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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5 随着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在各个领域加速发展。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数据已成为极

具价值的资产。如何有效地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知识图谱应运而生，并成为各行各业的关注点。知识图谱能够有效地在海

量数据中提取具有价值的信息，帮助各领域更加科学地把握发展规律，更好地发展。在知识图谱的使用过程中有三种常见

的检索方式，关键词检索，使用图数据库提供的查询语言检索以及子图检索方式。关键词检索方式并不能有效地发现信

息。使用图数据库的检索语言方式，往往需要使用者对图数据库查询语言的掌握，这加大了知识图谱检索过程中使用的难

度程度。子图检索方式往往使用到语义解析或者信息检索等方式，目前在简单问题上已取得一定的效果，不过在面对复杂

问题时检索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本文提出了一种支持知识图谱检索规则可视化的工具，并实现了知识图谱无代码的图数据

检索，为知识图谱的检索方式提供一种新的思路，降低了知识图谱中检索的难度。前端编辑器为可视化操作提供支持，同

时结合一系列算法，完成了将可视化结构解释为数据库查询语句的实现。 

关键词 知识图谱；子图检索；无代码；结构器；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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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technology,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accelerating in various fields. Big data era has come, and data has become an extremely valuable 
asset. How to effectively extract valuable informa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all walks of life. The 
knowledge graph emerges as the times require, an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various fields. 
Knowledge graph can effectively extract valuable information from massive data, and help all walks of life to 
grasp the law of development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develop better. There are three common retrieval methods in 
the use of knowledge graph, keyword retrieval, query language retrieval provided by graph database and subgraph 
retrieval method. Keyword retrieval methods are not effective in finding information. The retrieval language 
method of using graph database often requires users to master the query language of graph database, which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using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graph retrieval. The sub-graph retriev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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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en use methods such as semantic analysis or information retrieval. At present, certain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on simple problems, but the retrieval results are not satisfactory when faced with complex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ool to support the visualization of knowledge graph retrieval rules. It realizes the code-free 
graph data retrieval of knowledge graphs, providing a new idea for the retrieval method of knowledge graphs and 
reducing the difficulty of retrieval in knowledge graphs. The front-end editor provides support for visual 
ope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a series of algorithms, the realization of interpreting the visual 
structure as a database query statement is completed. 
Key words Knowledge Graph; Graph Data Retrieval;Structure Editor; Visualization;  
 

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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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法[1]。知识图谱最

早的灵感来源于 semantic web[2]（语义网络），以图

结构存储节点和边的数据。节点可以是抽象的概

念，例如企业、人，也可以是具象的实体，例如

某有限责任公司、某人。边可以是实体的属性，

例如公司经营范围、人的年龄，或是节点间的关

系，如某人与某企业之间的控股关系。知识图谱

由本体模型和实例模型构成，其中本体模型是由

概念、概念间的关系等抽象元素构成，实例模型

则由具体的实体、实体属性、实体间的关系构

成。知识图谱是真实世界实体关系的直观模型，

这种表示方法适合理解、推理与解释。 
目前知识图谱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知识抽取、

知识表示、知识推理、知识应用等技术，各种开

放知识图谱或面向领域的知识图谱产品相继发

布，并在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得到了应

用。随着数据量的增长，图谱工具并未给使用者

提供相应的更具价值的信息，此时出现了“数据

丰富、信息匮乏” [3,4]的现象，如何利用知识图谱

发掘数据背后的有价值信息，意义重大。当前知

识图谱常用的检索方式有以下三种：使用图数据

库提供的查询语言如 Cypher等领域特定语言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DSL）进行检索、采
用关键词检索的方式以及子图检索的方式。 

