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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基于语义网络的知识表示 , 并利用基于知识的方法将 SNetL 的知识表示转换为谓词逻辑的表

现形式 ,将其用于推理。本文讨论知识表示的交互式输入方法以及中间模型的设计。按 SNetL 语言的描述

机制 ,确定了用户描述的控制 、导航方式 ,并研究转换中的规则和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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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时代的智能系统应该能充分利用人类积

累的丰富知识 ,组成智能系统群组 ,共享知识 ,协

同工作 ,以达到专家组智能水平。在传统智能系

统中有多种知识表示的方法 ,语义网络是其中之

一。语义网络最初用于知识模型构造和自然语言

理解 ,随着研究的进展 ,人们逐渐认识到它是一种

强有力的知识表示工具。利用语义网络的分块技

术可以有效地表示逻辑关系和量词 ,适应逻辑演

绎的需要 ,并且比较有效地防止组合搜索的爆炸

问题 ,从而决定了知识体的组织方式
[ 1]
。在人工

智能的研究领域中 ,知识表示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之一 ,而语义网络作为知识表示的主要方法在自

然语言理解的研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

目前 ,许多人将 Agent技术作为常识库构架

的主要方法之一 ,并应用语义网络表示常识中的

可信度作为主要的刻画方法[ 3] 。笔者在研究基

于Agent技术进行推理的过程中 ,认识到将语义

网络进行推理并不是语义网络的长处 ,因此 ,希望

研究出一种策略将语义网络的知识描述形式转换

为谓词的表示 ,这样易于推理解答在应用领域中

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1　语义网络语言(SNetL)简介及知
识描述

　　在进行管理信息系统(M IS)的开发过程中 ,

为使最终用户与软件工程师更好地沟通 ,笔者设

计了用户需求描述语言(UNDL),用于描述用户

的需求[ 4] 。对于专家的知识表示除了数据词典

描述工具之外 ,还设计了常识性知识和领域专家

知识的描述工具 , 即语义网络语言 , 简称为

SNetL[ 5] 。该语言的形式为三元组 , 既可以描述

知识 ,也能够描述用户所提出的问题。

语义网络模式由节点和弧组成 ,其中节点表

示事物 、概念和事件等 ,而弧表示所连节点之间的

关系[ 2] 。语义网络表达模式中的关系一般有如

下几类。

①分类:表示个体的值与型的关系 ,用 in-

stance of表示;

②聚集:用于高层概念的分解 ,表示型之间

或值之间的关系 ,用 part of表示;

③泛化:表示事物的属概念和种概念之间的

关系 ,用 is a表示;

④联合:表示个体概念与整体概念之间的关

系 ,用 member of表示 。

SNetL 程序由事实描述 、标准关系描述 、关系

性质描述 3类形式组成。其作用分别为:事实描

述用于对事实和知识的说明 ,事实是以 main引出

的关系式 ,而标号引出的关系式是对主关系中节

点或关系进一步的说明;标准关系描述用于阐述

概念之间和关系之间特定的关系;关系性质描述

用于说明关系具有的一些常见性质 。采用三元组

的形式可以定义关系:

(node1 , relationname , no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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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relationname 表示网络中的弧;node1

和 node2 分别表示弧所连接的两个节点 。在

SNetL 中 ,用标号可以对节点和关系进一步说明 ,

其作用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定语和状语 。

通过下面给出的例子说明语义网络语言的应

用。

例 1　用 SNetL 语言描述如下的事实。

1)在事实库中 ,每个年龄在 24 岁以上的学

生都有一些书。

main:(x , every , L 1);

L 1:(L 2 , imply , L 3);

L 2:(L 4:x , is , student);

L 3:(x ,have , books);

L 4:(age(x), greater , 24);

Tom 是研究生 , Tom 26岁 。

main:(Tom , is , graduate);

main:(age(Tom), is ,26);

John是 Tom 的父亲。

main:(John , father , Tom);

2)利用标准关系描述“研究生是学生的子

集” 。

(graduate , subset , student);

(father , subset , parent);

3)利用关系性质描述“关系“双亲”与“子女”

是逆关系”

(parent , inverse , child)

