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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线旅游服务模式和海量网络文本的出现为旅游产业规划和用户出游推荐提供了新的信息支撑。然

而实时更新的网络文本语义模糊、信噪比低，难以利用，由此，提出了一种基于领域本体和迁移学习的旅游知

识图谱构建方法。首先，基于行业规范定义了旅游景点特征体系，建立了以旅游景点为核心的旅游知识图谱，

支持景点语义特征的全方位刻画；然后，通过迁移学习方法将预训练语言模型改造为定制化知识抽取器，从网

络文本中获取知识三元组，并融合游客足迹、兴趣点语义等信息将分散的相关信息整合为系统性的旅游景点

知识图谱。知识抽取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常用的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定制化知识抽取器获

取的景点语义知识，其精度与完整性分别提升了 50.7%和 670%。所构建的旅游景点知识图谱可全面表达现

实中的旅游场景，支撑不同尺度下游客行为与市场需求的深入解析，为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决策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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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网

络信息服务已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旅游产业中，越来越多的游客利用智能

移动终端在线预订与评价旅游相关产品与服

务，分享出行体验。这一过程产生了海量的用

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UGC），为

旅游信息服务和旅游管理提供了新的契机。旅

游相关的 UGC信息可通过在线平台迅速扩散，

为游客出行提供参考［1］，可以帮助行业管理部

门和从业者实时了解游客偏好和需求，辅助分

析旅游市场，实施产业规划，优化商业策略，支

撑行业发展决策［2］。散落在各种旅游相关平台

上的网络文本是旅游 UGC的典型代表，是感知

目的地形象的关键数据源［3］。然而，网络文本

以非结构化的自然语言形式存在，内容随意、语

义模糊，价值密度较低，无法直接应用于统计

分析［4］。

针对旅游网络文本数据处理，目前主要有

人工内容分析和自动化浅层语义挖掘两种方

法。人工内容分析方法通过人工编码、分类和

语义判读，将文本转化为可供统计的定量结果，

以获取游客的出游体验或目的地形象感知等信

息［5-7］。该方法属于自上而下的研究范式，具有

严格定义的分析单元、类目系统和内容编码，并

且还需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对结果进行解析与

讨论［8］，易形成精细化的体系和标准，但是研究

成本较高，限制了数据集规模与研究范围，严重

制约了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自动化浅层语义

挖掘方法借助非监督的自然语言处理模型批量

处理海量文本，可获得文本中的关键词、主题、

情感极性、词频共现网络等［9-10］，识别游客偏好、

舆情、市场需求等［11-12］。该方法属于自底向上的

数据驱动研究范式，数据集规模大，实时性好，

但易受冗余与虚假信息影响，结果经常存在有

偏、歧义和缺失的情况，并且容易受研究者的主

观影响，制约研究结论的可信度［13］。目前基于

网络文本的旅游相关研究虽已取得很多成果，

但普遍存在上述问题，且数据源较单一，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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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偏常识化和同质化。如何高效处理海量网

