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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知识图谱是揭示实体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其在应急减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研

究了面向一体化综合减灾的知识图谱构建方法。首先，介绍了知识图谱的相关概念，分析了知识图谱在应急

减灾工作中的应用；然后，总结了面向一体化综合减灾的知识图谱构建流程和关键技术，关键技术主要包括知

识抽取、信息融合、知识建模和知识存储；随后，以九寨沟地震为例展示了面向九寨沟地震减灾的知识图谱构

建过程、构建结果，并介绍了知识图谱在应用减灾信息主动推送方面的应用；最后，总结了知识图谱应用于一

体化综合减灾领域所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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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knowledge graph，KG）的本质是

一种揭示实体间关系的语义网络，可以对事物及

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形式化的描述［1］，其概念

由谷歌公司于 2012年 5月正式提出［2］。知识图谱

最初主要用于科学文献的可视化描述，后逐渐应

用于搜索引擎的优化，并扩展到其他创新应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服务内容的丰富，

知识图谱已经在学术和工业界都普及开来，在智

能检索、智能问答、风控系统、医疗领域、智能推

荐系统等应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

应急减灾也是知识图谱应用较广的重要领

域之一。随着相关技术和体系的不断完善，应急

减灾逐步向一体化综合发展。一体化综合减灾

是指面对复杂灾害时，不同的部门、系统之间通

过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智能地进行灾情的感知、

分析及处置。实现一体化综合减灾，需要各相关

部门在灾害后迅速掌握灾害发生的地点、范围、

人员伤亡、房屋损毁等情况，还需要消防、市政、

卫生、交通等部门的合作，快速制定应急处置方

案。信息来源广泛、种类多、数量大、格式不统

一，给数据的快速收集、融合、关联、网络传输和

分析都带来巨大的挑战。同时，海量数据中真正

有用的数据并不多，重要信息容易被垃圾信息淹

没［4］。知识图谱在处理和展示多源异构数据方面

具有巨大优势，知识图谱的引入有助于一体化综

合减灾相关数据的快速收集、融合和关联。此

外，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带动下，知识

图谱在一体化综合减灾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

本文以现有研究为基础，对知识图谱在应急减灾

领域的构建流程和应用情况进行总结和剖析。

1 知识图谱在一体化综合减灾中的

应用

知识图谱以网络结构描述实体、概念、事件

及其之间的关系。其中，实体是指现实世界中的

具体事物，如某栋建筑、某个医院；概念是指对客

观事物概念化的表示，如房屋、组织机构；事件是

指客观发生的事件，如洪水、地震；关系是指概

念、实体、事件相互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如“救

灾相关部门”概念与“民政部”实体存在包含关

系［5］。在知识图谱中，通常用节点表示实体、概念

和事件，用边表示关系，知识图谱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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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快速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汇聚

知识图谱在一体化综合减灾中可以实现多

源异构数据的快速汇聚，有序地组织各相关部门

的数据［6］。按照一定规则建立知识图谱，在灾害

发生时，将数据基于知识图谱进行汇聚、融合、存

储，有效地将数据进行集成，有助于快速获取有

用的信息［4，7‐8］。

例如，文献［7］梳理了决策者、普通公众、现

场救援人员对应急管理知识的需求特征，建立集

常识支持库、事实经验库和推理知识库为一体的

应急情报管理体系知识库集群。文献［9］利用知

识图谱建立了基于事件的语义搜索引擎，支持针

对包括自然灾害事件在内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结

构化和非结构化知识查询。

1.2 建立多领域之间的关系网

灾害的发生往往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

之间存在复杂的链式效应［10］。灾害应急救援涉

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通常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

知识图谱可以在应急救援相关的社会领域之间

建立关系，揭示不同领域、不同社会实体之间以

及实体与数据资源和灾害事件之间的交叉网络

关系。在灾害发生后，可以协助相关部门快速找

到与之有关联的不同社会领域，快速完成应急救

援相关的协同响应。

例如，文献［10］定义了灾害链相关的概念、

属性和关系，用于分析多个灾害之间的关系；文

献［11］利用知识图谱分析了 2015年尼泊尔地震

救援工作的进行情况，评判了救援工作是否按照

政策制定者和公共管理人员的计划进行。

1.3 高效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数据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数据越来越成为应急减

