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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SMS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加快国家规划建设推出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面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同时助力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新基建三
大规划领域中，两大领域都直接提及人工智能：信息基础设施领域，人工智能与
云计算、区块链一起被视为新技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领域中，人工智能则
被视为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新基建背景下，人工智能将迎来
新一轮快速发展。

本报告从善政、惠民、兴业、智融四个部分对知识图谱技术在其他行业中的代表
性应用场景进行梳理，对知识图谱未来的发展和应用做出展望，同时对人工智能
“新基建”下，城市数字化、智慧化发展的创新场景进行展示。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的状态，研究重心由感知智能过渡到认
知智能领域。知识图谱是一种用图模型来描述知识和建模世界万物之间关联关系
的大规模语义网络，支持非线性的、高阶关系的分析，帮助机器实现理解、解释
和推理的能力，是认知智能的底层支撑。

知识图谱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又一热点产业，2019年知识图谱相关的融资金额较
2018年增长超过200%，产业链已初具规模，互联网公司、人工智能公司及大数
据智能公司纷纷入局。2019年知识图谱核心产品市场规模约65亿元，预计2024
年将突破200亿元；2019年知识图谱技术带动经济增长规模约391.8亿元，预计
2024年将突破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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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与知识图谱概述 1

知识图谱行业现状 2

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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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应用展望

人工智能新基建下城市创新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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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的发展概述
顶层设计先行，新基建进入发展快车道，为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建设注入新动力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为加快国家规划建设，决策层明确推出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首次提出以来，新基建概念在高级别会议中被密集提及，重视程度不断强化，相关政策路线也日趋清晰。

“新基建”概念的发展历程

2018.12.21

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发文 内容

2019.03.05

2019.05.14

2019.07.30

2019.12.12

2020.01.03

2020.02.14

2020.03.0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国务院常务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七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
务”发展的意见》

国务院常务会议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5G商用步伐和IPv6部署；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

用；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新一代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

2020.05.22 政府工作报告

把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技术进步有机结合。

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加快5G行业应用试点；加速构建支持大数据应用和云端

海量信息处理的云计算基础设施，支持政府和企业建设人工智能基础服务平台；面向社

会服务提供人工智能应用所需的基础数据、计算能力和模型算法。

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通过《关于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

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2020.04.28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2020.04.29

国务院常务会议
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创新投资建设模式，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支持多

元主体参与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强化服务；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

要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加快传统基础设施和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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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的内涵和外延
发力于科技端的信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将新型基础设施初步定义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与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新基建体现出“重创新、补短板”的特征：主要面向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促进经济结

构优化；但同时也对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补充，助力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提高传统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

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和外延还将不断丰富和延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 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
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
赋予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新的内涵

• 例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
源基础设施等

融合基础设施

•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
成的基础设施

• 例如，以5G、物联网、工业
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
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
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
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
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
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 是工业互联网在未来发展中
的重要技术支撑，是GDP增
速的主要来源

• 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
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 例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
新基础设施等

信息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

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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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让生产生活更智慧
推动科技势能向产业动能转化，加速重构智能社会新模式
《国家竞争优势》中指出，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将经历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等四个发展阶段。随

着数字化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新基建推动下，蓬勃发展的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将大幅度提高社会的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推动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转型。

新基建是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通过科学技术构建数据，实现从传输到分析再到决策和执行，支撑了数字世界的构建，提

升了数字世界的智能化能力，进而反哺物理世界，最终构筑新旧协同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

5G

信息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

物联网 智能计算中心 ……人工智能 云计算
新型

基础

设施

新型智慧城市 新型产业经济

“新基建”的基本架构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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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新基建的重点领域
人工智能推动智能产业化和产业智能化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新基建的三大领域中，两大领域都直接提及人工智能。在信息基

础设施领域，人工智能与云计算、区块链一起被视为一种新技术基础设施；而在融合基础设施领域中，人工智能则被视为

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的重要工具。人工智能新基建的本质不仅仅指向其自身的产业化发展，更是在实体经济中寻找

应用场景，赋能生产力升级，即作为重大应用基础设施，推动各行业完成智能化转型，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艾瑞咨询测

算，2019年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产生的市场规模超过570亿元。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2018-2022年
中国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市场规模

251.1 

570.1 

819.8 

1157.0 

1573.0 

2018 2019e 2020e 2021e 2022e

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所产生的市场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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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入新一轮高潮

人工智能是新基建的重要技术
人工智能具备建设新型基础设施的产业基础和技术成熟度
基础设施指为直接生产部门和生活提供共同条件和公共服务的设施，关键属性包括共性刚需能力、公共服务、强外部性。

人工智能成为新型基础设施首先要有成熟可应用落地的技术和产业基础。

人工智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被称为世界三大尖端技术之一。1956年在达特茅斯会议上被首次提出，随着核心算法的突

破、并行计算能力的迅速提升以及海量数据的支撑，在深度学习等新理论的驱动下，近十年来迎来质的飞跃，产业结构也

日趋成熟。随着技术不断迭代，市场认知不断完善，相关技术与传统行业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开始产生实质性融合，应用

领域也逐渐向实体经济领域和公共服务领域拓展，全面赋能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属性正在逐步显现。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达特茅斯会议
人工智能
学科诞生

1956 1984

推理期
知识期 机器学习期

将逻辑推理能力
赋予计算机系统

总结人类知识
教授给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从数据
中学习算法

2006 2013以来1970

人工智能计算机
DARPA宣告失败

1992

罗森布拉特发明第一款
神经网络perceptron

1957

BP算法出现使大规模
神经网络训练成为可能

深度学习算法在语音和视
觉识别上取得成功，识别
率分别超过99%和95%

计算能力的突破没能使机器完成
大规模数据训练和复杂任务

美国、英国相继缩减经费支持

Hinton提出
深度学习神经网络

基础层：软硬件设施以及数据服务

技术层：基础框架、算法模型以及通用技术

应用层：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

数据 开源框架传感器芯片 CPU

深度
学习

智能语音
识别

自然语言
处理

知识
图谱

计算机
视觉

消费类终端产品智能操作系统 整体解决方案

零售 安防金融 教育 文娱客服 医疗

人工智能产业结构已基本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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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进入认知智能探索阶段
当前呈现弱人工智能状态，在认知智能领域还处于初级阶段
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进行生产力升级，因此评判人工智能技术是否有价值，要看其应用是否贴近生产核心。一般认为，人工

智能分计算智能、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三个层次。计算智能即快速计算、记忆和储存的能力；感知智能即对自然界具象事

物的识别与判断能力；认知智能则为理解、分析等能力。当前，数据标准化已经趋于成熟，以快速计算和存储为目标的计

算智能已基本实现；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的推动下，以视听觉等识别技术为目标的感知智能也突破了工业化红线，

实现了机器对自然界具象事物的判断与识别。

但感知智能呈现的终究是一种弱人工智能状态，还只能在某一方面的人类工作上协助或替代人类。当人们能使用机器识别

更多事物，自然而然地引发了对事物的理解和分析等深层次的自动化知识服务的需求，而需要外部知识、逻辑推理或者领

域迁移的认知智能领域还处于初级阶段。学界已经展开认知智能领域的研究，2018年以来，美国人工智能协会收录关于认

知智能层面的论文逐年增多，占所有收录论文的比重也有提升。

来源：The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美国人工智能协会，根据艾瑞统计模型核算。

2018-2019年美国人工智能协会收录认知智能论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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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的定义
用图模型来描述知识和建模万物关系的语义网络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知识图谱是一种用图模型来描述知识和建模世界万物之间关联关系的大规模语义网络，是大数据时代知识表示的重要方式

