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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军事知识图谱的作战预案语义匹配方法研究

梁汝鹏 1 邓克波 1 毛泽湘 1 徐沛 1

摘 要 提出了一种智能化的预案语义匹配方法,基于军事知识图谱,建立知识图谱与作战预案特征映射,构建预案语义特征
标注,实现作战预案隐藏知识的显式定义;设计了作战预案语义特征抽取与相似性计算算法,解决基于索引或关键字等语用层
次特征匹配效率和准确度较低的问题,实现基于语义特征的作战预案智能语义匹配,满足预案快速、精准化匹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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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mantic Matching Method of Combat Plan Based on Military Knowledge 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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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intelligent semantic matching method for combat plan is proposed. Based on military knowledge graph, knowledge graph
and feature mapping of combat plan are established, and semantic feature annotation of combat plan is constructed to realize explicit
definition of hidden knowledge of combat plan. An algorithm of semantic feature extraction and similarity calculation for combat plan
is constructed, so as to solve th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of pragmatic level feature matching based on index or keyword. An intelligent
semantic matching of combat plan based on semantic features is constructed, which meets the needs of rapid and accurate matching of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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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节奏逐渐加快,平时筹划、战时匹配调
整成为重要作战模式,预案匹配方法对于提高作战
快速反应,并根据作战态势适度调整至关重要.作战
预案匹配本质上是搜索问题,即如何根据当前情况,
快速匹配与预案库中相似场景对应方案,并择优推
荐预案,其核心是预案智能匹配方法.
目前, 基于关键字或限定规则等语用层次的硬

匹配方法,难以解决作战场景描述的模糊性问题,针
对预案优选难以实现定量化评估[1−2],需要大量人工
参与,难以满足战时快速匹配需求[3] . 针对预案库的
匹配问题通常采用组合关键字的方式,这种方法更
适用于完全形式化、确定性目标匹配,要求作战预案
实现高度格式化、定量化描述,目前作战预案存在诸
多定性描述,同时预案多以文本方式存在,传统的关
键字匹配方法难以满足作战预案快速准确匹配需求,
在面对作战方案精确化匹配时存在诸多不足.
同时,目前主流的基于 “深度神经网络” 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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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推荐算法[4−5],需要大量数据样本进行深度学习与
训练,但目前与作战预案匹配相关的数据样本较少,
且皆是各国机密,对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有较大制约.
知识图谱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知识的形式化描述,
满足智能自动化推理需要,针对典型的小样本问题,
通过构建军事知识图谱,提供了作战知识的形式化
描述,为精细化的作战预案匹配查询提供了新思路.
为解决预案快速匹配优选难题,本文提出了一

种基于语义特征的预案智能匹配方法, 通过军事
知识图谱描述作战场景的语义特征,并定义各匹配
目标方案对应的特征向量,基于语义特征的相似性
测度, 模拟指挥员选择预案的过程, 满足预案定量
化快速匹配优选要求,实现语义层次的作战方案智
能匹配.
目前,基于特征的匹配与推荐方法研究较多,其

中的难点问题在于特征的定义和描述[6−7],对于军事
问题等小样本特征提取难题,基于知识图谱的语义
特征描述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可以解决
基于关键字等硬匹配方法的固有缺陷,另一方面提
供了基于军事知识库的特征表达,构建基于知识图
谱的预案匹配方法,为解决作战预案的快速智能化
预案匹配提供了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可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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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高作战效率.

1 军事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是以结构化的形式描述客观世界中的

概念、实体及其关系,将信息表达成接近人类认知世
界的形式,并提供一种更好的组织、管理和理解海量
信息的能力[8] . 知识图谱为海量信息的语义搜索带
来了活力,同时也在智能问答中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已经成为知识驱动的智能应用基础设施.知识图谱
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一起成为推动互联网核人工智

能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随着战场信息的爆炸式增长, 传统的搜索方式

已经无法满足战场信息以及大量军事知识的捕获和

理解需要,而知识图谱技术在解决知识查询的精度
以及可扩展性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成为当前
研究的热点问题[9] .
现有的知识图谱多为通用的知识图谱,针对性

较强的领域知识,尤其是军事领域的知识图谱并没
有较好的构建以及表示方法. 因此,建立军事知识图
谱意义重大.军事知识涵盖范围广泛,本文定义的军
事知识图谱主要面向作战筹划领域.
在军事知识图谱构建过程中需要涉及数据采

集、知识抽取、知识消歧、知识推理等技术[10],总体
流程如图 1所示.
基于知识图谱,可实现作战预案概念语义的形

式化定义,由此获取预案语义特征的描述,基于语义
特征实现智能预案匹配.

2 作战预案语义特征标注

2.1 语义特征定义

特征即给定属性集,其中某些属性可能很关键、
很有用,另一些属性没什么用,实体属性即为特征,对

于匹配任务密切相关的属性称为 “相关特征”、对当
前任务无用的属性称为 “无关特征”. 语义特征即通
过知识图谱描述实体特征,实现实体的语义标注[11].
为获取关于预案描述的语义信息,需要创建预

案特征的语义描述. 通过与知识图谱的映射,定义预
案特征结构化元数据. 基于语义推理工具,语义标注
支持预案语义匹配与发现,例如针对目标定义属性
如图 2所示.

