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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当前政府大数据存在多源化、异构化、碎片化及价值密度低等问题，给电子政务知识服务

带来巨大挑战。知识融合能解决多源、异构的知识优化重组问题，提高电子政务知识服务质量。首先，
对知识融合及其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理论回顾，探讨了大数据环境下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的内涵、基本
特征，分析电子政务知识服务对知识融合的现实需求；其次，提出了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务知识服
务模式，构建了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系统模型，并对系统模型进行分析；最后，总结了
研究局限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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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in big data of government, such as the massive，heterogeneous，

fragmentation and low value density, which bring big challenge to the e-government knowledge services.
The knowledge fusion can solve knowledge reorganization problem such as massive，heteroge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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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the paper reviewed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fusion and its related research. Then, this sudy
discus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government knowledge services under big
data environment and analyzed the demand of e-government knowledge services to knowledge fusion.
Moreover, we proposed the e-government knowledge services pattern based on the knowledge fusion
and established the e-government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s model.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illustrated
the systems model and summarized the limitations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Big data; knowledge service; data warehouse; knowledge fusion; fusion algorithm

20 世纪 90 年代初被提出，是在知识聚合、信

引言

息融合、数据集成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
大数据存在体量大、多源化、异构化、碎

念 [1]。著名情报学者邱均平等人认为，根据知

片化、价值密度低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识来源的不同，将知识融合研究划分为两类：

了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丰富了电

其一，知识融合是信息融合发展的高级阶段，

子政务知识服务的内涵和手段，同时，也给电

是信息融合衍生而来，主要指从物理层获得的

子政务知识服务带来了新的挑战。大数据环境

数据转化而来的信息，军事、医学、工程学科

下，如何提高电子政务知识服务质量，从而为

学者是其主要研究力量；其二，知识融合是知

政府决策者提供精准的、个性化知识服务解决

识管理视角下的知识融合，主要是从知识库、

方案，成为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研究领域的热点

网络文本数据库中抽取而来的知识，管理科学、

和难点。

图书情报学、计算机科学等学者是其主要研究

知识融合通过满足用户个性化的知识需求

力量 [2]。国外研究方面，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

来提高知识服务质量，促进知识共享、知识交

知识融合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工程学科、计

互和业务协同，实现知识创新，可帮助管理决

算机科学等学科视角研究知识融合仍然占据主

策者找寻组织内外部知识间的潜在的、隐形的

导地位，从图书馆信息科学（LIS）学科视角研

某种关联，发现被忽略的因素，从而为决策者

究知识融合在近年逐渐兴起，知识融合主题引

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知识服务和解决方案，是

起了图书馆信息学界的极大关注。从知识融合

大数据环境下进行知识获取、组织和利用的有

研究内容分析，涵盖了算法研究、系统研究、

效途径。

框架研究、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理论研究包
括基于语义理解的知识融合、基于贝叶斯网络

1 理论综述与研究进展

的知识融合等研究领域 [1]；应用研究则覆盖面
向网格环境的知识融合、面向企业知识的知识

1.1 知识融合及其研究进展
知 识 融 合（Knowledge Fusion） 最 早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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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等方面。国内方面，国内学者研究知识融
合问题，多偏重于应用层，强调辅助决策支持、

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模式及系统模型
STUDY ON E-GOVERNMENT KNOWLEDGE SERVICE PATTERN AND
SYSTEMS MODEL BASED ON KNOWLEDGE FUSION