之一。知识图谱最常见的表示形式是RDF（三元组），即“实体 x 关系 x 另一实体”或“实体 x 属性 x 属性值”集合，其

结点代表实体（entity）或者概念（concept），边代表实体/概念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由于知识图谱富含实体、概念、

属性和关系等信息，使机器理解与解释现实世界成为可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传统的知识工程与专家系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都是在规则明确、边界清晰、应用封闭的限定场

景取得成功，严重依赖专家干预，一旦涉及到开放的问题就基本不太可能实现，因此难以适应大数据时代开放应用到规模

化的需求等问题。相对于传统的知识表示，知识图谱具有规模巨大、语义丰富、质量精良与结构友好等特点，宣告知识工

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传统知识工程和知识图谱

知识工程

知
识
管
理

流程知识

领域知识

管理知识

制度知识

文化知识

业务1 业务2 业务n......

传统知识工程的知识管理 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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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是认知智能的底层支撑
为描绘物理世界生产生活行为提供有效的方法与工具
让机器具备认知智能具体体现在让机器掌握知识，拥有理解数据、理解语言进而理解现实世界的能力，拥有解释数据、解

释过程进而解释现象的能力，拥有推理、规划等一系列人类所独有的思考认知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实现与大规模、结构化、

关联密度高的背景知识是密不可分的。

知识图谱通过对海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知识萃取并关联形成网状知识结构，对概念间的关系属性进行联结和转换，

支持非线性的、高阶关系的分析，为描绘物理世界生产生活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与工具，是认知智能的底层支撑。知识

图谱帮助机器实现认知智能的“理解”和“解释”能力：通过建立从数据到知识图谱中实体、概念、关系的映射，使机器

能理解数据，从数据中提炼出行业或领域内高精度的知识；通过利用知识图谱中实体、概念和关系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事

物和现象，使机器能解释现象。更进一步的，基于知识图谱和逻辑规则或统计规律，机器能推理出实体或概念间深层的、

隐含的关系，实现认知智能的“推理”能力。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罗素·艾可夫”From data to wisdom,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自主研究绘制。

通过建立从数据到知识图谱中实

体、概念、关系的映射，使机器

能理解数据，从数据中提炼出行

业或领域内高精度的知识；通过

利用知识图谱中实体、概念和关

系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和现

象，使机器能解释现象。

智能
（W）

信息（I）

数据（D）

知识（K）

理解和解释
推理和决策

抽取

融合

原始素材

加工后有逻辑的数据

提炼信息间的联系
组织化的信息

知识的应用

知识图谱技术将数据映射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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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的基本构建流程
数据-知识抽取-知识融合-知识加工-知识应用
根据覆盖范围的不同，知识图谱可以区分为应用相对广泛的通用知识图谱和专属于某个特定领域的行业知识图谱：通用知

识图谱覆盖范围广，注重横向广度，强调融合更多的实体，通常采用自底向上的构建方式，从开放链接数据(“信息”)中

抽取出置信度高的实体，再逐层构建实体与实体之间的联系；行业知识图谱指向一个特定的垂直行业，注重纵向深度，具

有丰富的实体属性和数据模式，通常采用自顶向下的构建方式，先定义好本体与数据模式，再抽取实体加入到知识库。

知识图谱的构建遵循知识抽取、知识融合、知识加工、知识应用的基本流程。从海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中进行实体、

关系、属性和事件的信息提取，通过本体和实体对齐、指代消解解决多种类型的数据冲突问题，完成知识融合。将知识存

储到知识库中，最后进行进一步的知识推理和图谱应用。

知识图谱的基本构建流程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结构化数据

半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

实体对齐

指代消解
知识库

数据整合

第三方数据库

质量评估

知识推理
实体抽取

关系抽取

属性抽取

事件抽取

知识抽取 知识融合数据源 知识加工

算法支撑

图谱应用

原图应用

......

知识检索

知识自动化

知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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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推理的重要技术——图计算
用于图结构化数据间的关联性推理运算，善于挖掘隐藏关系
知识图谱构建过程的关键技术有知识表示（如RDF、OWL）、知识抽取（如实体识别与链接、关系抽取）、知识融合（如

本体对齐、实体对齐）、知识存储（如图数据库存储、RDF存储技术）、知识推理等。由于图数据相对于传统的关系型数

据具有更强大的表达能力，善于处理大量的、复杂的、互联的、多变的网状数据，因此图数据的计算与推理逐渐成为知识

图谱的重要研究任务之一。

图计算专用于图结构化数据之间关联性的推理运算，基础数据格式与图存储相对应，由代表实体和本体的“点”、代表语

义关系的“边”和边上的权重组成。图计算算法主要包括遍历算法（全盘访问每一个节点）、社区发现（用于计算社交网

络中人际关系）、PageRank（源自搜索引擎，用于网页链接排序） ，以及最短路径算法（解决图结构中距离问题），在

知识图谱中主要应用遍历算法进行知识推理，以发现实体间隐藏的关系。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图计算算法核心内容

图数据库
以图形的“节点” 象征实体，节点

间的“边”代表实体间的关系，更

有利于知识查询和价值挖掘

遍历算法

沿着某条搜索路线，依
次对树（或图）中每个
节点均做一次访问，试
图找到新的关联

社区发现

社区发现算法可以用来
发现社交网络中三角形
的个数（圈子），可以
分析出哪些圈子更稳固，
关系更紧密

PageRank

如一个网页被多个网页
链接，则其PageRank
值较高，该算法源自搜
索引擎中的网页排序

最短路径

用于计算一个节点到其
他节点间最短的途径，
以目标节点为中心，向
边缘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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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是符号主义人工智能的代表，核心在于对多模、多源异构数据和多维复杂关系的高效处理与可视化展示，将社会

生活与生产活动中难以用数学模型直接表示的关联属性，融合成一张以关系为纽带的数据网络。通过对关系的挖掘与分析，

能够找到隐藏在行为之下的关联，并进行直观的展示。基于知识图谱的上述优势，适宜解决关系复杂的问题，如深度搜索、

规范业务流程、规则和经验性预测等相关研究课题。

连结主义中的深度学习算法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标志性技术，但深度学习有其局限性，侧重解决影响因素较少、但计算高

度复杂的问题，而不太适宜解决影响因素较多、且掺杂众多非线性关系的问题。通过与知识图谱的配合使用，依托于行业

知识与经验的深度学习将产生更多贴近产业核心的认知智能应用，有助于覆盖场景中大多数问题，形成完整的以“场景需

求”为导向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进一步实现生产力升级的终极目标。

知识图谱的应用价值
对复杂关系的深入挖掘和直观展示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深度学习

大规模数据

数据

理解

数据

驱动

分布式表示

知识图谱

图神经

网络

知识

表示

学习

知识获取

知识指导

数据驱动的

深度学习

符号表示的

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与深度学习算法的配合应用知识图谱的数据处理层次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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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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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浅层
语义分析