灾的重要数据来源［12‐13］。发布在微博、推特等媒

体平台的数据能够反映官方媒体以外的网络信

息，如受灾地点、受灾程度等，相较于传统灾害信

息，具有时效性强、信息量大等优势［14］。利用知

识图谱可以更加高效地提取和利用互联网和社

交媒体数据。

例如，文献［15］从新闻报道中提取规范化事

件，在考虑文本内容、实体出现及出现时间的情

况下将报道同一灾害事件的新闻进行归集，建立

多个新闻事件的知识图谱层级结构；文献［16］从

推特中提取信息，构建实时动态的灾害事件知识

图谱，并应用于对不断发展的灾害事件的跟踪。

GDELT数据库［17］中的全球知识图谱（the global
knowledge graph，GKG）记录了每则新闻报道中

的事件、数字、人员、位置、主题、情感、相关图像、

视频和社交媒体消息等相关信息，不仅可以用于

跟踪灾害中的伤亡人数、影响人数等信息，还可

以用于分析灾害事件的关联及组织间的交互

行为。

2 面向一体化综合减灾的知识图谱

构建

2.1 构建流程

一体化综合减灾所需数据主要包括居民点、

人口、交通网等基础数据，地形、地貌、植被、河

流、湖泊等自然地理信息数据，主要防护目标、重

大危险源等重点对象数据，避难场所、救援物资、

医院等应急救援数据，救灾现场数据，社交媒体

数据，以及分析预测模型、应急预案、历史案例等

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多源异构数据。

构建流程如图 2所示：首先，对多源异构数据

进行处理；然后，根据应用场景从数据中抽取实

体和关系等知识，并对各类知识进行融合；最后，

进行知识建模并存入知识库，形成知识图谱。

2.2 关键技术

2.2.1 知识抽取

知识抽取是指从来自各个信息源的信息中

抽取有用的信息单元，以供进一步分析利用，包

括实体抽取、关系抽取和属性抽取。通用知识抽

取方法包括专家法、众包法、爬虫法和机器学习

方法［18］。由于应急救援专业性强、所需知识权威

性高、涉及多种保密信息，并且对准确性有着极

高的要求，因此知识主要来源于现有权威数据源

图 1 知识图谱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Knowledg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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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地方和现场救援人员上报信息。鉴于以上