2.2 预案语义特征标注

当前,自动语义标注算法无法产生完整、精确的
特征标注,可构建半自动的特征语义标注算法,实现
知识图谱中概念实体与概念关系排序.通过人工干
预,构建预案特征半自动语义标注流程,实现语义特
征映射.
语义标注算法通过分析用户输入的作战预案查

询关键字,提供了预案语义特征相关的概念实体或
关系,并映射到知识图谱对应节点,经过人工干预,利
用图形化人机交互界面,辅助实现特征语义标注[12].

针对作战预案采用手工标注工作量大,容易出
现错误,目前全自动预案语义特征标注算法尚不成
熟.为提高语义特征标注的自动化程度,可在军事知
识图谱概念术语匹配基础算法基础上,考虑知识图
谱的图形化特征,可采用顾及军事知识图谱概念图
结构的算法优化方案,融合 PageRank算法实现更为
高效的语义特征概念匹配与特征标注[12],提高语义
标注的可靠性,具体过程如图 3所示.

3 基于语义特征的作战预案匹配

3.1 基于语义特征的预案匹配机制

相对于传统的基于数据库索引和关键字匹配的

预案匹配方法,知识图谱关联的特征语义标注支持
智能逻辑推理,在预案查询过程中,语义推理引擎可

图 1 军事知识图谱构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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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语义特征

以精确匹配查询与服务的语义标注信息,基于预案
语义特征相似度计算,建立面向特定作战场景的作
战预案匹配方法,实现语义级的服务匹配与发现,确
保更为精确的查询结果,作战预案语义特征匹配机
制如图 4所示.
实现作战预案语义匹配核心是构建预案匹配规

则与语义特征相似性度量算法.首先,基于作战要求,
构建限制性匹配规则与优化类匹配规则,实现作战

初步筛选;以筛选后预案为匹配目标集,基于各预案
语义特征标注,抽取语义特征向量,通过建立融合预
案语义特征相似性度量和包含性推理规则的混合模

式预案匹配机制,实现作战预案语义匹配,提高预案
匹配效率和准确度.

3.2 作战预案匹配规则

3.2.1 限制类约束规则

对预案库的预案按限制性规则进行匹配, 排除
不满足条件的预案,缩小匹配预案集. 限制性规则主
要包括几个方面: 目标的类型、我方力量状态等,通
过 0-1匹配算法,匹配满足条件的预案集合.

3.2.2 优化类匹配规则

对已筛选的预案集合,利用方案优选规则,考虑
目标的重要程度、目标毁伤程度、突防概率等,并利
用基于特征向量的相似匹配算法,按优先级排序推
荐预案,主要包括目标相似度、毁伤匹配度等. 同时
根据突防概率,可自动对作战力量进行排序,支持人
工选择作战武器[13−15].

图 3 基于知识图谱的语义特征标注

图 4 基于语义特征的匹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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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家评价、样本训练等方式,确定特征参数,
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利用余弦相似度方法[16−18]进行

相似度排序,如表 1所示.

3.3 预案匹配流程

采用三级匹配机制 (图 5),一是作战场景定义,
根据情报和上报信息,计算/预估对我方毁伤,遭袭目

图 5 预案匹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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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作战预案匹配规则及输入输出表

输入 匹配规则 输出

匹配目标向量 特征向量 (伤亡人口、经济损失、政治重要性、军事重要性、突防成功率) 预案匹配相似度排序

预案特征向量 权重矩阵 (各个量值的重要度),可能根据情况调整 分量因子排序 (如成功率、作战效率等)

图 6 语义匹配技术体系

标的类型、目标对我方的重要程度,根据作战规则和
作战意图,确定目标类型、反击强度,实现 “目标向
量” 定义;二是预案语义特征相似度计算,基于作战
预案语义特征标注,实现特征向量抽取,获取各个预
案的 “语义特征向量”, 依据匹配规则,基于语义特征
向量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实现特征向量排序因子计
算; 三是基于匹配因子,实现预案匹配,并依据当前
作战力量状态实现作战预案的二次筛选,最终形成
作战预案匹配集合[19−20].

3.4 预案匹配关键技术

预案匹配主要包括 3方面内容:匹配规则设计、
匹配因子和特征向量抽取、语义匹配算法设计等方

面的技术,如图 6所示.

3.4.1 预案匹配规则

以作战需求和作战特点为基础, 开展预案匹配
规则研究,作为预案匹配技术决策的基础和输入,满
足预案匹配的科学、快速要求.

3.4.2 语义特征向量抽取

结合作战预案结构和内容,分析预案匹配所需
的组成要素,基于作战预案语义标注,设计形成匹配

因子和语义特征向量,以及匹配因子权重系数,研究
匹配因子抽取及量化方法.

3.4.3 预案匹配算法

根据作战需求, 研究设计语义特征相似度计算
方法, 实现匹配目标向量和预案特征向量相似度
计算, 计算作战预案排序因子, 进行作战预案定量
化排序.

4 结论

为解决预案快速匹配优选难题,本文提出了一
种基于语义特征的预案智能匹配方法,通过军事知
识图谱描述作战场景的语义特征,并定义各匹配目
标方案对应的语义特征,基于语义特征的相似性测
度,模拟指挥员选择预案的过程,满足预案定量化快
速匹配优选要求,实现语义级作战方案智能匹配.
针对作战预案匹配模型小样本的训练问题,尚

有众多问题需要解决,可在作战演训过程中不断积
累特征标注数据和训练样本,逐步对预案匹配模型
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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