表格理解

知识抽取

本体学习

图谱分析机器学习

非结构化数据

结
构
化
数
据

数据
工程

实例

模式

知识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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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的典型应用
原图应用
知识图谱是人工智能应用链条的第一步，是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知识图谱在高效数据处理和知识加工推理方面的能力，

可以推动人工智能既有产品的升级或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可以转化为新的商业产品形式。

知识图谱的产品形式可以分为原图应用和算法支撑两类。原图应用指基于知识图谱的图结构和丰富的语义关系，直接通过

图谱产生价值的服务形式，例如图挖掘、关联分析等。通用知识图谱被视为下一代搜索引擎的核心技术，而行业知识图谱

由于有具体场景的认知深度，能很好地满足垂直领域知识类查询的需求，如企业业务流程查询、司法领域案例查询等。算

法支撑指通过知识图谱对于信息源的数据进行处理，将产出的结构化关联数据用于其他人工智能任务的算法模型训练和应

用中，得到能解决具体场景问题的研判建议，形成解决办法产生价值的服务形式。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知识图谱的原图应用

知识
图谱

原图应用：

基于知识图谱的图结构和丰富的语义关系，实现知识可视化、
图挖掘、关联分析等，直接通过图谱产生价值的服务形式

学术知识
查询

法律案牍
查询

保险理赔
案例查询

业务流程
查询

企业关系
查询

临床病例
查询

嫌疑人关系
查询



17©2020.11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2020.11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知识图谱的典型应用
支撑其他人工智能任务：搜索、问答、推荐
知识图谱为其他人工智能任务提供算法支撑的典型应用主要包括智能问答、智能搜索和智能推荐、决策分析系统等，目前

都已产生了成熟且广泛应用的商业产品，同时也是各领域知识图谱中的重要一环。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搜索能对文本、图

片、视频等复杂多元对象进行跨媒体搜索，也能实现篇章级、段落级、语句级的多粒度搜索。智能搜索让计算机更准确地

识别和理解用户深层的搜索意图和需求，在知识图谱中查找出目标实体及其相关内容，对结果内容进行实体排序和分类，

并以符合人类习惯的自然语言的形式展示，从而提高搜索体验。智能问答可以分为直接回答、统计回答和推理回答。基于

知识图谱的智能问答能从实体和短句两个维度进行挖掘，能理解多样问法和有噪音问法，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召回率。在

对话结构和流程设计上，能实现实体间上下文会话的识别与推理，最终实现更自然的人机交互。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推荐

则通过获得用户和物品的精确画像，从而实现准确的匹配和有针对性的推荐，实现场景化、任务型的推荐。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搜索的基础运作流程

自然语言的输入：

问题文本

问题分类器

问题分析：

完成分词、词性标注

实体识别、实体消歧

语义槽提取：

完成类别判别

SPARQL抽取：

将问题构造为

SPARQL模版

回复生成：

返回相应的查询结果

转化成易于理解的形式

建立语义链接：

语义槽中自然语言

表达链接到对应知

识图谱的URL上

SPARQL查询生成：

标准构造的SPARQL

可在图谱中被查询

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问答的基本实现方式

查询文本结果排序 扩展搜索语句

用户 Query解析 图谱计算

规则扩展

实体解析

文本+图谱
可视化展示

知识库 知识索引库 概念图谱 实例图谱

概念图谱 实体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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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招投标项目统计推算。
注释：知识图谱核心产品：Schema三元组模型构建、实体标注等技术，知识图谱管理平台与建模服务、垂直行业的知识图谱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知识图谱带动收入：带动大数据、
智慧应用以及传统产业效益提升规模。

知识图谱的行业发展情况

随着人工智能的算法和算力不断提升，数据来源愈发广泛，大规模自动化的知识获取和全新的知识表示成为可能。与之相

对应的，传统知识工程受限于知识获取阶段需要重度的人工参与，在互联网时代不再能适应整个互联网高效化、智能化应

用的需要。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促进了知识图谱发展，其构建中的核心产业主要包括Schema三元组模型构建、实体标

注等技术，知识图谱管理平台与建模服务、垂直行业的知识图谱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等。据艾瑞咨询统计推算，2019年知

识图谱核心产品的市场规模约为65.0亿元，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预计2024年将突破2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4%。

此外，知识图谱技术的应用也进一步带动传统企业智能运维效率升级，据艾瑞咨询估算，2019年中国知识图谱技术带动经

济增长规模达391.8亿元，预计到2024年将突破1000亿元。

2019年核心产品市场规模约65.0亿元，预期将迎来快速发展

2019-2025年中国知识图谱核心产品市场规模及带动经济增长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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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8
497.1

704.0

886.5
954.6

1134.7

1305.9

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2019 2020e 2021e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中国知识图谱核心产品市场规模（亿元） 中国知识图谱带动经济增长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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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产业链与参与者图谱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通用知识图谱及针对具体场景提供解决方案的行业知识图谱，最终用户包括括企业、政府、个人等

知识抽取、知识融合、知识加工，逐步构建知识图谱，提供具体场景应用服务

从各类数据来源处采集、挖掘数据，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和前期结构化

最终用户

数据提供方

电商数据 社交数据 网络搜索数据

政府数据 企业数据

公开渠道

广播电信数据

定位系统 射频识别

传感器 电子标签

物联网信息传感设备

软硬件
支撑

知识图谱
服务平台

通用知识图谱

教育领域

数据采标服务商 服务器硬件服务商 云服务商

公安领域 营销领域 金融领域

能源领域

医疗领域

人工智能公司互联网公司

工业领域

开放链接知识库

大数据智能公司

政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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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知识库 关联搜索 预警应用 研判应用 推荐应用 数据中台

金融领域

公安领域

医疗领域

教育领域

能源领域

工业领域

司法领域

零售电商领域

政务领域

客服领域

营销领域

媒体舆情领域

企服领域

知识图谱在各领域中的应用概览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知识图谱在各领域中的应用概览

数据繁杂、单一价值有限、问题抽象需要可视化展现、五层
关联维度以上的应用场景更加适合搭建知识图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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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篇目录

惠民

兴业

• 医疗健康
• 教育

• 企业管理
• 制造业
• 智慧建筑

• 城市治理
• 环境保护
• 公安
• 司法

善政

智融
• 智能风控与信用评估
• 智能投资研究顾问
• 智能产品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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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城市治理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知识图谱赋能城市智能公共管理系统，打造城市“数字大脑”
中国城市存在巨大的存量治理和精细化发展需求。随着城市公共管理的数据来源由政务数据不断拓展至交通、视频、环境

等其他城市运行感知数据以及企业数据，城市大数据平台也从政务共享交换平台，发展成为多方共建共用共享的大数据平

台。基于知识图谱技术，将分散在政府各个部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相互孤立的数据资源联通共享，实现多源数据集成

交换，从而对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进行深度挖掘。通过数据融合分析与管控，最大化发挥数据要素的效能，发现不同群体、

不同行业的服务需求，实现政务服务的精准化供给、政府科学决策和高效社会治理。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知识图谱

应用层

数据资产管控

离线计算 实时计算

流计算 图计算

分布式计算

No SQL/New SQL

关系数据库

流计算

对象储存

分布式存储

数据质量管控与溯源

多租户与数据安全

元数据统一视图

风险
预警

全息
档案

数据
检索

数据
漏斗

研判
比对

群体
画像

自助
报表 公共安全

生态环境

智慧政务

智慧应急

智慧监管

医疗大脑

实体、事件抽取 关系、属性抽取

知识融合 知识库建立

城市智能公共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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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环保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构建生态环境知识库，形成统一环境数据标准
环境保护是产业链规模庞大、业务复杂程度极高的行业。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依托物联网感知设备构建的对大气、水利、