使用图数据库提供的查询语言进行检索，需

要使用者学习图数据库查询语言，学习成本较

高，限制了大多数终端用户的使用；采用关键词

检索的方式单一，并不能有效发掘海量数据背后

的信息价值；子图检索的实现方式目前常见于知

识图谱问答，一般将 query语句转化为图查询语言
进行检索，不过中文语言表现形式多样，目前知

识图谱问答系统的检索结果可能与使用者的真实

想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其仍提供了知识图谱检

索方式发展的一个思路。 
子图检索的语义解析方式会将一个自然语句

问题解析成某种逻辑形式[9]，然而后根据该逻辑形

式进行查询操作获得结果，然而当检索问题复杂

化，解析的搜索空间会增大，解析过程此时较为

低效，同时该过程需要人为对数据进行相应处

理，使得语义解析方式的成本提高。在信息检索

方式中，则需要对图结构进行复杂推理，并进行

语义匹配，当前推理模型的可解释性仍有待提

高。 
当前已有的知识图谱工具可较为容易地进行

简单关系的查询或利用固定模版的检索机制挖掘

数据库中的信息，如在社交网络的应用中了解特

定用户和他人的关系。对于面向节点或边的数据

查询任务，已有知识图谱系统提供了通过交互进

行无代码查询的解决方案，不过仍存在着一些不

足之处，其表达能力有限，无法支撑图谱复杂逻

辑的查询。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支持知识图谱

检索可视化的工具。该工具的检索部分结合无代

码查询工具可理解性高与图结构 DSL表达能力强
的优点，以解决用户更为复杂的子图检索和模式

匹配需求。工具支持基于关键词的检索，同时可

以使用正则匹配等表达方式，可将构造的图形结

构转化为图数据库查询语言进行检索。工具将子

图检索中语义解析方式所需的逻辑形式、信息检

索方式所需的子推理过程具体化，减少了歧义

性，在此基础上对构造的子图结构进行检索。 
本文第 2节介绍领域特定语言的可视化编辑

器与系统使用技术及框架，第 3节详细介绍本文
提出的支持知识图谱检索规则可视化的设计方

案，第 4节介绍工具实现以及测试结果，第 5节
对全文进行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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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91: 

2.1   ;<=>?7@AB4

2.1.1   结构编辑器 

为了降低领域特定语言的使用门槛，越来越

多的行业开始提供用户友好方式的编辑手段，如

将DSL对应语法可视化。一些低代码平台允许用户
通过拖拽等方式来生成富交互的HTML网页；嵌入
式开发平台mbeddr开始将基于C语言代码的DSL 
抽象成文本、表格、符号和图形，帮助开发者通

过交互和简单的输入来构建物理单元、接口和组

件、状态机和单元测试；一些基带或芯片厂商也

开始通过编辑UML消息图来操作DSL，执行对应
的单元测试。 

这类维护特定数据结构的文档编辑器被称作

结构编辑器（Structure Editor）或者投影编辑器
（Projectional Editor）。结构编辑器可用于编辑分
层或标记的文本、计算机程序、图表、化学公

式，以及其他任何类型的具有清晰和明确结构的

内容[5,6]。相比而言，传统的文本编辑器则只适用

于线性的纯文本。具体到图数据的应用方面，化

学信息学中的“亚结构搜索”通过结构编辑器帮助用
户以图形方式从其结构公式中找到化合物之间的

相似之处（这一工具解决的问题和本文尝试解决

的问题是相似的，主要区别之处在于我们的子图

模式中除了结构约束之外还包含了相对而言更复

杂的属性约束）。此外CAD 系统和PowerPoint、
Word 等图形或文字处理系统也属于底层标记文本
（MarkupLanguage）的结构编辑器。 

领域特定语言因为相较于通用的程序语言减

少了自由度，因而特别适合通过结构编辑器进行

编辑。Martin Fowler将这类面向DSL的结构编辑器
称作“语言工作台”（LanguageWorkbenches）并基
于此提出了一种新的编程范式“面向语言编程”
（Language Oriented Programming）[7]。 

2.1.2   %&'(CDEF0GH4

KgBase 是一个具有分析和可视化功能的无代
码图形化查询工具，支持Neo4j、Azure Cosmos 
DB、JanusGraph 作为后端存储数据库。KgBase 
的复杂查询功能是一个基于Gremlin 查询语法的图
形化结构编辑器。使用者可以通过添加过滤、组

