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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大数据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国计民生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事理作为认知智能
重要概念, 不仅帮助人们发现大数据所蕴含的国计民生的线索与发展规律, 而且帮助人们更好认知人
机物三元世界未来发展趋势. 考虑到人机物事理动态演化是工业大数据有别于其他行业大数据处理
的本质区别, 本文从人机物事理动态演化特性智能认知着手, 结合传统知识图谱在互联网领域取得的
成功经验, 提出了面向大数据领域的事理认知图谱构建与推断分析. 首先论述了事理认知图谱对推动
认知智能研究发展的贡献, 剖析了它与知识图谱异同之处, 深度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重要价
值. 其次阐述了事理抽取与泛化、多模态联合网络化合成表示、进化认知和推断分析等关键技术研究
最新进展以及面临的挑战. 最后, 结合我们课题组在事理认知图谱的研究进展情况, 归纳总结了事理
认知图谱在预防网络电话诈骗和安全生产管控等领域最新应用效果. 本文结尾总结和展望事理认知图
谱的未来研究方向和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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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引发的数据迅猛增长, 美国白宫率先发布了《美国白宫大数
据白皮书》, 随后欧洲各国启动大数据研究计划, 我国也颁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战略
举措, 推动大数据分析技术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等重要环节的应用. 例如: 美
国 GE 通用公司通过工业互联网技术实现对全球飞机发动机、发电装备的在线远程检测, 开启了全球
制造业数字化升级转型. 截至 2018 年, 发达国家的 GDP 数字经济占比已经达到了 34.8% [1] . 预示着
大数据已成为众多产业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挖掘与释放大数据价值成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方
引用格式: 王军平, 张文生, 王勇飞, 等. 面向大数据领域的事理认知图谱构建与推断分析. 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 2020, 50: 988–1002,
doi: 10.1360/SSI-2019-0273
Wang J P, Zhang W S, Wang Y F, et al. Constructing and inferring event logic cognitive graph in the field of big data
(in Chinese). Sci Sin Inform, 2020, 50: 988–1002, doi: 10.1360/SSI-2019-0273

c 2020 《中国科学》杂志社
⃝

www.scichina.com

infocn.scichina.com

中国科学 : 信息科学 第 50 卷 第 7 期

向, 归根结底大数据蕴含着推进产业供给侧改革、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决策线索, 也就意味着谁率先
掌握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律数据 (包括个体兴趣偏好、群体消费趋势、关系和行为分析等), 谁就可
以在市场营销、商业计划、社会规划、经济建设中做到科学施策, 合理优化产业资源, 重塑产业价值链,
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模式 [2] .
大数据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 催生了企业数字化升级转型, 积累了规模巨大、来源分散、模态多样
性的人机物运行机理数据资源. 这类大数据特性使得现有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数据仓库等技术难以
胜任海量数据组织管理任务. Google 的知识图谱 (knowledge graph) 通过三元组对概念实体、属性和
关系等核心要素进行形式化地描述, 以最小的代价将大规模网络信息有效组织起来, 开辟了互联网领
域的数亿实体、属性和关联关系的可视化存储、组织和管理. 知识图谱在网络搜索 (Freebase, Dbpedia,
Wikidata, YAGO) 中广泛应用, 满足了人们快速获取所需信息和全面掌握潜在价值的迫切需求. 缺乏
深度剖析人机物运行机理数据蕴含决策价值的能力, 主要聚焦在: (1) 知识图谱仅聚焦实体概念及关
系组织管理, 缺少洞察产业运行机理演化规律、资源合理配置和风险传播路径机制; (2) 现有产业大数
据以多源、多学科和多类型非结构化的形式存在、蕴藏人机物运行机理演化知识, 使得知识图谱难以
在有限时间内提取准确有效的决策知识, 清晰地展示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针对知识图谱面临困境, 先后诞生了谷歌大脑、IBM Watson、微软 Azure、阿里大脑、百度大脑
等, 开启一种全新的海量数据智能计算模式, 以其卓越处理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和智能化人机交互
能力, 掀起了全球学术界和产业界研究高潮. Liu [3] 提出事理 (event logic) 概念, 并采用有向图模型形
式化表征人机物行为演化机理, 推进事理概念与金融产业深度融合. 伴随 AlphaGo 在围棋领域战胜人
类, 工业机器人、情感陪护机器人等问世, 充分证明事理认知是人工智能从弱智能走向强智能的必有
之路 [4] . 本文总结了国内外已取得与事理认知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 从事理认知计算角度, 提出了事
理认知图谱, 全面阐述了跟事理逻辑表示、认知学习、推断分析等密切相关技术的最新进展. 结合我们
团队在事理认知技术及应用的研究进展, 梳理事理图谱在安全生成管控、预防诈骗等领域应用的推广
途径. 最后对事理认知图谱未来发展的挑战和趋势进行总结与展望.

