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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对象的决策支持系统体系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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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决策问题及其求解过程 , 揭示了传统 IDSS 体系结构的不足 , 阐述了应用面向对象的结构化知

识表达构造智能对象 ,提供了智能决策过程支持的方法和新的 IDSS 体系结构 ,并在农业空间决策信息系统的

实践中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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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 ,

DSS)的研究中 ,决策被看作是一个一般意义下的

问题求解过程 ,而 DSS 则被认为是以计算机为工

具辅助决策的信息系统 。在 DSS 的组成结构上

增加了知识库及其管理部件 ,从而发展为智能决

策支持系统(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

IDSS)。 IDSS强调在决策过程的各个阶段提供智

能支持 ,起到引导问题构造 、问题求解的过程管理

和控制作用。因此 ,提高决策过程的智能化水平

是 IDSS研究的目标。

目前的 IDSS大多是数据库 、模型库 、知识库 、

方法库 、推理控制装置和人机接口构成的多子系

统的体系结构 。知识库 、模型库和方法库使决策

支持系统具有一定的“智能” ,但这种结构又使系

统在决策过程支持方面表现出的“智能”极为有

限。在这种体系结构下 ,数据 、决策模型与知识没

有充分融合 ,知识作为支持推理决策的智能因子 ,

缺乏主动的问题求解能力 。系统的推理机部件开

发难度大 ,推理机在实现决策过程的流程控制方

面是被动的 ,因此 ,难以担当支持智能决策过程的

引擎 。其缺陷有两个方面:①决策过程中对知识

的利用过多地依赖于用户交互 ,对用户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②同一个系统很难支持两类不同的决

策问题 ,模型往往只针对一种情况的问题 ,即使针

对一个很小的领域 ,系统开发人员也不可能为决

策者提供通用的模型和支持方法 ,这在很大程度

上制约了 IDSS的广泛应用 。

1　决策问题与决策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 ,当人们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

时 ,不是一次性地考虑全部细节 ,而是对问题进行

简化分解 ,忽略其中的细节 ,从较高层次开始 ,逐

步深入到较低层次 ,直至获得对决策过程的完整

理解。因此 , Moore 和 Winston 从过程的角度出

发 ,把一个决策问题的广义求解过程看成一个不

断运用信息操作划分问题状态空间的过程[ 1 ,2] 。

在上述前提下 ,如果把决策过程看作是问题

空间 、模型空间和求解空间的变换(图 1),完整的

决策过程可归纳如下 。

图 1　决策过程

Fig.1　Decision Making Procedure

1)问题理解。从以往的经验和知识中获得

支持 ,将问题层次分解为多个结构化子问题 ,这对

应图 1中的 F∶P ※M;

2)根据问题模型的特点 ,构造问题的求解过

程模型 ,即通过 G∶M ※S ,获得问题在求解空间

的过程;

3)执行过程模型求解问题 ,得到某一决策候

选方案;

4)结果表达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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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判断候选方案的可行性 ,决定是接受还是

