

性关系的抽取，其关系本身就是用来处理信息的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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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其准确性主要体现在概念节点自身的准确性方

面，因此，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面向新闻报道网页的知识抽取方面，概念节点的

抽取结果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阈值，实验中，我们将互

信息阈值设置为 0.05，信息熵阈值设置为 1.5，能够

获得较好的结果，其准确性达到 86.4%。另外我们设

置了人工校正环节，可以对抽取结果进行检验，以保

证最终进入知识网络的概念节点的可用性。关系抽取

时主要考虑模糊性关系，因此其抽取过程和面向百科

的数据类似，准确性主要体现在概念节点自身的准确

性方面，因此，也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总体而言，本文构建的动态知识网络知识覆盖范

围广，关联关系复杂多样；结构开放、灵活，可扩展

性强；面向应用，知识具有时效性。同时，语义模型

基于超图理论，具有处理不确定、不精确信息的能力，

以及较强的可计算性。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基于语义的自然语言处理的介绍，分

析了大数据环境下语义知识库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

上，结合语义本体和超图理论，提出动态知识网络语

义表达模型，并阐述了该模型的理论要素和知识表示

方法。在模型的指导下，面向互联网开放的大数据资

源，结合现有技术，研究了动态知识网络的构建方法，

并以 360 百科和新闻语料为数据源，实验性构建了动

态知识网络，从而为基于语义的自然语言处理提供了

语义知识支持。尽管目前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

究工作，但是，未来的工作仍然面临如下重要挑战。

①语义知识模型的完善。②动态知识网络支撑的自然

语言处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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