提升知识服务质量。从研究主体看，计算机科

领域。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基于网格的电子政务

学等学科背景的学者仍占主流，图书情报学领

知识服务、基于用户兴趣聚类的电子政务知识

域的研究者相对较少，关注领域集中于参考咨

服务、基于门户网站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等方

询、协同标注及大数据、关联数据环境下的知

面。如柳巧玲提出了一种基于知识网格技术的

识融合。如唐晓波等人探讨了大数据环境下的

电子政务知识服务平台 [7]，伍革新等人设计了

知识融合框架模型 [3]，高劲松等人提出了基于关

基于用户兴趣聚类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平台模

联数据的知识融合模型 [4]，沈旺等人提出数字

型，并开展了具体实证分析 [8]，徐晨琛提出了

参考咨询知识融合框架，该框架有利于解决异

基于门户网站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模式，并构

构数据的结构异构性、语义矛盾性等问题 [5]。

建了电子政务知识服务平台 [9]，马海群等人提
出支撑知识产权电子政务的知识服务 [10] 。

1.2 电子政务知识服务内涵及研究进展

在关键技术实现方面，国内学者逐渐聚

电子政务知识服务，是以政务信息知识的

焦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的技术实现、平台搭建等

识别、获取、组织、存储、挖掘的能力为基础，

研 究 领 域。 研 究 主 题 主 要 集 中 在 本 体、 语 义

根据用户的问题描述和所处环境，融入用户解

Web、主题图、知识网格等相关技术层面探索

决问题的过程之中，提供能够有效支持政务知

在电子政务知识服务中的引用，以及搭建电子

识应用和知识创新的服务。大数据环境下知识

政务知识服务系统平台、构建知识服务框架体

总量的增加，公众用户关注的不仅仅是政务信

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知识融合

息的搜寻、获取，更多地关注如何利用知识解

能提高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但就

决问题，如何获取能解决问题或提供个性化解

大数据环境下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务知识服

决方案的的知识。电子政务知识服务要求对分

务模式、系统模型以及技术实现等领域的相关

布式的、异构多源的政府数据资源进行集成和

研究甚少涉及，亦缺乏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

整合，通过建立数字化知识服务平台，建设业
务应用系统，构建电子政务知识服务体系，对

2 大数据环境下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

内满足政府管理和政府决策需求，对外满足公
众对信息、知识和服务的需求，实现知识应用

2.1 大数据知识服务与传统知识服务

和知识创新，最终提高政府的管理决策效率和

大数据环境下，数据总量及数据库数量呈

服务能力。与其他类型知识服务不同的是，电

指数级增长，知识爆炸和数据泛滥成为大数据

子政务知识服务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其最终目

时代的显著特征。如何从海量的、纷繁复杂的

的在于提高政府行政的效率和能力，辅助政府

数据中提取出能够面向用户服务和决策需要的

决策，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知识、开发并挖掘出知识的巨大价值，进而使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电子政务知识服务领
域的相关研究，聚焦于服务模式和技术实现等

这些知识能解决现实问题或提供问题解决方案，
从而科学、高效的利用这些知识，开展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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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的知识服务，成为摆在各知识服务机构