事理认知图谱

2
2.1

基本概念

谷歌大脑、IBM Watson、微软 Azure、DeepMind AlphaGo、阿里大脑、百度大脑等问世, 表明事
理 是人类识别、推理和理解社会发展的重要概念. 他们以卓越处理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数据能力,
帮助企业掌握人机物要素行为机理演化规律, 洞察行业发展趋势, 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 深受社会各行
各业的青睐. 本文结合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和提炼, 从人工智能的认知计算角度, 提出了事理认知
图谱, 采用五元组 ⟨ 事件、状态、行为、时间、关联影响 ⟩ 概率图模型, 形式化描述现实世界中人机物
几何结构、状态和行为等事理 (如图 1) [5] . 对事理逻辑进行推理、分析、对比、归纳、总结和论证等加
工处理, 就像人类大脑一样通过视、听、触、理解等多种感知通道把外界信息转换为内部判断机理模
型一样, 使得事理认知图谱具备高动态、高维度、多模式分布式大场景人机物事理演化的感知、智能
描述和跨媒体推理分析等能力.
[3]

事理认知图谱与知识图谱相比, 它是人工智能 2.0 时代崭新研究领域, 从认知智能角度出发, 以理
解现实世界人机物的行为演化机理为研究对象, 重点刻画事件之间的顺承关系、因果关系、条件关系
和上下位等事理逻辑, 真实刻画企业价值链的运行规律和模式. 具体区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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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 logic cognitive graph

图 1 (网络版彩图) 事理认知图谱概念、核心技术及应用生态
Figure 1

(Color online) The event cognitive vault concepts, key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1) 事理认知图谱从现实世界人机物活动状态、行为、事件、场景等多模态数据中自动抽取事理
逻辑知识, 以刻画事理演化规律为研究对象, 而知识图谱以从大规模结构化数据抽取实体概念及关系
为研究对象, 以图形式化方式分类整理成结构化知识, 方便人们检索各种类型知识.
(2) 事理认知图谱的边表示事理逻辑规则, 即顺承关系、因果关系、条件关系和上下位等, 边上标

注概率信息、逻辑规则概率分布, 而知识图谱的边表示实体间确实存在链接关系, 也就是说某一条属
性或关系要么成立, 要么不成立.
2.2

基本组成结构

事理认知图谱基本结构 (如图 2), 按照从底向上思路, 划分为异构数据层、事理表示层、推理计算
层和智能服务层等 4 部分, 具体如下:
(1) 异构数据层, 主要汇聚了现实世界人机物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状态、行为、事件、场景等多模态

海量异构数据. 这类数据以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等形态存在, 完整提供了现实世界中数以亿
计人机物的所言所行多模态数据.
(2) 事理表示层, 采用网络表示方法实现对数以亿计人机物的所言所行多模态异构数据跨媒体统

一表征, 提取数以亿计人机物事理、特征及逻辑关系, 在信息空间构建数以亿计人机物实体、状态和行
为等演化语义网络, 能够支持对数以亿计人机物事理节点删减、新增等动态变化, 对节点间时空关联
关系动态变化等进行动态存储、组织和管理.
(3) 推理计算层, 采用利用统计分析和图神经网络的逻辑推理技术, 不断优化事理表示层时空演

化网络的结构和参数, 按照用户意图从上下文情景中获取不同事理主题之间各种各样复杂逻辑网络结
构, 并采用跨模态信息完整性分析技术, 解决事理图谱补全和事理图谱去噪等问题, 进而使事理图谱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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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版彩图) 事理认知图谱分层结构
Figure 2

(Color online)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event cognitive vault

更加丰富和完善, 形成实时计算大脑系统.
(4) 智能服务层, 主要面向行业提供智能问答、智能搜索、舆情分析、用户画像、智能设计、智能

诊断、智能生产、反欺诈等智能服务工具, 让机器具备人类认知事件发展规律能力, 从杂乱无章多模态
数据中, 获取人类认知世界的常识, 掌握人类发展规律, 同时让人类借助事理演化图谱更好地从客观
世界中去挖掘、获取和沉淀知识, 这些知识和人工智能系统形成正循环, 做到人类与机器自然交互途
径, 构建共融共生的混合增强智能生态.