络文本，融合多源异构的时空数据，精细化抽

取旅游相关语义信息，形式化统一表达相关知

识，支撑旅游行业分析和用户出行推荐的智能

化 ，是 目 前 旅 游 大 数 据 研 究 亟 待 解 决 的 关 键

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领域本

体和迁移学习的旅游知识图谱构建策略，以弥补人

工内容分析和自动化浅层语义分析方法的缺陷，并

实现两者的优势互补。知识图谱是一种对现实世

界要素及关系进行抽象概括的图数据模型，通过

“实体-关系-实体”三元组，形式化表达要素关系、

事件以及场景，促进知识的计算机管理与智能应

用［14-15］。目前，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检索［16］、知识

表示［17］、知识推理［18］已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19-22］。

本文通过预训练语言模型［23］与迁移学习［24］，基于领

域规范定义的本体架构，将非结构化的网络文本转

化为结构化的知识三元组，并融合游客轨迹、兴趣

点（point of interest，POI）语义等信息，将分散的旅

游相关信息整合为系统性的旅游景点知识图谱，并

以此开展游客出行模式、偏好特征、市场需求等

分析。

1 本文方法

1.1 研究框架

本文通过整合以网络文本为核心的多源UGC
数据，采取自顶向下的知识图谱构建策略。首先借

助领域专家的行业经验和理论知识，设计知识图谱

的模式层，形成本体架构；然后融合多源异构数据，

依据本体架构，针对非结构化的网络信息进行系统

性的知识抽取，获取知识图谱的数据模式；最后基

于所构建的旅游景点知识图谱，开展旅游产业

分析。

本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综合利用

了多种旅游出行信息，包括旅游服务平台的游客足

迹与在线评论、百科平台的景点概述、导航地图的

POI属性等。首先，结合理论体系与行业规范，分

析了各信源的内容与形式特征，设计模式层的概

念、关系及属性；然后，基于模式层的本体架构，通

过迁移学习改造预训练语言模型 ERNIE（en⁃
hanced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with informative
entities）实现定制化的知识获取；最后，通过Neo4j
图数据库管理系统，存储和调用所构建的旅游景点

知识图谱，开展多重时空分析，辅助旅游目的地管

理、产业规划和政策制定等决策支持。

图 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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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数据

本文的研究数据包含旅游景点和游客相关信

息。马蜂窝是国内知名的在线旅游服务平台，目前

用户总量超过 1亿。相较于携程等其他在线旅游

服务平台，马蜂窝更加侧重用户自发性的游历分

享，而淡化商业推广和交易服务等营销信息［25］。因

此，本文以马蜂窝服务平台作为旅游景点在线评论

和游客足迹的数据源，采集了覆盖全国 340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旅游景点UGC数据，并根据游客量

评论数和访问量对景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最终所

保留的旅游景点 UGC数据集涵盖全国主要景点

20 481个，涉及用户共56 101位，评论信息10 458 243
条，时间跨度为 2013-01—2019-04。

为了进一步丰富景点的语义描述语料，增强

知识图谱的要素属性和关系丰度，本文基于百度

百科平台采集了所有景点的概述文本信息作为

旅游景点 UGC数据的补充。此外，本文基于高

德地图开放接口采集景点等 POI的属性信息，包

含位置坐标、营业时间、业务内容、价格区间等。

1.3 知识图谱构建方法

1.3.1 本体设计

本体作为知识图谱的概念模式层，预先设

定知识三元组的形式与范畴，是知识图谱构建

的逻辑架构。因此，在从 UGC语料中抽取知识

前，首先需要定义景点特征体系作为知识图谱

的本体。本文根据《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

价》和《世界旅游组织旅游统计指南》，综合考虑

了游客需求侧和产业供给侧的特征维度，将旅

游景点特征体系分为 2个层面，包括 6个核心大

类和下属的 94个子类。其中 3个核心大类对应

功能层面，分别为时代特征、资源类型和气候条

件 ；另外 3个核心大类对应认知层面，分别为主

题风格、出游时段和承载活动。景点特征本体

以自顶向下的研究思路，严格参照旅游管理学

科的既定理论体系与行业规范，据此构建的知

识图谱可对景点的语义特征进行全方位、多层

次、细粒度地刻画。本文所构建的旅游景点知

识图谱本体如图 2所示。

除了网络文本语料，导航地图的 POI属性信

息、城市统计年鉴、游客足迹以及用户属性等数

据呈现为（半）结构化的信息框或表格，可直接转

化为三元组形式，一并存储和管理于 Neo4j图数

图 2 旅游景点知识图谱本体

Fig 2 Ontology of Tourist Attraction Knowledge Graph (TA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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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管理系统中。增强后的旅游景点知识图谱本

体如图 3所示。在用户需求侧，游客足迹以访问

与打分的时间序列方式融合于知识图谱中，并围

绕游客实体设置用户属性槽和居住地链接关系。

在目的地供给方面，本文将景点等 POI设置为属

性槽，并补充城市的位置、边界、接待量等空间统

计属性，以便支撑后续开展的多重时空分析。

1.3.2 知识获取

旅游景点知识获取主要基于已经定义的概

念模式层抽取和融合多源异构旅游数据中相应

的内容，来获取相应的实体、属性和关系三元组

知识，分为知识抽取和知识融合两个阶段，具体

流程如图 4所示。

1）知识抽取阶段

本文选用 ERNIE［26］作为大规模预训练语言

模型进行迁移学习，从 UGC文本语料中抽取景

点语义特征。ERNIE模型充分继承了自编码语

言 模 型 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
tion from transformers）的优势［23］，能够同时提取