行有机融合，是嵌入式协作化知识服务模式的

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新发展 [11]。大数据环境下，面对动态、海量、

传统知识服务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在于用户

异构信息源，如何提取有效的、未知的、最终

的需求分析（包括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知

可理解的知识成为知识服务的关键问题，数据

识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是什么，如何实现知识

挖掘技术帮助用户发现了隐性知识，实现了知

服务的自适应性和可扩展性）；知识的提取和

识共享；而知识融合技术则帮助用户解决了分

发现（如何提高现有知识的价值并推导出更多

布式、异构、多源异构数据源的集成。

的知识，从而进行知识创新）；知识的表示和
建模（如何构建知识模型和表示知识，以便系

2.2 大数据下电子政务知识服务及其特征

统能够容易理解、处理和应用知识，对于动态

大数据环境下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要求其

隐形的知识，如何进行表达和转化）；如何进

对分布式的、异构的、碎片化、多源化的政府

行知识管理以便于用户进行检索和利用、如何

信息资源进行统一整理和深度整合，实现由数

突破知识共享的障碍、用什么样的技术解决方

据库向知识库的转变，建立政务知识共享、交

案以及如何实现知识共享平台等方面。

互和服务平台，建立协同作业的业务应用系统，

大数据知识服务与传统知识服务的区别在

构建电子政务知识服务平台，为实现政务知识

于，大数据知识服务是用以解决结构化、半结

语义层面的检索提供依据，为电子政务一站式、

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知识服务新模式，是面

集成式服务打下基础 [9]。具体而言，大数据环

对海量的、动态的、异构的信息源，提取有效

境下电子政务知识服务具有以下特点：

的、未知的、最终可理解的知识，特别强调用

(1) 不确定性的知识服务。大数据下的电子

户参与，将用户参与渗透到用户的精准需求及

政务知识服务对于公众用户的知识需求满足并

知识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一

不是提供唯一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组解决方案

方面，大数据知识服务共享的是服务资源，知

集合。社会公众或企业用户通过电子政务知识

识、能力和服务过程；另一方面，大数据知识

服务平台提出个性化的知识服务需求，政府利

服务，不仅包括对移动状态数据的获取、存储、

用大数据技术和方法，依据社会公众用户大数

组织、利用等过程进行管理，而是将计算、知

据需求，形成政务知识服务解集合，并部署政

识和服务推向数据，在相应的知识库、专家库、

务知识服务实施方案。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通

数据处理模型及框架的支持下，实现大数据获

过基于语义理解的知识服务匹配技术、知识融

取、存储、组织、利用等过程中的知识、能力、

合算法技术、智能优化技术等 [11]，从大数据知

[11]

。大数据环境

识服务解集合中，选择合适的服务参与组合，

下的知识服务主要用以解决结构化、半结构化

并优选和组合出最佳的一组解决方案来实现用

和非结构化数据的多维度数据处理需求，更多

户的知识服务请求。

资源和过程的全面共享和交易

强调知识、能力、资源和过程以服务的形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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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提供了丰富、海量的政府数据资源和