3

事理认知图谱自动构建技术

事理认知图谱自动构建技术, 以多模态数据 (包括文本、音视频、图片、文字、消息等) 为源头, 按
照事理认知图谱的 4 层基本结构体系, 重点归纳总结事理抽取、多模态逻辑关系融合表示、事理进化
认知推理等自动构建关键技术研究进展, 详细阐述如何对现实世界蕴含的事理、属性特征和逻辑关系
的自动抽取与泛化, 生成各种事理及逻辑规则, 并消除不同情境的逻辑概念的歧义, 剔除冗余和误差
等, 形成有向图形式的事理知识库.
3.1

事理及规则自动抽取

事理及逻辑关系自动抽取是构建事理认知图谱最重要的步骤, 从多模态、高维度、高噪声、多样
性等特性的数据层, 自动抽取各种类型的事理概念、属性和逻辑关系 (顺承、转折、因果、递进、关联、
解释等), 并对它们进行抽象与泛化. 这部分研究工作重点聚焦在主题事件及属性自动抽取和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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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抽取等主题上.
主题事件及属性自动抽取. 最初, Liu 等 [6] 采用启发式算法与人工编写规则相结合的方法从文
本、语音和视频中自动抽取文本关键词实体. 然而, 基于规则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不仅需要耗费
大量人力, 而且可扩展性较差, 难以适应上下文数据的变化. 随后, 人们开始尝试采用统计机器学习方
法辅助自然语言处理方法, 解决命名实体抽取问题, Liu 等 [7] 利用 K- 最近邻算法和条件随机场模型,
实现了对 Twitter 文本、语音和视频数据中包含实体的识别. 然而迄今为止, 单纯基于有监督学习的
实体抽取方法, 在准确率和召回率上的表现都不够理想, 且算法的性能依赖于训练样本的规模, 对此
类方法的发展形成了制约.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 Rawat 等 [8] 提出了一种条件 Wasserstein 生成
式对抗网络模型 (conditional Wasserstein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CWGAN), 该模型借鉴条件
生成式对抗网络以文本描述为条件的图像概率分布的思想, 完成命名实体识别以句子序列为条件获得
标注序列概率分布的任务. 该模型的生成器和判别器都采用双向 LSTM 结构, 不同的是生成器生成命
名实体标签的概率分布, 判别器则为生成器的生成质量打分并反馈给生成器, 生成器根据反馈更新梯
度从而提升生成标签概率的质量. 另外, CWGAN 采用梯度惩罚的方法来保证梯度在后向传播的过程
中保持平稳. 实验表明 CWGAN 方法在命名实体识别的事理抽取的准确率和召回率上最优. 构建跨
越自然语言理解与计算视角相融合的智能描述与生产方法体系, 实现从图像、文本、视频和语音等多
模态数据从单一抽取向多模态并行自动抽取的转变.
逻辑关系自动抽取就是从数以亿计人机物事理节点全概率分布环境中可视化探索出事理之间的
逻辑关系, 例如, 顺承、转折、因果、递进、关联、解释等. 当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事件因果关系抽
取上, Zhou 等 [9] 提出采用多实例多标签 (multi-instance multi-label) 方法对关系抽取进行建模, 刻画
一个实体对可能存在多种关系的情况. Socher 等 [10] 提出使用递归神经网络解决关系抽取问题. 该方
法首先对句子进行句法解析, 然后为句法树上的每个节点学习向量表示. 通过递归神经网络, 可以从
句法树最低端的词向量开始, 按照句子的句法结构迭代合并, 最终得到该句子的向量表示, 并用于关
系分类. 该方法能够有效地考虑句子的句法结构信息, 但同时该方法无法很好地考虑两个实体在句子
中的位置和语义信息. Zeng 等 [11] 提出用卷积神经网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进行关
系抽取, 采用词汇向量和词的位置向量作为卷积神经网络的输入, 通过卷积层、池化层和非线性层得
到句子表示. 实体的位置向量和其他相关的词汇特征使得句子中的实体信息能够被较好地考虑到关系
抽取中.
但是由于 CNN 不适合学习长距离的语义信息, Zhang 等 [12] 使用双向循环神经网络抽取文本中
的关系, 虽然该模型能利用上下文信息, 但是上下文的范围受梯度消散问题的影响, 难以取得预期效
果. 为此, Miwa 等 [13] 提出了一种基于端到端神经网络的关系抽取模型. 该模型使用双向长短时记忆
模型 (long-short term memory, LSTM) 和树形 LSTM 同时对实体和句子进行建模, 在数据集 SemEval2010Task8 上取得了最好的效果, 与之前的模型相比, 该方法效果取得较大幅度提升. 同时, 考虑到上
下文信息以及训练速度. 但多数现有的因果关系抽取方法都需要人工定义模式和约束, 且严重依赖知
识库. Feng 等 [14] 利用生成式对抗网络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 的对抗学习特性, 将带
注意力机制的双向门控循环单元神经网络 (bidirectional gated recurrent units network, BGRU) 与对
抗学习相融合, 通过重定义生成模型和判别模型, 基本的因果关系抽取网络能够与判别网络形成对抗,
进而从因果关系解释信息中获得高区分度的特征. 事实上, 事理逻辑关系蕴藏于不同模态和类型的信
息源中. 我们需要探索如何利用多语言文本、图像和音频信息进行关系抽取. 事理顺承关系抽取受语
料标注的限制, 研究进展相当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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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网络版彩图) 多模态联合网络化合成表示技术路线
Figure 3