字词在句子中关系特征和捕捉句段层的关系特

征，全面学习句段的语义。该模型通过设计两

个子任务完成对超大规模语料库的学习：（1）对

语句随机屏蔽 15% 的字词 ，然后进行预测填

补；（2）利用 Transformer［27］的多层自注意力双

向建模能力判断句子的上下文关系。相较于原

始 BERT模型，ERNIE采用海量无监督文本与

结构化知识的平行训练方法，引入知识图谱作

为正则化项，进一步提升了超大规模分布式训

练的表现。通过将实体关系与文本语料进行联

合掩码学习，促进结构化知识和非结构化文本

之间的信息共享，大幅提升模型对于知识的记

忆和推理能力。

迁移学习是运用已有领域知识，求解其他相

关领域问题的一种机器学习方法［28］。该方法放

宽了传统机器学习中两个基本假设的约束，即训

练集与测试集的独立同分布，以及标注样本量足

够充分。其目的是为了迁移已有知识，解决目标

领域中仅有少量甚至没有标签样本数据的学习

问题。本文对 ERNIE模型采取 Fine-Tuning迁移

学习策略，冻结预训练模型的底部双向 Trans⁃
former层参数，训练靠近输出的卷积层和全连接

层。本文在 ERNIE模型预训练结果的基础上，连

接 Sigmoid多标签分类任务［29］输出层，以交叉熵

图 3 旅游景点知识图谱的时空信息增强

Fig.3 Enhancement of Spatiotemporal Information for
TAKG

图 4 旅游景点知识获取流程

Fig.4 Flowchart of Knowledge Acquisition of Tourist Att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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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损失函数，输入层调整为标注语义标签的景

点语料。

假设文本文档的样本空间为 X= Rd，d为每

个 文 档 向 量 表 示 的 维 度 ，标 签 空 间 为 Y =
{ y1，y2…yC}，C为标签个数。从带有标签集合的

m个标注语料 D={( xi，Yi) |i= 1，2…m}中，训

练 定 制 化 抽 取 器 f ( ∙)，实 现 正 确 的 映 射 判 断

X→ 2Y。 对 于 每 个 标 签 多 标 注 样 本 ( x i，Yi)，
x i∈ X，文档表示为字段的 d维 ERNIE预训练向

量，Yi∈ Y为该文档对应的特征标签集合。对于

未见样本文档 x∈ X，定制化抽取器 f ( ∙)，可自动

预测 f ( x )⊆ Y作为该文档的景点特征集合。本

文以两层全连接的神经网络实现 f ( ∙)，输出层的

激 活 函 数 为 Sigmoid 函 数 ，即 σ ( z)=
1 ( )1+ exp ( )-z ，损失函数为平均二进制交叉熵

（binary cross entropy，BCE），计算如下：

BCE ( x )=
∑
j= 1

C

BCE( x )j

C
（1）

BCE( x )j=-[ yj logfj( x )+
(1- yj ) log ( 1- fj( x ) )] （2）

本文实验将标注语料库以 6∶2∶2分割为训练

集、验证集和测试集，进行知识抽取器的训练和

校验。

2）知识融合阶段

本文将抽取出的景点特征知识三元组与游

客足迹、POI属性、城市统计年鉴等时空信息进行

集成和融合，从而构建出完整的旅游景点知识图

谱。网页信息框形式的 POI属性数据及其表格

形式的统计年鉴数据，可按照数据格式制定融合

规则，但由于存在多个数据来源，需进行实体对

齐。对于景点实体，本文根据景点名称（或别

名）的 相 似 度 与 空 间 位 置 的 一 致 性 ，共 完 成

18 043个景点的匹配。对于地级及以上城市，

通过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进行空间查询，匹

配一致名称。最终，本文将游客行为知识、POI
与城市时空属性知识归入中国景点知识图谱

中，完成构建过程。本文基于 Neo4J图数据库管

理系统，利用 SPARQL查询语言管理和调用所

构建的旅游景点知识图谱，支撑多重时空统计

分析，辅助旅游决策。

1.4 知识图谱构建结果

经过迁移学习的 ERNIE预训练模型，在定制

化的旅游知识抽取任务中的结果如表 1所示，以

景点子类特征的预测 AUC（area under the curve）
作为标准评估，验证该模型能否准确和充分地从

文本语料中自动化按照本体获取景点特征三元

组 。 由 表 1 可 知 ，相 较 于 常 用 的 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基于 ERNIE的迁移学