同，大数据环境下，越来越多的非结构化数据、

专业的数据分析技术（如 Hadoop）、全新的问

半结构化数据呈海量增长，并且这些数据的组

题解决方案和思维方式，从而使得电子政务知

成结构、格式类型、存在状态都愈加复杂 [12]，

识服务成为一种面向社会公众用户需求和为用

这使得多源、异质、异构的数据的融合变得异

户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的服务，更加注重个性

常艰难，数据类型的扩大化和数据结构的复杂

化、精准化地向社会公众用户提供解决问题的

化给数据处理带来巨大挑战。知识融合可以成

知识、支持公众用户参与社会管理、科学决策

为一种重要的操作和管理这些数据的有效工具，

过程或为其提供精准化的解决方案。

知识融合通过融合数据资源，建立数据平台，
对内满足政府管理和决策的需求，对外满足公

2.3 电子政务知识服务对知识融合的现实需

众用户对政务信息、知识的个性化、精准需求。
(2) 形式碎片化和价值稀疏性。大数据环境

求
知识融合通过对分布式数据库、知识库和

下的知识融合不仅仅是针对某个专业领域内的

数据仓库等信息源进行智能化处理，对知识进

数据单元和知识单元，而且还包括建立知识与

行转化、集成和融合，其本质就是多源异构的

数据之间关联关系（特别是隐形关联）。同时，

知识优化重组问题，目的就是实现知识创新。

数据激增带来了大量不相关数据和低密度数据

知识融合的价值就在于从众多分散的、异构的

的存在，给 “ 知识 ” 提纯带来难度。知识融合

数据源、知识源中挖掘出隐含在社会公众用户

可实现分布式知识库中更多知识的交互，利用

日常行为大数据中的有价值的、尚未被发现的

融合算法技术和语义理解技术，在知识单元间

信息和知识（尤其是隐形知识，如规则、方法、

建立关联或语义关系，并将知识重组或整序，

模型、技巧、经验等），利用关联数据和大数

去掉重复或无用的内容，帮助用户从大量繁杂

据分析等技术，帮助政府决策者发现这些政务

的知识中快速获取解决问题的知识。通过知识

大数据之间潜在的某种关联，发现被忽略的隐

融合来整合各级机构后台数据库的碎片化政务

形因素，从而为某一社会公共事务领域问题的

数据，提高知识价值、进行相互联接、信息交

求解提供精准化、个性化、专业化的政务知识

换和服务的整合，以便于更高质地为公众提供

服务或问题解决方案 [12]。具体而言，电子政务

知识服务。

知识服务对知识融合的需求体现在：
(1) 来源多源化及结构异构性。大数据环境

3 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模式

下，数据来源除了传统数据资源外，还包含了
更为丰富的新数据源，如物联网感知数据、企

3.1 基于电子政务的知识融合流程

业商务交易数据、社交网络数据、用户行为数

知识融合结合知识表示、知识发现等技

据等。此外，越来越多的非结构化数据、半结

术手段来实现对知识的语义进行深度加工，为

构化数据呈海量增长，采用的技术和语义也不

大数据环境下精准化电子政务知识服务提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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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撑。知识融合通过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提

据等。

取出有效的、未知的、最终可理解的知识，一

基于电子政务的知识融合流程是面向公共

般应用于集成式信息检索领域，包括分布式、

服务和管理决策问题的，以多源异构的政务大

异构、多媒体数据源的集成。知识融合面向用

数据为基础，在政务本体库和融合规则库的支

户需求和知识创新，通过对众多分散、多源、

持下，通过知识抽取和转换获取隐藏在政务大

异构政务知识资源和政务大数据的获取、采

数据中的数据因子及其关联关系，进而在语义

集、匹配、挖掘、集成、优化、分析等处理手段，

理解层面上进行组合、推理、创造出新知识的

获取隐含的或有价值的新知识，同时，优化

过程，并且这个过程根据数据源的变化和用户

知识的结构和内涵，实现知识共享、知识创新、

的反馈进行动态调整，从而解决应对公众服务

知识交互

[13]

，提供知识服务，应用的主要方

法与技术是本体、主体图、语义网和关联数

和管理决策中的政府知识需求问题，构成基于
知识融合的整个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1 基于电子政务的知识融合流程

图 1 中可以看出，面向服务和决策的电

生出新的可用知识对象内容并同时对原有知

子政务知识融合的任务开始于特定的用户需

识元素进行优化 [14]。知识融合规则是实施知

求（社会公众的多样化知识需求）和应用问题，

识融合算法的基础，规则库的丰富性和准确

最终的产出是能够满足用户需求和解决实际

性直接影响着融合的结果，规则库中包含着

应用问题的融合结果，融合结果是从政务大

适应不同条件的融合规则，为后续过程提供

数据中产生了新的政务知识，或是产生了对

知识库 [15]。

解决特定问题有实际价值的政务知识。其中，
融合算法目标是通过某种可流程化实现的处
理过程，将已有的知识元素按照约定的规则
进行比较、合并和协调等融合运算，从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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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源中挖掘出隐含的、有价值的、尚未被发