3.2

(Color online) The multi-mode joint network synthesis representation technology map

多模态逻辑网络化合成表示

随着数字设备的普及, 特别是以智能平板电脑、手机为代表的便携式设备的普及, 人们更加方便
地通过这些设备拍摄照片, 这些记录信息常常不是由单一类型的数据组成的, 而更多的是由文本、音
频、图像、视频等多模态形式的数据构成. 我们通过事理抽取与泛化方法从海量多源异构的文本、图
像、视频等多模态数据中, 提取以亿计人机物事理节点及逻辑关联关系. 由于这些事理节点及关联关
系以碎片化、独立分布、噪声大、信息不完备等形式存在, 我们采用多模态联合网络化合成表示 (如
图 3) 将这些海量不同模态事理节点及关联关系转换成计算机可识别和处理的内容, 并进行统一表征
描述、组织、管理、搜索、分析等, 形成统一的特征描述, 支撑事理智能描述与处理. 主流方法是网络
表示学习, 划分为网络节点嵌入表示、事理属性嵌入表示和多模态异构网络合成.
当表示机器学习推动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在网络信息自组织领域广泛应用, 网络节点嵌入表示算
法将网络信息转化为低维稠密的实数向量, 并将其用作已有的机器学习算法的输入. 最典型例子是
DeepWalk [15] , 它将事理视为概念并生成短随机游走, 从而弥补网络嵌入和单词嵌入之间的差距. 然后,
可以将诸如 Skip-gram 之类的神经语言模型应用于这些随机游走以获得网络嵌入. DeepWalk 的优点
可以概括为: 首先按需生成随机游走, 对每个事理及逻辑样本进行了优化; 然后随机游走和 Skip-gram
的组合使 DeepWalk 成为在线算法; 最后 DeepWalk 是可扩展的, 生成随机游走和优化 Skip-gram 模
型的过程都是高效且平凡的并行化. 最重要的是, DeepWalk 引入了深度学习图形的范例. Node2vec
是 DeepWalk 的扩展, 它引入了一个偏向的随机步行程序, 结合了广度优先搜索 (breadth first search,
BFS) 风格和深度优先搜索 (deep first search, DFS) 风格的邻域探索, 然而计算训练复杂度越来越复
杂. Petar 等 [16] 提出了一种图注意力网络 (graph attention networks, GAT) 模型, 使用多尺度网络表
示方法, 能够从原始样本中, 不预先确定超参数来控制上下文节点分布, 而是自动学习对图转换矩阵
的幂集的事理逻辑网络, 然而很难探索节点样本探索. SDNE [17] 方法通过深度自动编码器保持两跳邻
居之间的接近度. 它通过最小化它们的表示之间的欧几里德距离, 进一步保持相邻节点之间的接近度.
他们采用随机冲浪策略捕获图形结构信息, 将这些结构信息转换为 PPMI 矩阵, 并训练堆叠去噪自动
编码器 (stacked denoising auto encoder, SDAE) 以嵌入节点.
为了模拟不同类型的节点和边缘, 大多数异构网络嵌入方法通过联合最小化每种模态的损失学习
993

王军平等: 面向大数据领域的事理认知图谱构建与推断分析

图 4 (网络版彩图) 事理情境进化认知技术路线
Figure 4

(Color online) The event logical situational evolutionary cognition technology map

节点嵌入. 这些方法要么直接在相同的潜在空间中学习所有节点嵌入, 要么事先为每个模态构建嵌入,
然后将它们映射到相同的潜在空间. Chang 等 [18] 提出了异构网络的深度嵌入框架, 首先为每种模态
(如图像、文本) 构建一个特征表示, 然后将不同模态的嵌入映射到同一个嵌入空间. 优化目标是最大
化链接节点的嵌入之间的相似性, 以及最小化未链接节点的嵌入, 可实现边在相同模态内的两个节点
之间以及来自不同模态的节点之间. HEBE [19] 是一种嵌入大规模异构事件网络的算法, 其中事件被
定义为网络中一组节点 (可能是不同类型) 之间的交互. 虽然先前的工作将事件分解为事件中涉及的
每对节点之间的成对交互, 但 HEBE 将整个事件视为超边界并同时保留所有参与节点之间的接近度.
EOE [20] 是用于耦合异构网络的网络嵌入方法, 其中两个同构网络与网络间边缘连接. EOE 学习两个
网络的潜在节点表示, 并利用和谐嵌入矩阵将不同网络的表示转换为相同的空间. 为了构建随机漫游,
Metapath2vec 使用基于元路径的漫游来捕获不同类型节点之间的关系, 在模型优化期间考虑节点类型
信息.
3.3