合、属性筛选等模块，构造类似Gremlin的链式查
询语句。Gremlin是一种描述图结构遍历过程的函

数式语言，这意味着无论是使用查询语句，还是

KgBase的可视化工具都需要思考如何构造查询命
令，这一点对于大多数无编程背景的人而言，其

学习成本是不可忽略的 
Neo4j是一种为图数据库设计的知识图谱引

擎，该引擎具有成熟数据库的所有特性。开发者

工作在一个面向对象的、灵活的图结构，并且可

以享受到具备完全的事务特性和企业级的数据库

优势。Cypher是Neo4j的声明式图形查询语言，允
许用户无须编写图形结构的遍历代码，就可以对

图形数据进行高效的查询，不过Neo4j目前尚未提
供Cypher的可视化编辑工具。 
2.2   89IJKLM4

2.2.1   结构编辑器（前端） 

本文实现的子图模式编辑器主要基于Web开
发，选用TypeScript语言并使用React框架开发响应
式的UI界面。TypeScript是JavaScript的超集，由微
软开发的开源编程语言，使得图可视化模块状态

在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可维护清晰的工程结构。 
数据流编辑器中的数据流由Redux 进行管理

并实现向界面的依赖注入；交互最丰富的编辑区

域则通过直接操作DOM 实现，从而保证界面的绘
制性能。 
同时，当前浏览器提供的渐进式Web应用

（Process Web App）API提供本地化应用的体验，
如IndexedDB用于持久化存储数等。 

2.2.2   结构编辑器 

用于解释子图模式表述的算法选用Kotlin语言
开发，利用语言内置的协程来进行非阻塞的数据

库查询操作，并集成服务器框架Ktor以Restful API
的形式为编辑器提供查询接口。Kotlin有着如下的
优势： 

1. 提高编码效率和代码安全性。 
Kotlin的扩展函数、闭包、空安全、语言

内嵌DSL等现代语言特性。 
2. 使用协程结构化并发； 
避免用户在查询中的等待，利用Kotlin的

协程来编写异步逻辑。 
3. 复用代码； 
本文实现的编辑器将后端中的一部分

Kotlin代码翻译到了JavaScript。 
4. 在Kotlin与Java之间进行相互操作。 

Kotlin和Java之间的互操作性是的系统可



?期 吴治毅等：一种支持知识图谱检索规则可视化的工具 4 