返回 。

在这一过程中 ,在认知能力许可的范畴下 ,通

过问题构造将非结构化问题转化为结构化问题。

非结构化问题向结构化问题转化的实质是利用已

知的知识 、模型或模式去描述和解决未知的问题 ,

而决策方案是决策者根据需求不断建立 、修改和解

算决策过程的结果 ,一个真实反映问题本质的过程

模型及有效的求解过程意味着决策的成功。由此

可见 ,决策的关键是决策过程 ,而 IDSS 存在的意义

在于能够提供自动化智能的决策过程支持。

2　基于智能对象的 IDSS

所谓智能对象 ,是指一类能够为决策提供辅

助方法的实体单元 ,实体单元可以表示现实中具

有一定结构的抽象对象(如知识对象),也可以表

示实体对象(如空间实体)。智能对象内部封装了

数据层 、知识层以及数据处理 、知识推理的各类方

法 ,是一个内部独立 、外部通过接口和方法相互通

讯的结构化对象模式 。

2.1　结构化知识表达与智能对象

新的 IDSS体系结构的建立基于知识表达方

法和知识管理技术的进步。目前 ,在智能处理系

统中 ,关于知识的表达有基于产生式规则 、谓词逻

辑 、框架 、语义网络的知识表示等方法。但这些知

识表达还不能完全满足技术的要求 ,于是提出了

一种基于框架/产生式规则的混合结构化知识表

达方法 ,并结合面向对象的软件工程思想 ,可以实

现实体描述和知识表达的集成 ,采取一种集成的

系统体系结构 ,使 IDSS的智能决策过程支持成为

可能 。

结构化知识表达是集框架和产生式规则表示

法为一体的混合知识表示方法
[ 3]
。在这种知识表

示方法中 ,利用框架结构描述各种实体单元及其

关系 ,实体单元的性质 、状态等通过框架槽和框架

槽的各个侧面来抽象地描述(图 2)。各框架间的

语义联系使多个不同层次的框架组成复杂的网状

结构 ,网络结构的节点和连线分别对应实体单元

及实体单元间的关系 。产生式规则作为框架的一

类规则槽 ,可以容纳多条产生式规则 ,另外 ,通过

产生式规则可以建立框架的显式连接关系。

图 2　框架/规则空间知识表达的结构模型

Fig.2　Structual Model for Spatial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Based on Frame/ Rule Hybrid Representation

2.2　基于智能对象的决策推理过程

在基于智能对象的 IDSS中 ,需要解决两个问

题 ,即如何表示实体或知识间的联系及如何实现

问题的知识求解[ 4] 。

智能对象的框架槽包含实体属性 、知识体属

性 、规则和方法等(图 2),根据框架结构的继承关

系 、语义联系和规则间的连接关系构成三维网状的

实体/知识表达系统。当框架槽的侧面为规则时 ,

规则的前提和结论部分都可以是外部方法或模型

的调用。方法槽中封装了问题求解的控制策略 ,其

方法的激活是混合知识表达中实现知识推理的核

心。由于知识推理是一个过程序列 ,实现方法激活

的顺序控制是必要的 ,因此在框架结构中 ,需要分

离出推理控制框架和接口框架 ,实现推理方法流程

控制 ,框架问题求解主要通过填值与匹配。推理方

法控制的程序为:接口框架初始化并接受用户的请

求 ,然后填充槽内容 ,接口框架的方法槽根据界面

框架初始化情况 ,实例化控制框架 ,控制框架填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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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问题求解子框架具体化 ,从而得到一个描述当