事理规则认知学习

事理情景认知推理 (如图 4) 是指面向多模态统一表征网络, 通过不确定性推理与决策、深度强化
迁移学习、主动学习等认知推理方法, 充分挖掘事理异构网络模型之间的多层次语义关联、时空关联
等, 实现事理属性及逻辑校正、消除概念的歧义、剔除冗余和错误概念, 从而实现基于明确规则与特定
领域的 “计算智能”, 到语音、图像、视频识别解释的 “感知智能”, 再到具备理解、推理和解释的 “认知
智能”, 使得计算机自然表达与人类认知理解基本统一, 进而使得机器与人类的自然交互成为现实. 为
事理认知图谱广泛应用到客户画像、精准分析、智慧搜索、智能推荐、智能解释、自然人机交互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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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提供智能模型, 以解放人类脑力, 显著提高机器生产力. 这部分研究工作主要分为 3 类.
(1) 基于规则模板的主题事件归纳方法. 由于相同事理逻辑来源于多个不同文本、音频、视频和
图像等渠道, 造成了包含事理、属性和逻辑关系在不同场景的冗余问题, 当前研究主要采用语义模板
生成一个完整事理逻辑关系的标准模板, 建立不同来源事理关系的标准共享空间, 然后将所有数据投
影到该空间. 比如早期的 CCA 方法, 通过线性函数尽可能地将成对出现的图像和文本数据投影到共
享空间的同一位置. 该方法的缺点是, 只分析了不同组变量间每个维度 X 与每个维度 Y 之间的关系,
而忽略了 X 与 Y 这两组变量内部的关系. RSKCCA 算法 [21] 是一种事理逻辑关系统计分析工具, 能
特征化两组多维变量的非线性关系. 可以提高原始向量空间的维度, 并增加其灵活性. 常用的核函数
包括: 线性核函数、Q 阶多项式核函数、高斯径向基础函数 (radial basis function, RBF) 核函数和多
层感知器 (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 核函数.
(2) 基于关系迁移的不同情景逻辑规则认知方法. 随着人机物事件之间在时间、空间上相继发生

的态势变化, 上下文情景事理逻辑关系出现不确定性演化, 由于先验数据不足, 难以有效认知未来事
理逻辑演化趋势. Mihalkova 等 [22] 提出了一种关系知识迁移马尔科夫 (Markov) 网络算法, 该算法
将关系知识通过马尔科夫逻辑网络跨关系域迁移, 将实体及其关系从源域连接到目标域, 比方说生物
病毒传播规律到计算机病毒传播规律的迁移. 然而难以处理非欧几里德数据空间情景演化, Parisotto
等 [23] 提出了一种基于行为模拟 (actor-mimic) 的多关系深度迁移方法, 它可以基于一组相关的源任
务预训练一个深度策略网络, 通过监督信号的指导, 使得单一的策略网络学会各自任务相对应的策略,
并将学习到的知识迁移到相似的新任务中. Rusu 等 [24] 提出了一种基于渐进式神经网络的迁移深度
强化学习方法, 解决从仿真环境中迁移知识到真实环境的难题. Silver 等 [25] 提出了一种同时泛化状态
和目标空间的通用值函数逼近器, 实现了已学习到的关系知识迁移到那些未知不确定性的动态演化环
境. 但随着目标不同的新任务规模增长, 算法性能不够理想. Wang 等 [26] 提出基于共享子空间的多任
务在线学习与快速决策方法, 有效解决了在大规模连续状态 – 行为空间的多任务学习泛化和快速准确
决策问题.
(3) 基于 CNN-RNN 的规则智能描述方法. 基本思想是利用 CNN 提取文本、语音和图像在特定
场景下的事理特征编码, 然后利用 RNN 作为解码器, 将文本、语音和图像逐句生成对应的顺承、转
折、因果、递进、关联、解释等智能描述. Wang 等 [26] 提出了一种多模 RNN 模型, 首先使用 CNN 提
取图像的顺承、转折、因果、递进、关联、解释等特征, 并形成事理逻辑嵌入向量, 然后将文本、视频
和图像等多模态关联逻辑嵌入向量, 形成多模态智能要素表达. Xu 等 [27] 提出了自然语言处理的注意
力机制, 将注意力机制应用到多模态事理网络认知建模, 使得在生产相关单词时将人的注意力更多集
中在对应的物体上. 另外最近深度强化学习被提出后, 成为自动描述文本、视频和图像等多模态分层
关联网络的重要方法. 在视频、图像、音频和文本等内容的跨模态描述方面, Karpathy 等 [28] 提出了
使用基于区域 CNN 的概念实体及属性抽取和双向 RNN 技术, 考虑到人类对外界信息的认知依靠不
同感官信息在线自动合成, 已达到整体理解外部环境目标, 本文借鉴人类认知机理, 对机器认知模型
信息合成和全局泛化理解能力进行改进, 实现了机器认知从一般化到针对特定人特定情景的个性化描
述转变, 学习机制从单纯的数据驱动向数据与知识交互驱动. 但是当前方法主要集中在图像语义智能
解析与理解, Zhou 等 [29] 提出了一个基于协同学习框架的孪生神经网络模型, 来优化和补充地理兴趣
点 (point of interest) 的标签生成方法, 解决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源的协同学习、关联认知, 从而实现
了跨模态的知识认知、表达和知识联合交互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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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则演化推断分析技术