特征，应急减灾领域的知识抽取仍以专家法为

主，即根据专家的经验从多源数据中抽取有用的

知识，包括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知识，

如图 3所示。例如，文献［5］根据地震震情基本信

息，抽取出地震中心定位信息、震级强度、涉及区

域、房屋受损等情况，进一步抽取出专业应急救

援人员数量、应急资源需求、灾区道路等信息，同

时掌握当地的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等条件，以及

当地救援物资、资金调拨数量等。

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自动进行知识抽取的

方法，如文献［19］提出了针对灾害应急任务和相

关数据的多级语义映射方法，在应急任务需求和

灾害数据特征之间建立映射关系，为从海量数据

中自动发现优势数据集提供理论基础。

近年来，互联网数据逐渐成为新的应急减灾

数据源，很多学者利用爬虫技术爬取相关网页，

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从网页中提取灾害

位置、受灾人数等信息。

2.2.2 信息融合

信息融合的目的是对多源异构的知识进行

集成，优化知识的结构，获取隐含的新知识，形成

对目标的一致性解释和描述［20‐21］。针对一体化综

合减灾系统涉及的多源异构数据，信息融合不仅

需要数据格式上的转换，还需要达成内容涵义上

的一致性。目前，应急减灾领域多采用信息融合

框架或模型对多源异构信息进行融合。文献

［20］设计了一种分层协调方案，将信息融合任务

分为数据录入、数据整理、关联性分析 3个步骤，

构造灾情视图并从中提取特征信息，最终进行多

特征融合对灾情进行判断。

信息融合中，又以新知识与现有知识图谱融

合方法的研究为重点。如文献［8］建立了知识图

谱，通过对抽取的实体、属性和关系三元组与已

构建的知识图谱进行语义相似度计算，确定最优

概念匹配和关系匹配，实现信息融合；文献［19］
提出了渐进求精的灾害信息聚合方法，将传统的

“多关键字+硬匹配”的数据检索模式改进为逐

级递进式地筛选与过滤流程，从海量信息中主动

选择适合任务执行的精准数据集，降低了人工干

预度。

2.2.3 知识建模

知识建模指的是建立数据模型来表达知识，

主要有自顶而下和自底而上两种构建方式［21］。

其中，自顶而下指的是先借助专家知识和现有的

基础知识库定义本体与数据模式，从最顶层开始

定义，然后逐步细化，最后将实体和数据资源加

入到知识库；自底而上指的是先从数据中提取出

实体，再采用一定的方法逐层向上进行归纳和组

织，构建知识图谱。由于应急救援专业性强、对

准确性要求极高，因此在一体化综合减灾知识图

谱的构建中多采用自顶而下的手工建模方法。

面向一体化减灾的手工建模步骤如图 4所示。

2.2.4 知识存储

知识存储指的是对知识图谱中的各类知识

进行存储，包括属性、关联、事件、数据资源等［22］。

通常来说，知识存储主要有基于表结构的存储和

基于图结构的存储这两种存储方式，分别对应关

系型数据库和图数据库。其中，常用的关系型数

据库包括 Microsoft SQL Server、Oracle、MySQL

图 2 知识图谱构建流程

Fig. 2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Knowledge Graph

图 3 知识抽取示意图

Fig.3 Diagram of Knowledge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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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图 数 据 库 包 括 Neo4j、Microsoft Azure Cos‐
mos DB、OrientDB等。此外，对于一体化综合减