合应用需求对知识元素进行转化、集成及融合

现的信息和知识。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务知

处理，从而获取有价值或可用的新知识，通过

识服务更加注重向社会公众用户提供解决问题

融合算法构建元知识集、本体知识库及专题应

的知识服务，支持政府用户进行科学决策参考

用知识库等，实现政务知识的融合，提供基于

或提供精准的问题解决方案，不仅仅帮助用户

知识的服务 [5]。

获取数据、事实等显性知识，同时也帮助用户

以知识融合为基础构建的电子政务知识服

获取具有创造性的隐形知识，实现知识应用和

务平台是一个大数据采集、组织、存储、分析

知识创新，在服务方式上，更显主动化和个性

和面向决策及用户需求的智慧化平台，是在政

化 [4]。

府信息资源整合和共享平台构建的基础上，是

知识融合主要是将不同地点、不同应用平

以知识集成为基础，以应用的集成为平台，通

台的分布式数据库、知识库及数据仓库进行智

过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知识发现、知识表示

能化转化、集成和融合，形成虚拟数据库或云

等相关技术，促进 “ 信息 ” 向 “ 知识 ” 转化，

服务平台，同时，对不同业务部门的异构知识

促进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实现对知识

进行挖掘、整合、协同和集中，构建电子政务

的获取、加工和开发利用，并以电子政务知识

知识库。其中，业务应用融合主要是分散的、

服务平台为载体，向公众用户提供协同式、面

异构的业务应用系统进行集成、交互、共享；

向决策支持和问题解决方案的知识服务。这种

服务融合主要以知识融合为基础、以业务应用

服务模式是为适应电子政务知识服务智慧化、

融合为平台，向用户提供一站式、面向用户需

协同化、泛在化而衍生的一种基于 Web 的用于

求和问题解决方案的知识服务。知识融合通过

解决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多维处

对分布式数据源和知识源进行组织和管理，结

理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模式（如图 2 所示）。

图2 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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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 知 识 融 合 和 知 识 共 享、 知 识 集
成之间有部分重叠内容。这是因为，知识融合

可分为四个部分：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
知识融合层、知识服务层。

是与知识共享、知识集成等技术的共同点都是

基础设施层为中间层或者用户提供必要的

在知识层面进行处理，都要对知识进行组织，

硬件资源组成、所需的计算和存储资源，包括

目的都是对政务知识库进行优化和重用，提高

通讯系统、计算机系统和服务器等。

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区别在于知

数据资源层主要负责数据和知识的集成。

识融合是通过合适的算法模型产生基于现有知

数据集成通过统一的标准，将位于不同地点、

识为基础的知识创新，形成新的可利用的、有

不同服务器和不同应用平台的各种异构数据在

价值的新知识，并且能够应用反馈对新的知识

逻辑上或物理上进行集成，以实现不同数据源

进行合理评估 [14]，从而提高电子政务协同工

的共享、交换、分析和呈现 [16]。知识集成就是

作的能力，这是知识共享和知识集成所无法实

将分散在不同的政府业务部门、不同地区的、

现的。

异构的政府数据资源或知识进行业务协同和数

知识融合通过对分布式政务数据库、政务

据集成（包括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的集成）。

知识库和数据仓库等信息源进行智能化处理，

同时，采用云计算技术、虚拟化技术将 “ 政务云 ”

采用转换、集成、提取与合并等方法，建立统

资源池化，包括大量的政务数据、信息，以此

一的知识表示模式并对显形和隐性知识进行相

构建政务知识库，政务知识库是储存政务领域

互转化、集成及融合，实现知识创新，以获得

内的、可机读格式表达的特定领域的抽象或特

有价值或可用的新知识，这样不同的电子政务

定知识的集合，它是知识系统的知识模块。政

系统之间可以实现知识的共享和业务的协同，

务知识库有利于实现政务隐形知识向显性知识

能够对知识进行更好的组织和优化、提供适合

的转化和集成。政务知识库要以公众用户的需

的共享模式，实现对电子政务知识库本身的进

求为导向来构建，包括政务知识的识别与采集、

一步知识挖掘，从而产生出无法在数据层面挖

知识的标识与序化、知识的加工与存储、知识

掘到的新知识，当知识库构建完成之后，可实

库的维护和更新等步骤。政务知识库以描述的

现基于知识的各种应用服务。

方式来存储和管理政务知识，所有的知识都存
储在逻辑上统一知识库中，政务知识库和本体

4 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系

库的构建是知识融合的基石，也是构成知识服

统模型

务平台的关键 [9]。
知识融合层负责将电子政务系统中多源

4.1 平台架构
电子政务知识门户是实现电子政务知识服

的、异构的各类政务大数据（包括结构化政
务数据和非结构化政务数据）进行转化、匹配、

务的载体和平台，是数据集成、知识集成、应

集成和挖掘等，从而实现知识融合。知识融

用集成和服务集成的统一。整个平台系统架构

合把孤立、分散的知识进行联系起来，把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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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源的知识进行集中化，使混乱、无序的知