习抽取器在知识获取的精度（平均提取 AUC）和

丰度（所能提取特征数量）上，分别提升了 50.7%
和 670%。该知识抽取器在全部 94个子类特征

中，仅有中国戏曲的预测AUC不足 0.7，其他全部

均达到 0.85以上水平，证明该方法可以完成自动

化、高精度的定制化知识获取任务。本文对中国

戏曲子类特征进行负例分析，发现识别错误多为

假阴性，即属于中国戏曲但未能识别该特征，原

因是具有中国戏曲特征的景点语料样本过于稀

疏，训练不充分。对于该特征可采取人工标识方

式予以校正。最终所构建的旅游景点知识图谱

包括 77 039个实体，16种关系类型，10 971 810个
三元组，如图 5所示。

2 应用实例

本文利用所构建的旅游景点知识图谱，开展

了旅游客源地市场分析、特征现状与趋势预测、

产业配置对比分析实验。

2.1 客源地市场分析

分别统计全国340个地级及以上客源地（城市）的

游客输出人次，结果如图6所示。

由图6可知，游客输出量分布呈现出极强的非均衡

性，超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三者输出总和超过全

国的1/3，相较于其他客源地，领先多个数量级。空间

上，东部沿海地区的客流输出更为集中，远高于中西

部地区。

表 1 定制化知识抽取任务表现

Tab.1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Extraction Task

模型

定制化知识抽取器

LDA模型

最优提取特征

子类特征

校园

博物馆

AUC
0.983
0.721

最差提取特征

子类特征

中国戏曲

游览

AUC
0.626
0.520

平均提取AUC

0.895
0.594

提取特征数量/个

7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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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客源地游客输出量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Tourist Output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图 5 旅游景点知识图谱

Fig.5 Tourist Attraction Knowledg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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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旅游市场现状评估与趋势预测

遍历各个景点特征统计得到访游客的满意

度与访问频次（见图 7），配合 K-means聚类可评

估旅游市场现状，预测未来趋势。由图 7可以看

出，中国国内旅游市场整体分布呈现“钟形”曲线

特征，即评分过高或过低的景点特征，访问量较

低，访问量最集中的特征分布于中等满意度区间

［3.90，4.05］。K-means聚类形成了 3个类簇，分

别代表不同的产业发展状态。类簇 1反映了低访

问量和低满意度的景点特征，说明该类型景点的

市场占有率低，游客需求量少，缺乏增长潜力，是

亟待转型的产业模式。类簇 2对应高访问量和

中等满意度，说明该类景点市场占有率最高，但

过多重复产品导致了审美疲劳。因此，类簇 2中
的旅游目的地需巩固先发优势，并基于优质资

源，不断创新产品、提升服务质量。类簇 3代表

了低访问量和高满意度，说明该类景点目前存在

供给市场短缺状况，即口碑良好但供应不足，可

推断簇 3 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具有很好的发展

前景。

2.3 产业配置对比分析

选取某个城市为对象，将资源禀赋条件最接

近该城市且发展水平领先的城市作为参照目标。

通过统计分析，对比该城市与参照目标之间的差

异，挖掘产业布局的结构性短板，以及明确可驱

动发展的增长极。

以洛阳市为对象城市，在经过匹配和排序

后，确定参照目标城市为北京市、西安市、南京市

和成都市。洛阳市与 4个参照目标城市的旅游产

业结构对比如图 8（a）所示（已排除气候因素影

响）。洛阳市与参照目标城市均体现出鲜明的历

史文化特征，适宜进行游览和拍摄等活动，投射

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目的地形象。在差异性方面，

洛阳市具有优质的佛教文化资源，以及相当规模

的佛教景区，可作为产业发展的增长极。参照目

标城市与洛阳市的旅游产业各个特征的游客消

费比值如图 8（b）所示。洛阳市产业配置短板集

中于资源条件和时代特征上，参照目标城市除著

名历史景点外，还配套有其他类型的旅游吸引

物，如购物中心、现代景观、校园文化等，结构更

加完整。因此，洛阳市旅游产业应在历史文化尤

其佛教文化基础上，补充现代类消费设施，完善

产业布局，向综合性旅游目的地方向发展。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针对现有旅游大数据挖掘研究存在的