事理演化推断分析是面向特征场景, 生成各种客户画像、精准分析、智慧搜索、智能推荐、智能解
释、自然人机交互、深层关系推理等模型的重要工具, 发掘和释放特定行业大数据的潜在价值的根本
途径, 研究面向特定场景的事理模型推断分析技术是当前事理认知图谱领域的重要任务.
4.1

基于统计学习的演化推断分析

大多数事理应用所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形式化地表述为概率模型中的推断问题. 在推断问题中, 针
对实际应用事理模型随机变量集合 S 中变量的取值分布, 采用生成式模型或判别式模型为问题建模,
并运用针对具体模型的推断算法计算事理模型概率分布情况. 常用的基于团树的精确推理, 能够计
算查询变量的边缘分布或条件分布的精确值, 但其计算复杂度随着图模型的树宽呈指数增长, 因此适
用范围有限. David 等 [30] 提出了相关主题模型 (correlated topic model)、层次贝叶斯逻辑斯蒂回归
模型 (Bayesia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等非共轭模型, 以及基于坐标上升优化迭代过程的拉普拉斯
(Laplace) 变分推理和 delta 变分推理方法. Ranganath 等 [31] 提出黑盒变分推理 (black box variational
inference) 算法, 把目标函数的导数作为变分近似的期望, 将仅适用于特定模型上的一般变分推理算法
进行了推广, 从变分近似抽样得到梯度值, 用以更新模型的参数值, 使变分推理算法适用于更广泛的
领域. Sun 等 [32] 针对噪声聚合数据, 诸如列联表数据或计数数据上的集合图模型 (collective graphical
models), 提出期望最大近似边际推理算法. Bernhard 等 [33] 对图模型联合分布的析取范式 (disjunctive
normal form) 作为查询条件的近似推理问题, 提出了近似边际推理 (approximate marginal inference)
算法, 从而推广了仅局限于简单边际查询的经典推理技术. 在生成式模型中, 我们已知包含感兴趣变
量集合在内的一些相互联系的变量的联合分布, 以及其中可观测变量的观测值 (或真实值), 目标是以
可观测变量为条件计算目标变量的条件概率. 在判别式模型中, 我们已知包含感兴趣变量集合 S 在内
的一些相互联系的变量与另一些可观测变量之间的联系, 即以可观测变量为条件的条件分布, 以及可
观测变量的观测值, 目标同样是计算感兴趣变量集合 S 中的变量的条件概率.
4.2

基于图神经网络的演化推断分析

图神经网络 (graph neural networks, GNN) [34] 开启了深度学习在非欧几里德数据上的处理能力,
在社会科学、社交网络、知识图谱、推荐系统、生命科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GNN 不仅对动态知
识演化特性建模能力表现出优越特性, 而且以其令人信服的性能和较高的可解释性, 已成为事理图谱
逻辑关系推断分析的重要研究方向. Levie 等 [35] 在深入分析了 GFT 模型后, 提出了序列图神经网络
模型, 实现了多模态异构事理模型多粒度融合与演化学习推理机制, 有效降低了由于虚假关联带来的
推理预测虚警问题, 对于演化学习问题, 将形式化推理转化成时序学习或者跨域学习问题. DeepMind
研究团队 [25] 将图神经网络与强化学习相结合应用于围棋机器人, 升级 AlphaGo 的事理认知系统, 推
断出尚未被人类棋手发现的知识, 在各种人机对抗当中取得了胜利. 为了控制泛化风险及推理错误,
Yoshua 等 [36] 提出了图马尔科夫神经网络 (graph Markov neural networks, GMNN), 结合了关系马尔
科夫网络的预测和图神经网络的强大特征表示二者的优势. 在网络模型 E-step 推理过程中, 关系马尔
科夫网络有效求解了对象标签的最大似然后验分布; 在 M-step 特征学习中, 使用图神经网络对局部
标签依赖关系进行建模, 二者协作 N 次迭代优化事理逻辑推理过程中参数约简和先验逻辑共享问题.
GMNN 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大规模图模型邻接关系预测, 然而现实世界中多模态数据具有多样性和动
态演化特性, 仅依靠文本推理很难充分挖掘多模态事理蕴含的语义信息. Michelle 等 [37] 提出了多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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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网络版彩图) 基于事理认知图谱的预防网络诈骗应用
Figure 5