众用户的精准化、个性化的知识推送服务。

识进行有序化，使隐形知识显性化、关联化，
运用关联数据技术，从而在政务数据资源和

4.2 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系统

社会公众用户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缓解政

模型

务大数据无限性与公众用户需求无法满足之
[12]

基于电子政务的知识融合系统提供了一种

。具体包括政务大数据获取与知识

将知识内容以更有效的形式关联起来的方式，

表示（通过政务大数据获取、知识状态空间

将知识重组化或有序化，去掉毫无价值或冗余

的表示来构建知识库）、元知识集与统一知

的信息或内容，帮助政府用户从大量繁琐的海

识模式构建（解决数据体量大、异构的问题）、

量知识中快速获取解决问题的知识。该系统模

知识融合算法的选择、衍生知识处理（包括

型包含：本体库、政务知识库、元知识集、融

语义分析技术实现语义匹配产生衍生知识库）

合算法、解知识空间的生成、动态的反馈系统

等阶段。

等方面 [14]（如图 3 所示）。

间矛盾

其中，知识融合算法的设计与实现是实现

系统框架分为四个主要功能模块：公众

多源知识融合的关键环节，按照融合规则将分

问题分析与分解、本体管理、知识融合和知

散异构的知识源融合成新的集成化知识对象，

识服务。用户问题分析模块主要面向公众用

构建解知识空间、向社会公众用户提供个性化、

户的现实问题需求，一切以用户需要为中心，

精准化知识服务。对于衍生知识库中的知识，

以用户为导向，将对公众用户提出的具体问

通过机器学习、知识发现和知识融合算法等技

题运用大数据技术进一步精准化分解，并采

术，形成新的知识和融合规则，构成动态的、

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数据分析，然后由政务

反馈的知识融合系统，实现知识的循环使用。

本体库和映射目录表来支撑其实现个性化知

同时，根据公众用户需求与解知识空间进行匹

识服务的精准推送；本体管理模块负责处理

配，精准获取公众用户所需的知识，通过用户

领域内本体之间的语义理解、语义关联及知

接口反馈给用户，从而实现基于知识融合的政

识交互关系，并通过映射表来实现；知识融

务知识服务，通过机器学习进行衍生知识处理

合模块按照融合规则集中的条目内容和待解

是提高知识融合性能的必要手段 [3]。

决问题对应的本体对象，选择与设计合适的

知识服务层主要实现政务知识的智能搜

融合算法语言与程序，将分布式异构数据源

索、政务知识的推送等个性化服务，通过智能

融合成新的集成化对象；电子政务知识服务

搜索和过滤技术，主动发现公众用户的知识需

模块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在知识融合过程中

求和政务数据资源，过滤冗余知识。同时，运

引起的知识元素变化时，对用户服务端的相

用知识空间中衍生知识库之间隐含的语义关系，

应知识元素进行同步更新 [18-20]。从而实现对

进行知识推理，挖掘公众用户的隐形知识需求

社会公众用户的知识服务需求进行定向、精

及知识之间的潜在的语义关联，实现对社会公

准和个性化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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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系统模型

5 研究局限与展望

多数据是动态化、且是连续生成的（如传感器
数据和其他数据流），如何从动态化、连续生

目前，学术界对知识融合的相关领域研究

成的数据中探索和发现元数据和元知识？另一

尚不够深入，尤其是将知识融合技术融入知识

方面，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基础比较复杂，如

服务应用实践中都亟待研究者深入探讨和研究。

何构建知识模型和知识表示，以便使知识融合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

系统能够更加容易理解、处理和应用海量的政

知识融合的相关理念和技术融入到电子政务知

务知识，从而更好地提供一种面向公众用户的

识服务应用中，提出了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政

提供决策和解决方案的电子政务知识服务。

务知识服务模式，并构建基于知识融合的电子
政务知识服务系统模型，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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