充分利用Java的所有生态。 
整个后端使用Junit进行单元测试。 

3. '(12NOPQ 

3.1   R'STUVSWNOPQ4

3.1.1   子图模式匹配任务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需要实现的子图模式编

辑器在知识图谱中的应用，首先给出如下定义： 
定义 1 （概念图）记概念图𝒪 =

𝑔𝑟𝑎𝑝ℎ(𝒱, ℰ, 𝜆)，其中顶点集合𝒱 = {v0,… , v2}，为
概念顶点的有限集合，对于𝒪 = 𝑔𝑟𝑎𝑝ℎ(𝒱, ℰ, 𝜆)
有： 

1. ℰ = {𝑒 = (v, v5)|v ∈ 𝒱, v5 ∈ 𝒱}为概念边的
有限集合。 

2. ∀v ∈ 𝒱, 𝜆(v)为二元组(𝑝, 𝐷𝑜𝑚(𝑝))的有限
集合。其中 p为概念顶点 v拥有的一项属
性，𝐷𝑜𝑚(𝑝)为该属性对应的值域。 

3. ∀𝐞 ∈ 𝓔, 𝝀(𝐞)为二元组(𝒑, 𝑫𝒐𝒎(𝒑))的有限
集合。其中 p为概念边 e拥有的一项属
性，𝑫𝒐𝒎(𝒑)为该属性对应的值域。 

上述概念图的定义给出了知识图谱本体模型

的结构。 
定义 2 （实体图）记概念图𝒢 =

𝑔𝑟𝑎𝑝ℎ(V,𝐸, 𝛾)，其中顶点集合V = {𝑣0,… , 𝑣2}，为
实体顶点的有限集合，对于𝒢 = 𝑔𝑟𝑎𝑝ℎ(V, 𝐸, 𝛾)
有： 

1. 𝐸 = {𝒆 = (𝒗, 𝒗5)|𝒗 ∈ 𝑉, 𝑣5 ∈ 𝑉}为实体边的
有限集。 

2. ∃𝑓:𝑉 → 𝒱，使得∀v ∈ 𝑉, 𝑓(𝑣) = v ∈ 𝒱，
即实体顶点 v对应其概念顶点 v。定义 f
为实体顶点到概念顶点的满射。 

3. ∀𝑣 ∈ 𝑉, 𝛾(𝑣)为二元组(𝑝, 𝑣𝑎𝑙𝑢𝑒)的有限集
合。其中𝛾(𝑣) = (𝑝, 𝑣𝑎𝑙𝑢𝑒)与𝜆Q𝑓(𝑣)R =
(𝑝,𝐷𝑜𝑚(𝑝))是一一对应，value表示顶点
v的属性 p的取值，𝑣𝑎𝑙𝑢𝑒 ∈ 𝐷𝑜𝑚(𝑝)。 

4. ∃𝑔: 𝐸 → ℰ，使得∀𝑒 ∈ 𝐸, 𝑔(𝑒) =
𝑔Q(𝑣, 𝑣5)R = 𝑒 = (v, v5) = (𝑓(𝑣), 𝑓(𝑣5)) ∈
ℇ，即实体边 e对应其概念边 e。定义 g为
实体边到概念边的满射。 

5. ∀𝑒 ∈ 𝐸, 𝜆(𝑒)为二元组(𝑝, 𝑣𝑎𝑙𝑢𝑒)的有限集
合。其中𝛾(𝑒) = (𝑝, 𝑣𝑎𝑙𝑢𝑒)与𝜆Q𝑔(𝑣)R =
(𝑝,𝐷𝑜𝑚(𝑝))是一一对应，value表示边 v
的属性 p的取值，𝑣𝑎𝑙𝑢𝑒 ∈ 𝐷𝑜𝑚(𝑝)。 