土壤、危废等环境监测网络已经铺开，但仍面临监测数据分散且维度多，存储维护难，海量原始数据需要大量人工清洗加

工以供预警、决策等问题，导致辅助上层决策利用率和准确率较低。应用知识图谱技术能统一并可视化结构复杂的原始环

境数据，梳理挖掘环保对象、环保流程、环保措施等数据之间的关系并转化为知识库，形成安全可靠的数据标准。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实现地理空间、污染源、水利、气象、土壤环境质量、网络舆情等多源异构数据的采
集，统一环境数据标准，构建生态环境数据平台和知识库，打通各级环保部门、跨部
门业务系统和社会各方，实现生态类数据资源全面多层次的共享开放

对环境数据进行实时、立体化监控，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模型建
立，进行对环境质量趋势的长期跟踪和分析研判，对质量异常波动和各类环境
污染事故做出预警，提升管理能力，辅助精准决策

对污染源信息进行全面逐级采集和深度挖掘，对企业固废信息申报、排污申报
管理、固废转移联单、污染减排、监管统计等工作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跟踪管理，
实现污染物快速溯源，高效监管和执法

对自然资源进行资产化管理，为自然资源资产做定性、定量的审计与评估，并
为其规划和管理提供业务数据支持

对于产废企业及其上下游企业，对影响污染物排放的生产设施和污染物治理设施运行
的关键参数进行收集记录，建立环境信用评价体系对企业环保信用进行标准化评级，
累积相关数据形成企业环境信用档案，为环境治理提供依据

知识图谱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场景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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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公安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重点解决数据关联性和数据价值挖掘问题，赋能线索情报分
析与案件预警
公安大数据是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效率、动力变革的重要力量。随着跨部门、警种、业务的协同和整合大趋势的到来，

知识图谱作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双重技术的应用表现，能通过数据分析、文本语义分析等手段，抽取出人、物、地、机构、

虚拟身份等实体，并根据其中的属性、时空、语义、特征、位置联系等建立相互关联，构建一张多维多层的，实体与实体、

实体与事件的关系网络。根据数据的接入实时进行自动更新，能提供更有深度的信息，真正激发大数据的价值。在解决公

安大数据发展中面临的数据缺乏关联性、缺乏全警种智能应用等问题时发挥重要作用。

建设公安知识图谱仍遵循知识图谱搭建逻辑，但其中知识抽取、本体层建设和实战应用开发等环节需要运用分布式储存、

关联算法、语义推理等技术，将公安部门多年业务中积累的技战法进行总结和可视化处理，与技术算法相互转换，以集成

犯罪和预测模型，实现重点人员场所关联分析、物品关联分析、团伙关系分析、异常事件挖掘、相似案件推理等功能，提

升公安信息化的智能化水平，促进公安情报研判的演进，高效服务公安的打防管控工作，甚至做到精准的犯罪预测预警。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公安知识图谱构建流程

知识抽取

• 实体抽取
• 关系抽取
• 属性抽取
• ……

知识融合

• 数据清洗
• 数据关联
• 数据对比
• ……

数据库重构

• 建立标准库
• 建立专题库
• 建立主题库
• 建立研判战法集
• ……

本体层搭建

• 社会化数据与公安技战法
结合

• 碎片化数据与公安技战法
结合

• 公安技战法与算法结合
• ……

实战应用

• 关系挖掘
• 路径推演
• 全文检索
• 时空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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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政：司法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司法领域数据治理以知识性为中心，适于知识图谱应用落地
面对大量且复杂的司法大数据，应用人工智能需要提炼共性规则，即依据不同的司法场景，提取具有统一性和相似性的领

域规则并对抽取的数据进行数据标注，供机器学习以形成类似于人类的信息提取、逻辑分析能力。因此，与其说司法人工

智能以数据为中心，不如说其以知识为中心，构建司法知识图谱是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基础和先决性问题。司法知识图谱

将法律领域中的实体、属性和关系进行体系化梳理，并建立逻辑关联，通过知识图谱和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挖掘，辅助决

策，洞察知识领域动态发展规律。基于司法知识图谱可实现司法业务场景的智能应用，解决“案多人少”“同案不同判”

等现实问题。目前，司法知识图谱已广泛运用于法律知识检索和推送、文书自动生成、类似案件推送、裁判结果预测、知

识智能问答、数据可视化等方面，为司法人员办案提供高效参考和科学依据，全新定义司法数据应用和司法智能化，凝练

司法智慧，服务法治建设。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司法案件案情知识图谱构建流程

法律法规文书库

• 宪法、刑法、民法总则

公司法、合同法
• 行为规范法条识别

证据时效法条识别

证据有效性法条识别

类结构化信息文本

运用基于规则的方法，
提炼出案情基本信息

判决书
电子卷宗

非结构化案情文本

运用基于深度学习的方法，
提炼出案情关系三元组

事理图谱构建

• 关键词筛选
• 句法分析
• 模式匹配
• 样本分析

证据推理规则生成

• 证据实体识别、证据属性抽取
• 证据特征设计、证据特征量化

（支持度、置信度计算）
• 专家知识校验
• 证据链条
• 事实判定链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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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医疗健康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在就医导诊、辅助诊断、药企市场拓展等领域提供知识服务
医疗健康是典型的数据海量且多源异构的行业，且限于数据专业性强、结构复杂，数据融合在医疗健康行业应用场景中更

加困难。利用知识图谱的能力，可以聚合核心医学概念和全方位的医疗生态圈知识，从海量的临床案例中对经验和知识进

行提炼整理、录入标注、体系构建，在解决优质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和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加的矛盾中产生重要的作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患者就医时常会面临“知症不知病，知病

不知科”的问题，而现有的导诊方式一般

为人工导诊或基于关键词的导诊系统，其

效率和效果有待提升。

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就医导诊系统，借助

知识图谱的推理能力，为患者精准匹配症

状和疾病对应的科室和医生，不仅为患者

就医提供方便，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同时

也能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患者：智能就医导诊

高水平的医生往往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

而基层医院的医生以及资历较浅的医生经

验比较欠缺，需要的培养时间也较长。

构建知识图谱平台，积累医药行业医学信

息及行业服务经验，能完整分析患者当次

诊断、主诉、相关检验检查结果及电子病

历、影像等历史数据，直观反映和动态推

理患者病情，查询类似病例，辅助优化诊

疗方案，审核医嘱合理性，有利于节约成

本、规范诊疗。

医生：辅助临床诊断

随着新产品加速上市和拓展基层市场，药

企面临医务工作者和患者间大量关于疾病

和用药的咨询，依靠医药代表和医学部的

人力资源很难及时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

通过构建疾病和产品知识图谱、搭建知识

体系平台或问答平台，能对高频问题进行

智能回复，释放人力来处理更复杂的问题

咨询。同时，通过图谱的积累能不断完善

用户画像，进行客户的关联和转化。

药企：市场拓展

知识图谱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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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教育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教育知识图谱与机器学习算法结合实现智适应教育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更多应用在如拍照搜题、口语评测、课堂监控等外围需求的工具上，并未能有效深入到教学场景中，而