灾来说，地理空间数据和遥感数据也是重要的数

据来源，其存储需要用到 ArcSDE、Oracle Spatial
等地理空间数据库。

基于表结构的存储对应的增加、删除、修改、

查询的操作开销大，效率相比基于图结构的存储

较低。目前主流的图结构存储模型为资源描述

框 架（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

RDF使用统一的标准描述实体。RDF知识三元

组主语、谓语、宾语对应实体、属性、属性值。

RDF三元组也可以扩展为内容更丰富的六元组：

主语、谓语、宾语、时间、地点、附加信息。对于一

体化综合减灾来说，应急减灾数据量大且数据更

新快，而基于 RDF存储的知识图谱支持对大规模

数据的有效管理具有很好的通用性和灵活性。

3 知识图谱构建实例

3.1 九寨沟地震应急知识图谱构建

以九寨沟地震为例，采用自顶而下的手工建

模方法构建知识图谱。首先，通过分析地震场景

抽取实体和关系，建立起本体模型；然后，将数据

资源经过知识抽取与知识融合形成知识图谱，存

入知识库。图 5展示了九寨沟地震中一体化综合

减灾知识图谱的部分结构。图 5中，need表示需

要关系，has表示包括关系。其中，基础地理对象

是虚拟地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房屋、车站、

地形、交通网等；应急管理对象表示抢险救灾密

切关注的场景对象，如避难场所、医疗点、救援物

资、救援路线等；次生灾害对象指由地震引起的

各种二次灾害的场景对象，如泥石流、堰塞湖、崩

塌、爆炸等；灾情对象指表现地震灾情的场景对

象，如受损建筑、经济损失、死亡人口、失踪人口

等；灾害对象指与震情相关的场景对象，如发震

时刻、震源深度、震中位置、余震等。地震发生

后，不同用户对信息获取的需求不同，系统的主

要用户包括为应急管理用户、公众用户和应急救

援用户 3类，知识图谱在用户与所需信息之间也

建立了联系。

3.2 九寨沟地震应急知识图谱应用

利用知识图谱实现对不同用户的信息智能

推送。应急管理用户重点关注受损建筑、受灾人

口、救援路线、救援物资等，主要从宏观层面把控

整个地震灾情；普通用户主要关注余震、发震时

刻等与切身相关的信息；应急救援用户主要关注

医疗点、救援路线、交通网等应急救援信息。知

识图谱已建立了用户与所需信息之间的联系，可

以基于知识图谱向 3类用户推送个性化的信息。

4 知识图谱在应急减灾领域应用的

问题和挑战

知识图谱在应急减灾领域的应用仍存在一

些问题和挑战。

1）应急减灾领域知识图谱构建的自动化程

度不足。由于应急减灾工作对数据资源和实体

关系的准确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在实体识别、关

系抽取等方面仍需大量专家知识的参与，因此目

前知识图谱的构建大多采用自顶而下的人工建

模方法，这种方法耗时耗力，受主观因素影响较

大，对专家知识有着很大的依赖。虽然已有研究

采用机器学习等自动化方法创建知识图谱，但其

精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可靠性有待检验。

2）海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给知识图

谱的存储和快速构建带来挑战。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带来了数据爆炸，海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

数据都在实时产生，这对现有数据库的数据存储

能力、读写速度、查询速度都构成了巨大挑战，也

对知识图谱构建工具的使用带来挑战，亟需采用

并行计算、云计算等新技术来提高知识图谱的存

储和快速构建能力。

3）减灾应急领域知识图谱在实际应用中仍

存在不足。如何更快掌握灾情状态，提供丰富的

灾情信息和应急响应服务；如何有效地统一管理

各类地震信息；如何提高对灾害发展趋势的预测

精确度，挖掘出灾害的时空格局、演化规律、活动

模式和内在机理等，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拓展

和深化。

知识图谱是揭示实体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

重要工具，其在应急减灾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图 4 知识图谱手工建模步骤

Fig.4 Manual Modeling Process of Knowledg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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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本文介绍了知识图谱的相关概念，总结

了知识图谱在一体化综合减灾中的应用，认为其

在快速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汇聚、建立多领域间

的关系网、高效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数据方面

具有很大优势。本文总结了面向一体化综合减

灾的知识图谱构建流程和关键技术（包括知识抽

取、知识融合、知识建模和知识存储），并以九寨

沟地震的应急救援为例，构建了知识图谱并将其

应用于信息的智能推送。最后，对目前知识图谱

在应急减灾领域应用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总结。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

的出现和发展，知识图谱在应急减灾领域的相关

技术将得到更快的发展，其应用范围也将进一步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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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Graph Construction for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TAO Kunwang 1 ZHAO Yangyang 1 ZHU Peng 1，2 ZHU Yueyue 1，3 LIU Shuai 1，4

ZHAO Xizh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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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The knowledge graph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revealing entiti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The role of knowledge graph in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
nent. We summarized the knowledge graph construct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 for integrated disaster re‐
duction. Methods: Firstly, the concepts of knowledge graph and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graph in di‐
saster reduction is introduced. The knowledge graph can realize the rapid aggregation of multi‐source hetero‐
geneous data in the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disaster reduction, and organize the data of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an orderly manner. The knowledge graph can establish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fields re‐
lated to emergency rescue, and reveal cross‐network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fields, different social
entities, and entities and data resources and disaster events. Knowledge graphs can more efficiently extract
and utilize time‐sensitive and information‐intensiv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data.Secondly, the knowledge
graph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key technologies for integrated disaster reduction are summarized. Specifical‐
ly, the knowledge graph construction process includes process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ata, extracting
entities and relationships from the data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tion scenario,fusing various types of know‐
ledge, and finally modeling knowledge graph and store it in the knowledge base. The key technologies
mainly include knowledge extraction,information fusion,knowledge graph building,and knowledge storage.
Results: The knowledge graph has establish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user and the required informa‐
tion, and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can be pushed to three types of users based on the knowledge graph. The
main users of the system include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emergency management users, public users and
emergency rescue users. Conclusions: The knowledge graph has the advantage of gathering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data, displaying rich disaster related information, pushing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The de‐
gree of automation of knowledge graph construction in the field of emergency disaster reduction is insuffi‐
cient. Massive structured and unstructured data brings challenges to the storage and rapid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graphs. In the field of disaster reduct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 how to effectively and uni‐
formly manage various types of earthquake information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mprove the prediction ac‐
curacy of disaster development trends, and discover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evolution laws, ac‐
tivity patterns and internal mechanisms of disasters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expanded and deepened.
Key words：knowledge graph；emergency；disaster reduction；natural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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