(Color online) The event cognitive vault-based prevent network fraud system

空间演化推理学习算法, 采用图神经网络表示学习方法, 按照时间序列对齐的多感官异构多模态数据,
将不同视角感知输入编码为一个紧凑联合表示函数, 生成了多视角图神经网络模型, 基于该模型进行
联合推理, 丰富接触的操作任务的价值, 增强了多模态事理自我监督推断训练能力, 消除了手工注释
的限制. 所取得成果表明图神经网络是跨媒体事理演化推断的重要途径. Zhu 等 [38] 提出了基于强化
学习的因果关系发现算法, 将强化学习应用到多模态变量因果评价打分法中, 通过基于自注意力机制
的自编码图神经网络探索多模态数据之间的关系, 结合因果结构的条件, 并使用策略梯度的强化学习
算法对多层次自编码神经网络参数进行训练, 最终得到多变量因果图结构. 所取得研究成果为认知事
理之间的顺承、因果、条件和上下位等关系开辟新的研究思路. 简而言之, 上述成果为研究多模态事
理逻辑推断分析方法体系开辟新的研究思路, 然而探索揭示现实世界的事理演化规律推断分析方法是
人工智能新的研究方向.

5

事理认知图谱的前沿应用

事理认知图谱作为人工智能时代崭新的研究领域, 其核心技术及应用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 本节
考虑如何向学术界和产业界展现事理认知图谱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结合国内外对事理认知
应用的思考, 结合我们团队在事理认知图谱理论及应用研究的最新进展, 选取预防网络诈骗和安全生
产管控系统作为事理认知图谱的前沿应用范例, 帮助大家深刻理解事理认知图谱行业应用价值.
5.1

基于事理认知图谱的预防网络诈骗系统

近些年来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移动终端的兴起, 使得传统商业线上交
易模式得以实现. 这种模式出现给大众带来快速便捷的金融服务, 同时伴随大量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日
趋严重, 引发网络电话诈骗事件层出不穷. 传统的反欺诈信息手段主要依赖于人工审核信息来源真实
性, 而现有身份证、手机号码、银行流水等材料的伪造成本非常低, 反诈骗机构难以有效获取网络电
话诈骗信息传播规律, 难以准确识别诈骗线索和手段演化路径. 本案例结合我们团队在事理认知图谱
研究的最新进展, 选取现有已发生电话诈骗 100 万条左右文本、音频等信息为训练数据集, 采用事理
特征提取、网络化合成表示、归纳推理分析、误差评估等事理图谱构建技术, 识别出覆盖校园贷、网
络贷款、冒名办卡透支欠款、冒充公检法机关处理违法事件、帐户钱款不翼而飞、个人名誉无端受损
等常见网络电话诈骗信息传播行为特征, 形成网络电话诈骗事理认知图谱 (如图 5). 选取中国某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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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版彩图) 基于事理认知图谱的全生产隐患风险主动预警系统
Figure 6

(Color online) The event cognitive vault-based active warning system for all production risks

商 10 万级用户群在线交互信息作为测试数据, 采用事理相关性推断分析、博弈演化评估等技术, 代替
人工审核, 进而总结出各种网络电话诈骗手段运作规律, 从历史序列值和当前序列值中合理推断出未
来发生可能的概率, 找出欺诈者的蛛丝马迹, 挖掘其数据的矛盾点和可疑点, 取得了实时准确识别出
95000 条电话诈骗信息, 及时阻止受害财产损失的效果. 将网络电话诈骗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 帮助运
营商提升事前主动预防网络电话诈骗发生.
5.2