真正产生生产价值建立在充分且必要的数据基础上，搭建贯穿教材知识体系、教学资源管理和受教育者学习轨迹的知识图

谱，将教与学的全过程进行可视化展现，使静态知识点数据与动态教学活动的数据产生关联，为算法利用提供支撑环境。

知识图谱在教育领域主要有以下几种应用场景：一是将学科教材知识进行本体建模，形成可关联性查询的知识网络；二是

以图结构将教学资源以及关系进行语义化组织，以便合理调用；三是在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应用大数据、AI等技术形成面

向学习目标的个性化学习路径，实现千人千面的教学方案；四是面对受教育者搭建个人知识图谱，通过对其知识点学习进

度和考试反馈数据的实时关联，形成知识掌握状态的可视化个人画像，以至于习题推送和老师一对一教学有的放矢；五是

将教育领域碎片化多源异构数据进行处理，形成标准化的关联数据集，为机器学习算法训练提供充要条件。通过以上五点

应用，勾勒出基于知识图谱的数字中台形式，最大限度地对教育领域数据进行资源整合，为上层智能化应用提供支撑，改

变了“传统教育披上人工智能外衣”的状况，用技术起底教育逻辑，形成数据指导下自适应学习的价值闭环。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智适应教育技术框架

学习管理

系统核心

学习

引擎

本体

基于对话的人类用户界面
系统管理服务

系统呈现服务

监控预警服务

测试服务 学习导航服务
多模态综合行为分析

事件收集器

实时事件收集器

学习记录库
高级诊断和
VPA引擎

目标管理
引擎

实时分类
与预测

推荐引擎用户状态
评估引擎

学生画像

动态学习目标 内容图谱错因分析本体 学习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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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通用企业管理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企业内部知识管理平台高效实现知识资源创造、沉淀和使用
知识是企业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源泉。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企业内部信息化的成本不断降低，信息化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信息系统在大中小企业得到广泛覆盖，信息化的变革不仅极大的提升了企业的运作效率，也为企业积累了丰富的数据

资源，为企业步入知识管理阶段奠定基础。但数据孤岛和数据间缺乏关联的难题依然是制约企业有效实施知识发现和知识

管理的重要因素。日常工作场景中，企业内部往往会有大量的培训和项目总结会议，其中产生大量经验和知识需要准确地

推送给潜在使用者，各级员工有大量个人知识储量和项目及管理经验应当被共享，此外，企业用户产生与业务相关的知识

需求后，往往希望能快速、准确地获得相关领域和业务的相关知识和解决方案、案例经验，都对企业内部知识的高效流动、

传播和利用提出要求。企业内部的知识来源广泛，知识增长体量大，识别、审核和管理知识的难度高，而知识图谱在信息

表达上更接近人类的认知方式，具有理解和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并能通过语义理解和训练对知识进行推理和判断。因此

构建基于知识图谱的企业内部知识管理平台和商业洞察系统，能帮助企业从多源异构的海量数据中发现业务规律，建立从

研发、生产、营销、销售到服务的完整智能商业闭环，实现精准洞察、实时决策和高效运转。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企业内部知识管理平台运作流程

知识

创造

- 员工、专家、项目、
文档、社区

- 技术经验、产品经验、
项目经验

- 识别、审核、维护

- 知识管理平台：
- 知识分类管理
- 知识文档管理
- 知识分享社区

- 外部资料库、专家库、
术语库、标准化库、
项目成果库、人才库

知识

应用

- 图谱分析、知识地图

- 知识检索、智能推荐

- 过程监督、偏差分析

- 预测、规划、辅助决策

知识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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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通用制造业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对基础数据进行建模，在制造全流程实现多方面协调管控
制造业体系庞大、场景丰富、产品类型多、定制化程度高，具有数据庞大且知识结构复杂的特性，存在着如工序流程和工

艺制造知识等事理知识，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定量知识。事件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事理逻辑关系，而不同角色本体构造提出的

需求也不尽相同。引入知识图谱技术，将工厂车间、人工资源、物料组件、设备制具、工艺流程、故障等制造业的基础数

据进行知识分类和建模，通过对知识的抽取，对定量知识与事理知识的融合以及对实体之间复杂关系的挖掘，构建制造业

知识服务平台，建立产品规划、设计、生产、试制、量产、使用、服务、营销和企业管理等全生命周期的互联，还能融合

环境、焚烧、水务、模具、能源管理等多个相关行业的知识内容，通过快速搜索和推理关系中的趋势、异常和共性更好地

组织、管理和理解制造业体系的内部联系，将知识转化为决策依据，破除产品封闭式的重复研发实现创新，进行全流程多

方面的协调管控，提高制造流程中问题的预见和解决能力，提升资源管理能力、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知识图谱在制造业各流程的应用场景

能源行业 纺织业钢铁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军工行业 ......

研究开发 生产制造 运行保障

– 汇集各种相关产品的发展趋势，为

新产品市场定位提供决策支持；

– 识别新产品在不同的场景下的使用

方法和使用要求，推送其他产品的

应用案例；

– 提供已有的相似产品、相关产品、

相关技术、领域专家和信息化工具

软件等信息。

– 将车间布局、生产设备、生产工艺、

生产物料、物流仓储、质量检测、

生产计划、能耗管理和安全防护等

各种知识结构化、动态化管理；

– 为生产现场人员提供快速精准的工

艺工序、设备操作、质量分析和突

发情况应对等知识，实现及时专业

的现场指导。

– 将产品的制造原理、结构、使用手

册、拆装方法、维护手段、故障诊

断和相关资深技术专家及经验等进

行结构化管理；

– 提供信息搜索、知识推送、知识查

阅等多样化方式；

– 提高工人熟练程度，提高故障定位

效率，减少产品维修维护成本。

应
用
环
节

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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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智慧建筑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集合构建以BIM数据与规范为主的建筑工程行业知识图谱
当前建筑行业仍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拥有动态且复杂的行业结构。根据不同项目类型、项目阶段和项目目标，将项目过

程中不断重复的知识、使用知识本体的方式进行组织化的设计和管理，以实现从图纸设计、审图、施工、验收到楼宇运维

全流程内知识的重复使用和组织化管理，是建筑行业实现智能化的目标。当前建筑信息模型（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从工程实践到管理理念上都在给建筑业与施工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变革。作为含有丰富语义信息的三维模型载

体，BIM的属性与信息体系包含了建筑的空间几何信息、属性信息等，是实体建筑的数字化表达，具有真实性和全面性的

特点都可以有效分类和聚集成为若干知识本体，结合知识图谱的知识抽取、知识融合及知识加工等构建技术，集合成以

BIM数据与规范为主的建筑工程行业知识图谱，从而提升设计阶段BIM审图规范与效率、辅助施工阶段质量管理与决策、

改善运维阶段数据流转与分析能力。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知识图谱在智慧建筑中的应用场景