上述实体图的定义给出了知识图谱实体模型

的定义。 
定义 3 （子图）记𝐺 = {𝑉, 𝐸}，𝐺5 = {𝑉5,𝐸5}

为两个图，且同为无向图或有向图。若𝑉5 ⊆ 𝑉且
𝐸5 ⊆ 𝐸，则称𝐺5为𝐺的子图，记作𝐺5 ⊆ 𝐺。 
目前在子图匹配时主要考虑了有向图的情

形。 
定义 4 （图同构）记𝐺 = {𝑉, 𝐸, 𝑙}，𝐺5 =

{𝑉5, 𝐸5, 𝑙5}为两个图，且同为无向图或有向图。若
存在双射函数𝑓: 𝑉 ⟷ 𝑉5，并满足如下条件； 

∀𝑢 ∈ 𝑉, 𝑙(𝑢) = 𝑙5(𝑓(𝑢)) 
∀(𝑢, 𝑣) ∈ 𝐸, Q𝑓(𝑢), 𝑓(𝑣)R ∈ 𝐸5, 

𝑙(𝑢, 𝑣) = 𝑙5(𝑓(𝑢)𝑓(𝑣)) 
则称𝐺与𝐺5同构，记作𝐺 ≅ 𝐺5。 
子图同构问题是 NP完全的，不过，存在一类

满足特定约束的子图同构问题可以在多项式时间

内解决。 
当前子图模式匹配在大部分场景中指结构上

的子图同构问题，即从图 G中寻找和模式图𝒫有
着相同结构的子图。在本文中，其更符合知识图

谱的应用场景，构建在上述子图同构问题上的一

种特例，因此在概念图和实体图的基础上，给出

模式图的定义。 
定义 5 （模式图的结构）记模式图𝒫 =

𝑔𝑟𝑎𝑝ℎ(𝑉Y, 𝐸Y)，其中 V为模式顶点的有限集合，
且有： 

1. 𝐸Y = {𝑒Y = (𝑣Y, 𝒗5Y)|𝑣Y ∈ 𝑉Y, 𝑣5Y ∈ 𝑉Y}为模
式边的集合。 

2. ∃𝑓Y:𝑉Y → 𝒱，使得∀𝑣Y ∈ 𝑉Y,𝑓YQ𝑣YR = v ∈
𝒱，即模式顶点𝑣Y对应其概念顶点 v。定
义𝑓Y为模式顶点到概念顶点的满射。 

3. ∃𝑔Y:𝐸Y → ℰ，使得∀𝑒Y ∈ 𝐸, 𝑔YQ𝑒YR =
𝑔Y((𝑣Y, 𝑣5Y)) = 𝑒 = (v, v5) =
(𝑓YQ𝑣YR, 𝑓Y(𝑣5Y)) ∈ ℇ，即实体边𝑒Y对应其
概念边 e。定义𝑔Y为模式边到概念边的满
射。 

模式图和实体图中的元素定义相似。根据定

义 2（子图）和定义 4（图同构），我们可以找出𝒢
中所有和模式图𝒫同构的子图，记同构子图的集合
为𝒢Z = {𝐺0Z,… , 𝐺[Z}。根据上面约定的记号，有
∀𝐺\Z ∈ 𝒢Z, 𝐺\Z ≅ 𝒫 ∧ 𝐺\Z ⊆ 𝒢)。此处实质上给出了
用于表达子图同构这一约束的结构，为了便于对

实体顶点或实体边施加进一步限制，给出如下约

束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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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6 （模式图的结构）记模式约束𝐶: 𝒢Z →
{0,1}，即上述子图集合到布尔值的映射。 

在上述定义基础上，给出任务的描述： 
对于给定的概念图（本体模型）𝒪，实体图

𝒢，模式图𝒫，模式约束𝐶，我们希望找到集合
𝒢Z，满足∀𝐺\Z ∈ 𝒢Z, 𝐶Q𝐺\ZR = 1 ∧ (𝐺\Z ≅ 𝒫) ∧
(𝐺\Z ⊆ 𝒢)。在此处模式图𝒫约束了我们所需要匹配
的子图结构，模式约束𝐶进一步地约束了子图结构
中点或边的属性。 

模式图中的元素称作模式节点、模式边，知

识图谱中的元素一般称为实体顶点、实体边。模

式节点与模式边不同于本体模型中的节点和边所

对应的概念，也不同于知识图谱数据集中的实体

节点与边，模式图同构于查询得到的一些子图，

模式图𝒫上的模式顶点、模式边与子图上的实体顶
点、实体边一一对应，且这些子图都将满足模式

图𝒫所携带的约束𝐶。 
根据上述定义的子图任务，后端可相应地分

为 3个模块，分别是图结构和约束分析模块、查
询模块、Resetful API模块。 

图结构和约束分析模块将用户输入的结构和

约束（模式图𝒫，模式约束𝐶）进行检验分析，找
出图结构的最大连通子图𝒫5，从之前的属性约束

构造剩余有效节点或边上的属性约束𝐶5，运用
Quine-McCluskey算法将属性的约束逻辑表达式进
行最小化，将符合的属性约束转化为积的和（Sum 
of Prodyuct）的形式𝐶5 = 𝐶05 ∨ 𝐶b5 … ∨ 𝐶c5。其中
𝐶\5(1 ≤ 𝑖 ≤ 𝑡)是必要质蕴涵项（Essential Prime 
Implicant），由一系列约束的与、非运算构造而
成。 