前情况的问题框架的实例 ,问题框架通过该框架的

数据操作方法填充其槽属性 ,完成后将控制转给控

制框架 ,依次类推 ,进行进一步的判别(图 3)。

图 3　知识推理的实现原型

Fig.3　Realization Paradigm of Knowledge Reasoning

2.3　基于智能对象的 IDSS体系结构

按照智能对象在 IDSS 中的作用 ,可以将其组

合并划分为界面对象 、控制对象 、通用对象 、逻辑对

象4类 ,通用对象 、逻辑对象又称为功能型对象。

其中 ,界面对象提供用户接口 ,有选择性地向控制

对象发送功能请求消息 ,并接收其他对象回送的处

理结果;控制对象按照界面对象提供的消息请求的

类型和内容 ,决定通用对象与逻辑对象的调用执行

顺序 ,以完成一个推理过程或用户任务;通用对象

是一组提供辅助功能实现的对象集合;逻辑对象是

IDSS系统功能的核心 ,它接收控制对象的消息请求

进行各类知识推理与计算 ,在领域性知识 、过程性

知识 、经验性知识和适时性知识决定的总控策略下

实现知识搜索 ,必要时调用分析模型 ,完成基于知

识的推理过程 ,将推理或计算结果返回给界面对

象 ,或将计算结果交由存储对象存储。

基于智能对象的 IDSS体系结构如图4所

图 4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结构框架

Fig.4　General Frame of IDSS

示。消息控制驱动的一组智能对象构成主动式的

决策支持系统引擎管理决策过程 ,传统的知识库和

数据库由智能对象数据库代替 ,基于知识的推理和

数据处理都在对象的内部实现 ,模型库和方法库提

供由智能对象调用的数值分析模型和基本算法。

3　应用实践

广州市农业地理信息系统(GZAGRI-GIS)是基于

智能对象技术的空间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利用动

态监测点来采集农田土壤养分 、水分 、病虫害 、农作

物长势等信息 ,根据农业领域知识与专业分析模型 ,

为农田水肥管理 、农作物长势诊断提供优化的农田

管理方案。系统在 VB 环境下用 ESRI的组件对象

ArcObjects结合 JavaBean/ JSP技术进行开发。

系统中智能对象的基类是空间实体类和农业

领域知识类。空间实体的最小单元是地块 ,农业

领域知识按由粗至细的认知准则划分为不同层

次 ,最底层的称为知识单元。系统中对象模型定

义如下。
空间实体:

{

SHAPE(A)={Points pts};//几何状态

VALUE(A)={attributes attrs};//属性状态

DIRECTION(A , O)={direct(i)};//方位关系

TOPO(A , O)={topology(i)};//拓扑关系

LONG(A , O)={value value >=0};//距离关系

//其中 , A、O 为研究空间上的空间实体对象 , i 为状

态信息的索引值。

　}

农业领域知识:

　{

　Rx ={&sub_Unit1 , … , &sub_ Unitm , rules , attributes ,

methods , ST_T , ST_S};//各层次领域知识

　// sub_Unitm为该知识类指向下级第m 知识类的指针

　Rules={rule1 , rule2 , … , rulen};//知识规则集

　Attributes={attribute1 , attribute2 , …attribute n};//属性集

Methods={RuleAdd(id), RuleDelete(id), RuleModify(id),

RuleInput(id), ACT_on_RULE(id), other methods};//方法集

　KowledgeUnit={rule , attributes , methods , ST _T , ST_S  

rule∈ Rules∪ attributes∈ Attributes∪ methods∈ Methods};//

知识单元

　}

知识的时间适用类 ST_T:

　　　　　ADT ST_T{

Methods:

……

Atribute:

　Time t1;

　Time 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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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_T st_t

知识的空间适用类 ST_S:

ADT ST_S {

Methods:

　……

Atribute:

　Point[ ] &pt;

}ST_S st_s

在具体实现上 ,通用对象和分析模型(灌溉模

型、施肥模型 、灾害评估等)的内部数据结构和方法

以动态链接库的形式提供服务 ,知识单元直接与事

实知识对象(地块)通讯 ,基于规则知识 ,得到事实知

识状态变迁的推论。图5是在土壤特性与适应性评

价的基础上 ,动态采集土壤和作物的肥力水平数据 ,

根据作物类别 、作物不同生长期间对氮、磷 、钾肥的

需求指标等知识得到的水稻田施肥决策方案。

图 5　水稻田施肥方案

Fig.5　Paddy Fertilization Scheme

4　结　语

GZAGRI-GIS 采用了基于智能对象的 IDSS 体

系结构 ,系统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其成功经验

表明 ,基于框架/产生式规则的混合结构化知识表

达方法是有效的 ,以面向对象的模式把实体属性 、

知识体属性 、规则和方法封装为智能对象 ,使决策

支持系统具有主动的问题求解能力 ,提高了决策

过程的智能性 。

虽然该系统的第一步设计目标已实现 ,但其

中知识的搜索效率 、GIS与 IDSS的集成度 、规则推

理的有效性都可以再提高 。此外 ,问题描述 、问题

建模方法及决策过程模型的重用等问题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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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lution of IDSS based on intelligent object , which aggregates the data object and knowledge object to

support intelligent decision making.All above is validat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agricultural spa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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