基于事理认知图谱的安全生产管控系统

现有常规性预警技术受安全生产非常规态的前兆特征真假难辨、症兆隐蔽、波动性强等干扰, 造
成了预警滞后困局. 本案例以我们团队和国家能源集团某水电开发公司联合承担项目为背景, 选取近
五年已发生的人员、设备、大坝、地灾、防汛、环境污染等事故历史数据作为训练样本, 采用卷积神经
网络 CNN、双向 LSTM 和双向循环等深度学习, 从文本、视频和图像等多模态的事故训练数据集中,
萃取了人员事故、设备事故、大坝事故、地质危害、汛期损害、环境侵蚀等时空特征机理. 复盘已发生
的人员事故、设备事故、大坝事故、地质危害、汛期损害、环境侵蚀等历史情景, 对历史数据进行因素
分析、模式识别、误差评估, 总结客观规律和模式, 发现重要的线索与模式, 建立梯级水电站群安全预
警事理认知图谱 (如图 6). 采用因果关联推断分析、归纳推理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等事理推断
分析技术, 构建特定场景发生地质灾害、大坝变形、大型设备运行状态、人员技术事故、隐患点突变、
水质污染等事故预警规则库, 结合产生人员、设备、大坝、地质、防汛、环境等运行状态实时数据, 预
测未来安全态势发展趋势. 形成基于事理认知图谱的全生产隐患风险主动预警系统, 主动发现潜在安
全事件线索, 挖掘其安全线索的矛盾点和可疑点, 实施后取得了人员误操作毫秒级实时预警, 设备故
障提前 10 天预警, 地质灾害、环境损害等识别准确率提升到 97% 左右的效果.

6

总结与展望

事理认知图谱是人工智能领域崭新的研究领域, 它是网络、工业、交通和医疗等领域构建从多模
态大数据到有价值知识转化的重要载体, 通过事理认知图谱源源不断地给行业提供实体、场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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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题等关联有价值知识, 完成从知识到决策的计算过程. 事理认知图谱完美解决了人工智能领域从
数据到决策的技术瓶颈. 因此, 开展面向大数据领域的事理认知图谱构建与推断分析研究, 是新一代
人工智能的重要前沿研究课题,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事理认知图谱构建与推断分析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但是在以下方面仍然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
(1) 事理模式感知与理解. 以文本、音视频、图片、文字、消息等多模态为载体的大数据已经成为

电信网络、工业、交通等行业应用数据主流形态, 那么这些行业大数据还包含着高维分类标注、多样
性内容标签、格式编码复杂、内容集成、流化处理、隐私安全保护等诸多高噪声信息. 这些数据除了数
据量巨大以外, 还具有多源异构、语义时变、时效性强的特性. 这些特性使得对现有处理高噪声多模
态数据方法难以胜任, 造成非结构化数据识别很难有效应用推广, 需要探讨新的事件语义特征提取与
编码方法.
(2) 多模态事理演化统一表示. 现有电信网络、工业、交通等行业大数据随着时间变化数据节点模

态及关联结构不断动态变化, 使得现有网络表示学习方法, 如: Network Embedding, Graph Embedding
和 DeepWalk 等, 造成了 “信息多但用不了, 有信息但找不到” 的局面. 特别地, 产业大数据具有模式
多样、内容难于理解、关联复杂多变、价值难以有效识别、质量良莠不齐、真伪难以判定等复杂特性,
使得现有度量并刻画数据复杂性和厘清内在因果逻辑等技术难以应对.
(3) 跨模态语义理解与挖掘. 事理认知图谱通过跨媒体数字孪生、演化表示等方法, 快速构建了

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的电信网络、工业、交通环境, 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自主权, 使得人
类社会的信息化水平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通过分析事理演化规律给人们极大认知现实世界事理发
展规律、社会发展不断创新、产业升级改造等带来前所未有的进步, 我们沉浸在这种喜悦环境的同时,
也带来了信息产业社会化、信息内容碎片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问题, 给现有基于策略推理、近似推
理、跨模态关联分析等语义理解方法带来前有未有的挑战. 例如大数据中的群体行为模式尚未得到深
刻理解和充分掌握, 导致产业发展信息的可信性、传播的可预测性、群体行为的可控性等方面仍处于
一种无序状态, 造成人们创造大量产业发展数据却对其知之甚少的现状. 在工业大数据领域, 如果我们
不深入分析机器参数演化及群体行为的原动力和本质特征, 那我们就很难准确预测设备运行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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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nd inferring event logic cognitive graph in the field
of big data
Junping WANG1* , Wensheng ZHANG1 , Yongfei WANG2 & Zhengya SU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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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increasing impact of big data on the economic operation mechanism, including global
production, circ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event logic (EL)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mining and releasing the potential value of big data. Besides its critical role in exploring the clues and rules of
digital economy, EL will also help people better underst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ernary human-cyberphysical universe. Consider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EL is the essential diﬀerence between industrial big
data and other big data. Therefore, we propose a constructing and inferring EL cognitive graph in the ﬁeld of big
data. Firstly, we introduce the great opportunities oﬀered by the knowledge graph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ead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ew digit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moting the cross-development of sociolog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econdly, we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EL cognitive graph and expound the progress and critical technical challenge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EL cognitive grap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aspects of multi-granularity acquisi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EL, multimodal association and fusion, evolution analysis and mining of EL behavior.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our works in EL cognitive graph, we summarize the eﬀect of EL cognitive
graph in the prevention of network fraud and the control of safe production as well as summarize and anticipate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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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big data, knowledge graph, event logic cognitive, analysis of human-machin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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