查询模块将图结构和约束分析模块的输出

(𝒫5, 𝐶05, … , 𝐶c5)分组成(𝒫5, 𝐶05),…, (𝒫5, 𝐶c5)进行并发地
查询。 

Restful API模块主要向外暴露两个接口：一是
在结构编辑器首次载入时加载的本体模型和属性

映射；二是接受用户编辑的结构JSON作为输入，
返回查询模块查询得到的一串子图。 

图 1给出了知识图谱检索可视化模块的模块
划分结构情况。 

 
图 1 知识图谱检索可视化模块结构 

3.1.2   结构编辑器设计 

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应用领域存在着大量

的应用需求，如，企业管理知识图谱需要查询企

业股权分配、投资方、子公司等关联信息，以帮

助用户探查企业运营是否合规。通过归纳总结，

本文为子图模式编辑器的使用逻辑给出流程如

下： 
1. 用户打开编辑器，创建新的查询视图。编
辑器读取知识图谱数据的开发人员或管理

人员预先制定的数据集的本体模型，其包

括所有概念、关系以及带有类型标注的属

性。结构编辑器和后端算法将读取这部分

数据，并预先计算一些数据，从而帮助用

户在图结构编辑时获得一些信息提示（例

如顶点之间可连接与、顶点或边上的属性

字段类型等）。 
2. 用户通过本体模型加载后获得的概念树选
择需要添加的概念。 

3. 用户根据选择完成的概念在画布上添加新
的模式顶点。 

4. 用户通过在画布上已经存在的模式顶点之
间拖拽添加新的模式边。 

5. 用户选择画布上的模式顶点或模式边，添
加属性约束（文字）。 

6. 用户将已经编辑完成的多个属性约束进行
与或非的逻辑组合。结构编辑器允许用户

构造与或非树来实现逻辑表达式的编辑。 
7. 用户使用构造完的模式，发起查询。 
8. 编辑器对输入进行分析。具体地，编辑器
需要检查用户输入的模式图结构和模式图

约束是否连通；模式图约束是否为一个完

整的逻辑表达式。对于不合理的输入，编

辑器将予以提示。 
9. 后端算法解析输入，转化为对应的数据库
查询操作，并执行算法查询子图。 

10. 后端返回结果并进行可视化呈现。同时，
用户也能够将结果列表导出为JSON 格式
或者与组内知识图谱应用的其他模块进行

进一步的交互。 
11. 用户复用结构编辑器中持久化保存的匹配
结构和查询结果，并且在编辑历史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假定用户只拥有知识图

谱应用领域的相关知识，而没有任何编程相关的

技能或知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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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化结构编辑器的前端为渐进式Web应用，包
括图形化的模式图结构编辑模块和查询服用模

块。 

4. 12XYZ[\ 

4.1   12XY4

4.1.1   子图模式匹配前端模块实现 

图结构编辑器主要通过TypeScript实现，通过
（TypeScript Syntac Extension）描述界面结构，
CSS（Cascsding Style Sheet）描述样式。前端主要
实现两个页面，分别对应图结构编辑模块和查询

服用模块。考虑到本系统日后作为iframe 嵌入其
他Web应用的需求，使用了MemoryRouter 作为页
面路由的组件。MemoryRouter 将在内存维护应用
程序当前页面的状态，而不会更改页面在浏览器

中的地址。后端主要进行算法实现，使用并查集

算法，讲用户输入的图结构中所有节点视元素，

使用并查集算法将 
当结构编辑器载入页面时，页面首先会向后

端发起POST请求获取本体模型。加载完成后，进
行图结构的绘制，为了使得核心画布模块能够获

得流畅且自由丰富的视觉效果和交互，编辑器的

图结构并没有采用现有的开源可视化库，或其他

数据绑定框架，而是通过直接操作原生SVG DOM
实现，其通过维护一系列的状态来实现模式顶

点、模式边、约束的添加修改等相关交互。图结

构的绘制图如图2所示，在图下方为模式约束的组
件，具体实现上，采用了AntV开源的图可视化库
X6，便于我们进行控制图形的绘制。 

 