不足，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文本的旅游知识图谱

构建方法，通过迁移学习将预训练语言模型 ER⁃
NIE改造为定制化的知识抽取器，从海量UGC文

本中获取景点特征知识，并融合其他异构数据，

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旅游景点知识图谱，以支撑

面向旅游管理领域的多重时空分析，为目的地发

展规划提供精准的科学依据。本文将预训练语

言模型以有监督的迁移学习方式引入旅游管理

领域，兼顾了旅游景点相关知识获取的精准完整

与知识图谱构建的高效自动化。所构建的旅

图 7 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的满意度与访问频度

Fig.7 Satisfaction and Frequency of Different Tourist Att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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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景点知识图谱为多源异构旅游时空数据的集成

化处理提供了新思路，以可扩展的知识三元组，自

然理解和准确表达复杂多变的旅游场景，并借助图

数据库管理系统，支撑旅游管理业务的决策支持。

未来研究工作将围绕两个方向开展，一是构

建更加丰富的地理知识图谱，将该研究框架应用

于更多的地理场景中，检验该框架的可泛化性；

二是结合图神经网络、知识图谱嵌入表示等模

型，进一步开展基于知识图谱的计算与推理研

究，力争在更多复杂性决策任务上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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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ourism Attraction Knowledge Graph Based on
Web Text and Transfe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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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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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facilitated
the online tourism service and massive web text, which provides a new opportunity for tourism sector
planning and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However, ow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mantic vagueness
and low signal⁃ to ⁃noise ratio, the web text is difficult to get utilized directly. Therefore, how to integrate
the technologies of knowledge engineer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so as to
form a formalized domain knowledge graph from abundant tourism tex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Method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ourism knowledge graph construction method based on tourism domain
ontology and transfer learning. Firstly, the ontology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s defined based on the domain
specifications and standards, which support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f the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attractions. Secondly, a transfer learning method is adopted to transform the pre-training
language model into a customized knowledge extractor to acquire knowledge triples accurately from web
text, which is integrated with the scattered tourism-related information including tourist check-ins and POI
(point of interest) attributes to build a systematic knowledge graph.Result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knowledge extractor improves the accuracy (average area under the curve) and integrity (the
number of sematic characteristics) of acquisition of sematic knowledge by 50.7% and 670%,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mmon 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model. The constructed knowledge graph of
tourist attractions contained 77 039 entities, 16 types of relationship, and total 10 971 810 triples.Conclu⁃
sions: Through the unified organization paradigm of triplet knowledge, the study realizes the fusion and in⁃
tegration of multi-source heterogeneous tourism data, and addresses the potential systemic risk in the deci⁃
sion-making process based on a single data source. It is argued that the constructed knowledge graph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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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method and procedure on Luojia-3(01) satellite. The compression framework obtains the observation
region through high-quality imaging and high-precision geometric positioning, and captures the region of
interest (ROI) using information extraction model. Finally, the mask of ROI is used to guide the compres⁃
sion model to achieve adaptive bit-rate allocation, and generate bits-stream file for transmission to the
ground.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tasks, using adaptive bits allocation can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compression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with high compression ratio, so as to realize the fast
data transmission between satellite and ground. Conclusions: Luojia-3(01) satellite has an extensible
application software module that provides a common data interface, and provides an on-orbit verification
environment for high-ratio compression algorith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Key words：earth observation system；high resolution optical satellite；intelligent and real-time service；
Luojia-3(01) satellite；task-oriented intelligent co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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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y capture the real tourism scene, support in-depth analysis of tourist behaviors and demands at different
scales and granularities, and provide decision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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