智能审图

人工审图不可避免的存在人为操

控、尺度不一、低效漏项等问题。

基于云结构、多专业规则集、几

何图形库和知识抽取、知识推理

等技术，构建评审规则、规范知

识图谱，提取出建筑图纸中的

BIM通用交互格式工业基础类数

据与规则规范进行实体对齐、快

速匹配，实现一键校核，输出审

查结果。

智慧运维

通过实体、关系、属性抽取，创

建楼宇内机电设备全信息数据知

识库，用于信息的综合存储与管

理，实现三维虚拟空间与物理建

筑空间的规律映射，全面感知建

筑内人、事、物的数据信息，实

现设备查询、空间定位及预警提

示、故障解决方案分析等，为建

筑安全、服务、效能、运营的优

化提供支撑与决策。

构建建筑针对建筑领域专业问题，以多轮对话的形式，

根据确定的问题类型，通过检索模块，提供一系列选

项，进而进入问答递归，并最终给出答案或结果列表。

01

02 03

建筑知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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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融

善政

应用场景篇目录

惠民
• 医疗健康
• 教育

• 企业管理
• 制造业
• 智慧建筑

• 城市治理
• 环境保护
• 公安
• 司法

兴业

• 智能风控与信用评估
• 智能投资研究顾问
• 智能产品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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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融：智能风控与信用评估
知识图谱与机器学习相结合，重塑金融领域智能风控过程
无论是传统金融或是互联网金融领域，信用评估、反欺诈和风险控制都是最为关键的环节，随着近些年金融数据的爆发式

增长，传统风控系统逐渐力有不逮，而应用机器学习算法和知识图谱的智能风控系统在风险识别能力和大规模运算方面具

有突出优势，逐渐成为金融领域风控反欺诈的主要手段。机器学习和知识图谱相结合是目前主流的解决方案。

机器学习算法通过概率计算的方式，以数学运算特征反应风险情况，形成易于机器计算的风控模型；而知识图谱通过权威

经验和规则创建本体模型和抽取实体的范围，根据实体间关系形成关联数据网的图谱形式，打通相关数据，动态、实时地

描画囊括个人基础信息、金融行为、社交网络行为等用户综合画像，并结合业务场景，根据画像的情况与模型对应，形成

具有金融业务特性的风控体系，在解决方案的决策环节结合规则和概率的综合评价，给出最终的风险评估，整个过程能够

实现秒级响应。知识图谱的应用不仅能够为缺乏可解释性的机器学习算法带来必要的参考系，还可以串联金融业务中产生

的大量多源异构数据形成知识库或知识中台，挖掘数据深层价值，为实现标签体系构建、投资关系梳理、产业链风险预警、

智能催收等上层应用打下基础。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知识图谱识别金融风险的应用场景

风险评估与控制
• 反欺诈应用：构建包含多数据源的知识图谱，将

将已知欺诈要素（设备、账号、地域等）整合，
将借款人相关的所有的数据源打通，整合借款人
的基本信息、消费记录、行为记录、关系信息、
线上日志信息等，建立客户风险特征信息库，提
供不一致性检验。

• 内审内控应用：对受监管人员的邮件和账户往来
进行数据挖掘并构建关联关系网，能防范内外勾
结或账户异常往来的违规行为。

• 反洗钱应用0
1

风险预测与分析
• 潜在风险行业预测：基于多维度数据对行业进行

细分，根据行业信息建立关系挖掘模型，展示每
个行业之间的关联度，如果某一行业发生了行业
风险或高风险事件，可以及时预测未来有潜在风
险的关联行业。

• 潜在风险客户预测：整合和关联企业内部以及互
联网采集、第三方合作数据，发现和建立企业间
集团、投资、上下游、担保关系，企业与个人间
任职、实际控制、一致行动关系，及时预测未来
有潜在风险的关联企业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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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融：智能投资研究顾问
通过自动抓取和产业链关系推理解决投研领域痛点
对一级或二级市场的投资研究，一直是泛金融领域重要的课题，上市公司或一些重要的标的公司在公开网络中披露了众多

如财务数据、定期公告、公司研报等有价值的信息，为投资者行为提供了充分的参考依据。传统投研工作需要分析师通过

各种渠道搜集和判别信息，凭借个人经验对零散的数据进行组织建模，以报告的形式产出趋势观点和数据分析，大部分的

物料和时间成本都花费在信息和数据的搜集上，加之金融资讯信息时效性极强，成果可控性不高，纵使头部金融数据机构

提供了相应的软件产品，但数据的颗粒度和产业链关联性仍难以满足多元需求。此外，金融行业人才流动快，专精于某一

领域的分析师一旦离职，将直接影响这个行业分析的延续。

利用NLP技术自动抓取关键信息，搭建投研领域知识图谱，能减少基础数据处理的工作，将各个行业的发展变化抽象导入

数字层面，为知识查询和应用开发提供实现基础。由于券商研报中80%的数据指标在传统软件产品中无法被查询，分析师

在进入一个新领域时要耗费大量时间搜集类似数据，知识图谱投研产品可以大大缩短这一必要劳动时间，大幅提高投研效

率。除静态领域图谱外，基于时间序列还能搭建对网络报道、新闻事件进行抓取的事理图谱，两相结合，从行业固有逻辑

和实时信息双管齐下，推导事情的发展脉络和趋势走向，梳理关联脉络，为后续判断投资机会等研判类应用提供数据支撑。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知识图谱赋能智能投资研究流程

实体：

• 股东、董监高、子公司

• 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

关系：

• 控股关系、投资关系、合作关系

• 担保关系、上下游关系

属性：

• 行业、市值、持股份额、市场因子

知识库：

• 股权图谱、债权图谱、投资基金图谱

• 上市公司图谱、集团派系图谱

• 产业链图谱、大宗商品图谱

自动项目报告：

• 信用情况、偿债能力、财务比率

• 估值水平、股价异动、企业债异动

• 担保抵押、关联交易、产业新闻

数据抽取 数据整合 图谱应用

结构化非实时数据：

• Wind、同花顺数据、聚源数据

• 工商数据、司法数据、产业链数据

非结构化非实时数据：

• 企业公告、财务报告、研究报告

结构化实时数据：

• 股票行情、商品行情

非结构化实时数据：

• 财经新闻、社交媒体、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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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融：智能产品营销

金融行业正全面迈入大数据时代，从产品设计、销售到售后的过程中，都积累了大量的用户数据。将积累的数据打通并与

业务场景结合，利用数据驱动业务增长提高业务效率，是所有金融机构都希望实现的目标。随着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以及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机构都希望通过增强对客户的数据洞察能力，尽可能地准确理解和深

度挖掘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与自身产品和服务进行匹配，从而实现精准触达，缩短获客时间，降低营销成本。

基于知识图谱技术汇聚多源客户信息，构建客户多维画像和标签体系，在个人及零售业务中，能将客户的关系、事件、行

为等进行关联，在整个业务周期对客户属性进行动态、实时的描绘，深度分析客户投资喜好和风险偏好，实现理财、投资、

保险产品的匹配推荐；在机构及对公业务中，通过构建企业关联关系网络，可以实现对产业链的洞察，发掘潜在可拓展的

新客户、有价值潜力提升的现有客户、客户的新需求，整理出有价值的营销线索，有针对性地推荐或辅助设计产品；构建

金融机构内部的知识图谱，能实现跨部门、跨业务线打通数据，避免重复工作，提高信息采集和风险识别的效果和效率。

除构建用户图谱外，将知识图谱引入到推荐系统中可以有效地解决传统推荐系统存在的稀疏性和冷启动问题。知识图谱为

实体引入了更多的属性信息和语义关系，整合学习用户信息和偏好画像，因此能更准确地捕捉用户和产品属性的潜在匹配

关系，深层次地发现用户兴趣；通过提供不同的关系连接种类，能实现推荐结果的发散，避免结果局限于单一类型，增加

多样性；通过连接推荐结果和用户的历史记录，提高用户对推荐结果的接受度和满意度，增强用户对推荐系统的信任度。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知识图谱构建客户多维画像，实现精准个性化推荐