其中 , main , every , imply , subset , inverse 等是系统

保留字;age 是年龄函数 。于是 ,提出问题 , Tom

有什么 ?其表示形式为(Tom ,have , ?),利用系统

提供的推理功能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Tom 有

一些书 ,即(Tom , have , books)。对于问题:Tom

和 John 是什么关系? 即(Tom , ? , John), 则有

(Tom , child , John),即 Tom 是 John的孩子。

2　语义网络语言的描述方法的设计
和推理的实现

　　系统将用户的输入信息通过 SNetL 的编译

器在领域知识库的支持下产生中间结果。利用

SNetL 的推理器 ,以用户建立的知识作为推理基

础 ,对于用户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求解。

在系统实现过程中 ,对各个模块做了如下的

划分:

1)SNetL 的文本编辑器:按常规输入用户所

描述的事实(知识);

2)SNetL 的交互式描述界面:以指导方式引

导用户描述事实(知识);

3)SNetL 的编译器:对用户的描述(由事实

组成)文本进行编译;

4)推理机制:视 SNetL 为一个有向图 ,基本

操作为在两个节点之间查找所有的路径 。

2.1　SNetL系统的总体设计

SNetL 系统的总体设计如图 1所示。

　　用户在用 SNetL 进行知识描述时 ,可以用笔

者提供的两种输入方式中的任何一种 ,即文本编

辑的形式和交互式(具有导航功能)的形式。

2.1.1　SNetL 的文本方式编辑功能

进行文本编辑器的设计时 ,主要考虑以下几

个方面。

1)常规的编辑功能的设计 ,如文件操作中的

打开 、保存 、另存等 ,编辑操作中的剪切 、复制 、粘

贴等以及相应功能按钮的设置;

2)在用 SNetL 语言编辑描述时 ,实时错误检

查提示和常规的语法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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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交互式知识描述导航界面的设计

以框架结构提供一个具有导航功能的描述界

面。知识的描述主要由事实描述 、标准关系描述

和关系性质描述三部分组成。

按照 SNetL 的语法结构 ,系统为用户提供如

下的自动导航步骤确定需求的描述 。

1)构造事实库

①主关系:有保留 main起始的三元组 。

②从关系:由节点说明三元组系列或关系说

明三元组系列组成 。由下列的无标号语句组成 ,

系统为每个语句描述提供了一个交互式界面 ,即

一般关系式 、关系修饰关系式 、量词关系式 、节点

修饰关系式 、蕴涵关系式 、或关系式 、与关系式 、否

定关系式 。

2)构造标准关系库

由系统的固有关系描述用户对节点或关系的

进一步说明 ,解决语义网络中分类(如 subclass、

subset等)、聚合(如 part of)、泛化(如 is a)等概念

的描述 ,每一种描述都相应地提供了一个交互式

界面 。

3)构造关系性质库

由固有关系描述关系之间的性质 ,解决语义

网络中的对称 、逆反 、传递等概念的描述 。

2.1.3　应用面向对象定义 SNetL对象的规则

笔者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对系统进行数据结

构设计 。在定义了描述事实的各类数据结构之

后 ,按照 SNetL 语言的语义行为 ,确定在相应数

据结构上的操作(方法或成员函数), 以便组成

SNetL 的对象 。

在三元数组中 ,标号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

标号是出现在三元组的前面 ,笔者称之为定义标

号;另一种标号是出现在三元组的内部 ,笔者称之

为应用标号。

定义 SNetL 对象的规则为:

规则 R 1(节点):用标号对节点的说明对应于

自然语言中的定语形式 ,其操作如下。

1)查找操作:在定义标号的三元数组中 ,确

认是否有相应节点。如果有这样的节点 ,那么 ,输

出值为该节点的地址 ,否则为 NU LL 。

2)函数识别:确定节点是否为函数节点 。为

方便起见 ,我们只允许有一元函数。如果是函数

节点 ,则输出值为 t rue ,否则为 false 。

3)比较操作:当节点为数字时 ,确认关系的

类型是否为拥有类型或比较类型。当关系是拥有

类型或比较类型时 ,输出值为相应的类型 ,否则为

NULL。

为实现这一功能 ,增加了一个保留字 ty pe作

为关系 ,对关系的类型进行说明。其类型说明的

形式为:(relation_name , type , type_name), 其中 ,

relation_name , ty pe_name 分别表示关系名和类型

名 , type_name 有 imply , compare , similar_to , rela-

tion ,belong , object , logic , action , be ,have ,position ,

quality , at t ribute , degree , property 等 。其中 , be ,

have , degree 为拥有类型 , compare 为比较类型。

这些类型名本身也可以作为关系。

规则 R 2(关系):用标号对关系的说明对应于

自然语言中的状语形式 ,其操作如下。

1)查找操作:在定义标号三元数组中 ,确认

是否有相应关系。如果有这样的关系在该三元组

中 ,输出值为该关系的地址 ,否则为 NULL。

2)蕴涵操作:确认关系是蕴涵类型 ,通过推

理(反向),增加新的知识(事实)或将问题进行分

解。

3)模糊度确认:确认关系的属性 ,当关系名

或关系的类型是 deg ree ,则确定模糊度 ,即输出三

元组的第二个节点。

4)量词操作:根据量词的语义 every , exit ,

that , some ,确认推理结果是否满足问题的要求 。

规则 R 3(混合):对节点 、关系的转换操作如

下。

1)关系的转换:对标准关系库和关系性质库

进行搜索 ,根据节点或关系的匹配原则 ,产生新的

事实 ,或将询问的问题转换为另一种表现形式;

2)节点的转换:对标准关系库和关系性质库

进行搜索 ,根据节点的匹配原则 ,产生新的事实 ,

或将询问的问题转换为另一种表现形式 。

2.2　基于有向图表示的语义网络语言的推理

针对用户的询问 ,在问题求解的推理过程中 ,

首先将问题分类 ,确定是对关系进行询问还是对

节点询问。然后根据获取的信息对问题进行匹

配。如果不能解答问题 ,那么 ,由用户描述的概念

为元知识 ,利用规则 、标准关系库和关系性质库进

行推理产生新知识 。如果仍不能回答用户的问

题 ,将语义网络转换为有向图的形式 。当对关系

进行提问时 ,对于具体问题用形式化的方法提取

出两个节点 ,针对这两个节点从该图查找出所有

的路径 。如果这样的路径存在 ,则按照加权的思

想 ,将这些路径进行排列 ,输出给用户。如果上述

方法不成功 ,则问题无解 。当对节点进行提问时 ,

对于具体问题用形式化的方法提取出问题中的关

系和非提问节点 ,查找与此关系连接的所有三元

组 ,确定这些三元组中是否有与非提问节点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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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点 ,给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在此用到的匹

配概念与相等概念不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两个节

点相等 ,那么 ,它们是匹配的 ,反之不然 。

3　SNetL 表示到逻辑模型的转换

在上面的讨论中 ,提到了在语义网络上的推

理方法 ,其实 ,它的基本思想是在有向图中寻求路

径。在本节的讨论中 ,重点是如何将语义网络的

描述转换成谓词逻辑的形式 ,基于 Prolog 语言的

形式化描述进行推理 、求解。本文将进一步完善

一些以前提出的基本算法[ 5] 。

由主三元组和若干标号三元组共同表示的一

句自然语言描述的句子称之为子网 。事实库就是

由这些子网组成的 ,本算法将子网转换为谓词逻

辑表示。

一个子网中的标号三元组是无嵌套的 ,如果

这个三元组的节点和关系没有标号说明 ,换句话

说 ,节点没有定语从句 ,并且关系没有状语从句。

算法　S′(在文献[ 5]中 ,原算法是 S , S′为 S

的扩充)输入是子网 ,输出是谓词逻辑表示 P 。

1)若主三元组的形式为(N1:L 1:L 2:……:

L n , R , N2:M 1:M 2:……:M t),并且每个标号三

元组是无嵌套的 ,则

①如果 n =0并且 t =0 ,则将主三元组转换

为 R(N 1 , N2)的形式作为谓词逻辑表示 P 。

②如果 n≠0并且 t≠0 ,则将主三元组转换

为 R(?X , ?Y )的形式 ,其中 , ?X 、?Y 表示变量 ,

作为谓词逻辑表示 P 的结论。在 P 的前提部分

添加两个谓词:is-a(?X , N1)和 is -a(?Y ,

N2)。对每个标号三元组 ,将关系名作为谓词名 ,

构成逻辑表示形式 ,对出现节点 N 1 和 N2 之处 ,

分别用?X 和?Y 替换 ,然后将它们添加到 P 的前

提中 ,取合取形式。

③如果 n ≠0并且 t=0 ,则将主三元组转换

为 R(?X , N2)的形式 ,其中 , ?X 表示变量 ,作为谓

词逻辑表示的结论。在前提部分添加谓词 is-a

(X , N1)。对标号三元组中出现 N1 之处 ,用 X 替

换 ,并将关系名作为谓词名 ,构成谓词 ,添加到前提

中。对每个标号三元组 ,将关系名作为谓词名 ,构

成逻辑表示形式 ,对出现节点 N1 之处 ,用?X 替

换 ,然后将它们添加到 P的前提中 ,取合取形式。

④如果 n =0并且 t ≠0 ,则将主三元组转换

为 R(N1 , ?Y)的形式 ,其中 , ?Y 表示变量 ,作为

谓词逻辑表示的结论 。在前提部分添加谓词 is-

a(?Y , N 2)。对每个标号三元组将关系名作为谓

词名 ,构成逻辑表示形式 ,对出现节点 N 2 之处 ,

用?Y 替换 ,然后将它们添加到 P 的前提中 ,取合

取形式。

2)若主三元组的形式为:(N1:L 1:L 2:……:

L n , R , N2:M 1:M 2:……:Mt),并且标号三元组

中有嵌套三元组 ,则

①对主三元组的转换类似步骤 1)中的②、

③、④进行转换 ,对于不含嵌套的标号三元组也做

同样的处理。

②对于每一个含嵌套的标号三元组 ,把它及

相关的标号三元组一起看成为一个语义子网 ,将

它们转换为谓词逻辑表示 P′。检查此语义子网

是否满足步骤 1)的假设条件 ,若满足则按照步骤

1)处理此子网 ,否则递归调用步骤 2);最后将得

到的 P′添加到P 的前提中 ,取合取形式。

3)若在主三元组(N 1 , R , N2)中 ,节点 N 1和

N2 是表节点 ,设 N 1=(N′1 , N′2 , ……, N′n), N 2

=(M′1 , M′2 , …… ,M′t),那么 ,首先对表节点进

行分解 ,组成 n×t 三元组(N′i , R , M′j)。其中 ,

i=1 , 2 , …… , n;j=1 , 2 , …… , t 。然后 ,对每个

(N′i , R ,M′j)进行谓词逻辑形式的转换 。 N′i 和

M′j可以是标号说明的节点 ,这时将(N′i , R ,M′j)

看成一个主三元组 ,并与相应的标号三元组共同

组成一个语义子网 。调用步骤 1)和步骤 2)对此

进行转换 。

4)若在主三元组(N1 , R , N 2)中 , R 的关系

类型是蕴涵类型 ,那么 , N 1 和 N2 是标号 ,因此 ,

将 N 1和 N 2分别转换为谓词逻辑表示形式 ,作为

P 的前提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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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fi rst , this paper int roduces present ing knowledge based on semantic netw ork , and

transfers expression know ledge of SNetL into the form of predication logic for inference.This pa-

per discusses the method of interactive input ting know ledge and designs the middle model for

g aining some information.Acco rding to describing mechanism of SNetL , the authors conf irm the

w ay of directing a user to w rite his needs , and study some rules and alg orithm using for t ransfer-

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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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ountains area and needs to be further refined;3)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cision of the topo-

g raphical data of the map database ,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Mean Square Error calculated from

mean height wi thin area gained from topog raphical data of future map database ,w ill reach ±3 m

in mountains area.In the last section ,1)this paper studies and states the methods and steps of es-

tablishing “ land gravity surveying system fo r arranging the gravity points” ;2)the paper of fers the

prog ram of arranging points defin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in mean gravity

surveying of our country;3)this paper of fers the methods and steps of applying “ land gravity sur-

vey ing system for arranging the gravity points” , from which w e know that the sy stem possesses

practical v alue;4)of fers the concrete methods and steps defining the g ravi ty points w hich should

be supplemented wi thin each area all over the country , by which we define the g ravity points num-

ber w hich should be supplemented within each area;(5)this paper lists the test results of “ land

g ravity surveying system for arranging the gravity points” which show s that the system possesses

abundant contents and pow erful funct ion , and can offer reliable guarantee for arranging points de-

sign and decision_making inquiry ,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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