知识图谱赋能智能营销的应用场景

客户画像管理 产品增值服务 营销效果评估

在图谱中为客户开辟专属节点，记录其基本

信息、金融属性、行为习惯、关系网络、风

险偏好、所处生命周期等信息，针对不同类

型、需求和阶段的客户推荐产品，实现差异

化地精准营销，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客户黏性。

对营销结果的成功或失败原因以及交易转化

率进行分析和深挖。以营销客户行为路径、

断点环节、产品服务评价等构建图谱或补充

用户画像，挖掘营销失败的根本原因以方便

优化产品设计和营销策略，提高营销效果。

构建产品服务智能问答系统，能提升对客户

咨询的回复效率和效果；构建“客户-产品-

客户”的图谱库，挖掘客户属性和产品属性

的潜在关系，为客户推荐相似产品或关联服

务，实现协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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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与知识图谱概述 1

知识图谱行业现状 2

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3

知识图谱应用展望 4

人工智能新基建下城市创新场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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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知识图谱形态
构建多模态知识图谱，拓展知识图谱的应用场景和领域
单模态交互技术是弱人工智能时代典型的代表特征，集中在单一模态的感知技术给智能机器产品带来了很多的局限性，个

体从感知到认知外界进而形成知识的过程，通常需要多种感官同时对信息进行处理和融合。当前知识图谱技术已经被广泛

用于处理结构化数据和文本数据，但对于视觉、听觉数据等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且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来从这些数

据中抽取知识。如果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链接预测和实体对齐，进而进行实体关系抽取，能使现有的模型在综合考虑文本和

视觉特征时获得更好的性能。传统的知识图谱构建将不同模态的数据分别完成抽取再通过图谱融合来形成最后的多模态图

谱，但从源头上没有考虑不同模态特征之间的依赖和对应关系，使知识融合的最终结果无法很好地刻画多模态数据本身蕴

含的各种关联。多模态知识图谱为每种模态（如图像、文本）构建一个特征表示，将不同模态的嵌入映射到同一个嵌入空

间，以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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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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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多模态知识图谱在传统知识图谱的基础上，把多模态化的认知体验与相应的符号关联，构建

多种模态下的实体，以及多模态实体间多种模态的语义关系，即使得图谱本身一开始就具备多模态的特性。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多模态的实体链接 知识图谱的多模态表示多模态数据的知识抽取 多种模态的语义关系

多模态结构数据虽在底层表征上
是异构的，但是相同实体的不同
模态数据在高层语义上是统一的，
所以多模态数据的融合有利于推
进语言表示等模型发展，对于在
语义层级构建多种模态下统一的
语言表示模型提出数据支持；在
小规模样本数据和非监督的内容
理解方面也会得到突破。

越来越多的行业应用都对机器的
常识理解水平提出需求，机器的
常识理解能力匮乏是阻碍人工智
能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其根
本原因在于常识性的因果关系很
少被显式提及，但往往会隐性蕴
含于多模态的数据中，发展多模
态数据的知识抽取有利于实现大
规模的常识获取。

一个完备的多模态知识图谱会极
大地帮助现有自然语言处理和计
算机视觉等领域的发展，让智能
体能更深入地感知、理解真实的
数据场景，更能进一步对所感知
的知识进行推理，进而提供更准
确高效的方案，同时对于跨领域
的融合研究也会有极大的帮助。

多模态知识图谱的构建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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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与区块链技术结合发展
优化知识来源管理、知识储存和更新、知识产权保护
区块链技术的最关键特征为去中心化，即不依靠中心管理节点，让每个个体都有机会成为中心，能实现数据的分布式记录、

存储和更新。在知识图谱中运用区块链技术能实现多节点知识输入、储存和更新，使开放链接知识库在更多分布节点获取

知识，鼓励更多人群、特别是那些具有专业领域知识的人共同来参与知识图谱的搭建，实现知识量的进一步充实。实现去

中心化还能解决容错性问题，提升系统的抗攻击性，使知识图谱或知识管理平台不太可能因为某一个局部的意外故障而停

止工作，任何一个节点受到攻击也不会使整个系统造成瘫痪。区块链技术还具有开放性的特性，将知识图谱与区块链技术

相结合，使知识图谱记录的数据不可逆，也不可篡改，在系统层面上实现信息的公开，每次记录或标注的数据和知识都能

追溯到源头，对伪造所有权的行为也能提供完整的证据链，实现知识确权，即知识在被多层转让后仍可追溯到相应原始知

识贡献者，知识贡献者的知识产权受到更有力保护。区块链技术的另一特性是透明性，数据对所有人公开，任何人都可以

通过公开的接口查询区块链上的数据和基于数据开发相关应用，整个平台信息高度透明，为搭建完成后的知识图谱加强了

可查询性和应用性。另外，知识的贡献不仅仅应该被记录，而应该被更多的激励，区块链的激励机制使得知识贡献者的数

字化资产可以被交易，实现知识变现的效果，提升知识贡献的积极性。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知识图谱与区块链技术结合的特性

透明性

数据公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接口查询区块链上的数据和基于数据
开发相关应用，使得整个平台信息高度透明，为搭建完成后的知识图谱加
强了可查询性和应用性。

使知识图谱记录的数据不可逆，也不可篡改，在系统层面
上实现信息的公开，每次记录或标注的数据和知识都能追
溯到源头，对伪造所有权的行为也能提供完整的证据链，
实现知识确权，知识在被多层转让后仍可追溯到相应原始
知识贡献者，知识产权受到更有力保护。

实现多节点知识输入、储存和更新，使开放链接知识库在
更多分布节点获取知识，鼓励更多人群、特别是那些具有
专业领域知识的人共同来参与知识图谱的搭建，实现知识
量的进一步充实。解决容错性问题，提升系统的抗攻击性，
使知识图谱或知识管理平台不太可能因为某一个局部的意
外故障而停止工作，任何一个节点受到攻击也不会使整个
系统造成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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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市场向杠铃型结构发展
通用知识图谱的大规模自动化构建和领域知识图谱在各个垂
直行业深入落地
自动化构建知识图谱的特点是面向互联网的大规模、开放、异构环节，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和信息抽取技术自动获取互联网

信息，构建更大规模的常识知识图谱有利于支撑深度学习的计算。但当前知识图谱在构建和落地过程中对人工的依赖程度

还较高，导致构建成本高、效率低，在相对通用的知识图谱中自动化、大规模、高质量的构建技术扔有待探索。

很多企业与领域应用呈现出鲜明的复杂特性，知识图谱的垂直领域解决方案面临繁杂的应用场景，需要行业专家的Know-

How赋能，对大量基础的专业数据进行数据标注，而深度的知识（尤其是业务知识）应用和实际问题仅靠简单地同质化数

据堆砌和数据驱动的统计模型的构建难以解决，亟待探索面向复杂决策的知识驱动的智能应用。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专家访谈、公开资料等研究绘制。

通用场景

知识图谱

垂直场景

知识图谱

通用知识图谱构建技术
将在经历人工构建和群
体构建后最终演化为自
动构建。探索的重点包
括schema自动构建技
术、图表示推理与应用
技术等。

通过长期深耕企业用户，
准确理解行业痛点，细
化知识表示的粒度，以
解决领域应用的样本稀
疏、场景多样、知识表
示复杂等壁垒，形成场
景更多、粒度更细的垂
直场景解决方案。

知识图谱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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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与知识图谱概述 1

知识图谱行业现状 2

知识图谱应用场景 3

知识图谱应用展望 4

人工智能新基建下城市创新场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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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驱动城市创新建设
新基建推动城市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来源：艾瑞咨询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城镇化展望数据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政府公开信息研究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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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新技术手段推动社会发展的理念驱动下，我国设立了第一批智慧城市试点。上一轮智慧城市的建设经过短暂爆

发，逐渐过渡到理性探索阶段。当前城镇化发展由重视速度向重视质量转型，云服务、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快速迭代，

催生了数量众多的商业应用和创新。城市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载体，城市智慧化建设是新基建价值实现的重要需求领域，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基础技术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环环相扣，共同支撑起我国城市从信息化、智能化到智慧化建

设的底层架构。数据是城市治理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新基建的各个领域中，5G使数据传输实现跳跃式发展，满足更多应用

场景；物联网采集海量数据，并根据反馈提供命令执行支持；云计算提供计算存储等基础服务，为大规模软硬件、数据的

操作和管理提供平台；而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应用，能使城市大数据有效地为城市服务，将城市生活中

的衣、食、住、行数据，城市管理中的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

建成易于人类组织、管理和利用的动态知识库，最终为居民应用、政府办公、领导决策提供强劲支撑，提升城市治理效率，

给城市治理机制带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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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新基建”下城市创新场景
智慧政务：杭州市"一窗受理、四端协同"平台
在一个由新技术支持的涵盖市民、企业和政府的新城市生态系统中，政府起到组织、牵引、指导、规范的作用，政府工作

办事的效率则直接反应了城市生态的智慧程度。“一窗受理、四端协同”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

术，多端协同，通过智能导引、在线受理等方式，实现政务事项简化办、网上办、就近办、移动办的现代智慧政务平台。

杭州市“一窗受理、四端协同”平台以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行政审批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方便企

业及群众办事为目标，当前已在全市各市直部门、区县（市）推广上线应用，在2563个办事（便民服务）大厅开通办事服

务，通过平台发起申请的办事服务达到了251.82万件，日均办件5000余件，并在商事制度改革、不动产登记“一窗受理”

网上申请、企业和个人“一件事”办理、“就近办”等领域不断开展应用创新。“一窗受理，四端协同”平台实现了政务

服务的四大转变：即“单端办理”向“四端协同”的转变，“一事跑多窗”向“一窗办多事”的转变，“专人专窗收件”

向“无差别傻瓜式收件”的转变，“四端数据碎片化”向“数据一张网、精准决策”的转变。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一窗受理、四端协同”结构图

移动端

个人固定端

实体大厅端

自助端

“一窗受理”工作台

信息公开 网上办事 效能监察

智能问答 智慧搜索 智能引导

智能收件 智能受理 智慧审批

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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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新基建”下城市创新场景
智慧园区：中国声谷语音产业园区
中国声谷语音产业园区的建设中，融合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BIM、GIS等信息与通信技术，

构建园区虚拟模型，并通过物联网感知、数据交换感知采集园区人、车、物、环境等时空数字信息，构建园区全生命周期

的数字化模型。在园区数字化模型基础上，建设具备感知、计算、分析、决策、运营一体化的“园区超脑”平台，通过核

心平台打通园区各业务子系统，实现业务数据的全面深度融合，形成向下汇聚各智能前端子系统，向上为园区各级对象和

生态伙伴提供公共服务、综合管理、安全防范、决策辅助等创新智慧应用，具有自我学习、认知能力的新型智慧园区。

“园区超脑”大力发展生态圈，具备迅捷信息采集、高速信息传输、高度集中计算、智能事务处理和无所不在的服务提供

能力，实现园区内及时、互动、整合的信息感知、传递和处理，提高园区产业集聚能力、企业经济竞争力、园区的可持续

发展力。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智慧园区”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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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

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应用，实现655个车位

的智能分配和园区停车引导，整体硬件投

入成本降低90%，工程交付周期缩短80%

智“停”

实现无人值守式接待，来客通过互联网预

约拜访，自助办理入园登记

智“访”

呈现全天候、多角度、立体化的园区虚实

孪生全景，提供园区全域的精准定位、运

动物体趋向实时态势掌控、全区域连续轨

迹跟踪，跨镜头全景时空记忆追溯和事件

研判

智“安”

人工智能技术

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 机器学习 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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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新基建”下城市创新场景
智慧交通：苏州交警5A计划
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张，道路长度不断增加，车辆保有数量井喷，形成海量交通大数据，包含人、车、路，视频、图片、

交通流等各类数据，交通隐患问题时有发生，传统非现场执法依赖前端抓拍疑似违法图片，后端人工审核处理，审核工作

量大、效率低。“苏州交警5A计划”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视频识别、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通各部

门间数据共享渠道，实现交警自有数据、互联网数据及其他部门数据的汇聚共享，方便交警收集车流量数据、处理交通事

故等，便于交警执勤、提升指挥调度和执勤工作效率。“苏州交警5A计划”在全市实现信号控制路口5887个，联网率达

81.1%。系统上线运行解决了城市外场设备多、应用效率低、数据独立分散、信控手段单一落后等问题，实现交通状态精

准感知、交通拥堵成因深度挖掘、交通事件研判预测、交通信号实时优化等功能，2019年全市交通死亡事故起数和死亡人

数同比分别下降13.67%和13.21%。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根据公开资料自主研究绘制。

交通运行感知模型 交通出行需求模型 视频图像分析模型 智能语音识别模型

全域一体化智能交通管理平台四大模型

– 神经网络算法

– 实现对路况的感知和

预测，从堵点定位、

堵因分析、治堵方案、

效果评估四个角度来

治堵，形成闭环。

– 关联规则算法

– 实现每逢节假日、恶

劣天气、大型活动等

事件影响分析，及交

通信号灯适时调整、

配时优化。

– 决策树算法

– 对实时视频进行交通

态势监控，对嫌疑车

辆进行精准辨认和定

位，实现及时识别和

拦截嫌疑车辆，消除

隐患。

– 深度学习算法

– 智能语音即时发布路

况信息，提供公众出

行服务；为指挥部门

实时播报路况信息和

车流运行轨迹，加强

对车辆的管理和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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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瑞 我们相信数据的力量，专注驱动大数据洞察为企业赋能。

在艾瑞 我们提供专业的数据、信息和咨询服务，让您更容易、更快捷的洞察市场、预见未来。

在艾瑞 我们重视人才培养，Keep Learning，坚信只有专业的团队，才能更好地为您服务。

在艾瑞 我们专注创新和变革，打破行业边界，探索更多可能。

在艾瑞 我们秉承汇聚智慧、成就价值理念为您赋能。

400-026-2099

扫 描 二 维 码

读 懂 全 行 业

海 量 的 数 据 专 业 的 报 告

我们是艾瑞，我们致敬匠心 始终坚信“工匠精神，持之以恒”，致力于成为您专属的商业决策智囊。

ask@iresearch.com.cn

关于艾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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