图 2图结构绘制图， 
    在完成编辑操作后，我们需要确保图结构编
辑器中的模式图和约束为合理输入，包括子图连

通情况的检查以及约束形成的逻辑树连通情况。

在此处使用基于简单并查集算法进行连通情况的

确认。 
查询复用模块采用 IndexedDB存储图结构模

块编辑所产生的数据。IndexedDB类似于给予
SQL的 RDBMS，通过索引实现对序列化的图结构
数据的高性能查询和写入。复用模块实现情况如

图 3所示，用户可以使用历史查询记录，进行查
询或者更改检索子图结构，极大地便利使用者进

行复用操作。 

 

图 3查询复用模块 

4.1.2   子图模式匹配后端实现 

本节对于后端实现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首先使用并查集算法，将所有模式顶点放入

并查集中，最后取并查集结果中元素最多的 1个
并且放入所有和这些元素关联的边，即可得到最

大连通子图。假设在包含 n个不重复元素的模式
顶点集合上进行 m次合并操作，需要的总时间复
杂度为𝑂(𝑚𝛼(𝑛))，其中𝛼(𝑛)是增长相当缓慢的反
Ackermann函数，执行这个划分集合的运算相对较
快。 
其次我们将约束图转化为一棵树状的表达

式，并进一步简化为最小积之和的形式。步骤如

下：1.剔除无关的约束；2.使用并查集找出最大的
逻辑树；3.将扁平的逻辑树构造成类似 AST的树
结构；4.使用 Quine-McCluskey算法将复合的逻辑
表达式简化为最小积之后的形式。 
经过上述操作后，我们可获得一个完整且可

解的图模式对(P,C)，其中包含一组模式节点，模
式边，以及一串约束表达式。此时进行子图匹

配，对于简单情形下的子图匹配，其匹配过程如

下：1.选取一个模式顶点作为入口；2.查询所有匹
配入口顶点的实例顶点；3.选取一个模式边；4.查
询所有匹配这条模式边的实例并剪枝；5.如果有模
式边未被匹配，从步骤 3继续开始执行。否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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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算法，返回所有子图，匹配结果均同构于模式

图且符合约束条件。不过一旦出现了或运算，为

了缩小解释的范围而做的剪枝只能放到最后通过

计算整个约束表达式实现，因而引入了 Quine-
McCluskey算法。 

考虑到树状结构对应的逻辑表达式，其具有

如下的数学形式： 
𝐶 = 𝑓(𝐶0

jk, … , 𝐶ck
jk, 𝐶0

jl, … , 𝐶cl
jl, 𝐶0

jm,… , 𝐶cm
jm, 

𝐶0
nk,… , 𝐶[k

nk, 𝐶0
nl,… , 𝐶[l

nl, 𝐶0
no,… , 𝐶[m

no) 
其中，f是一个布尔函数，𝐶c

jp(1≤ 𝑖 ≤ 𝑛, 1 ≤
𝑡 ≤ 𝑡\ , 𝑡\ > 0)用于表示约束顶点𝑣\某个属性的文

字，𝐶[
nr (1≤ 𝑗 ≤ 𝑛, 1 ≤ 𝑘 ≤ 𝑘u, 𝑘u > 0)用于表示约

束𝑒u某个属性的文字。当子图𝐺\
Y作为输入时，C为

真即表示子图满足约束。Quine-McCluskey算法将
复杂的布尔表达式转化为积之和的形式，这样通

过协程进行并发地求解，提高了效率，在对有 n
个变量的布尔函数中，复杂度最大为𝑂(32/√𝑛) 

[8]。 
结果呈现方式如图 4所展示。呈现了检索到

的三个相匹配的模式图。 

 

图 4子图匹配模块检索结果 
子图模式匹配模块与图谱可视化模块的实现

与应用情况，即如上所示。 

4.2   X][\4

首先进入系统页面，初始加载页面如图 5所
示，此时可看到两部分区域，分别为新建区域和

图谱详情区域。在新建区域中，对应两部分为新

建查询和文件导入，新建查询可创建新的查询界

面，从零开始进行模式图的构建以及检索，文件

导入功能支持导入 json格式文件，将之前转为
json格式的查询子图模式导入工具中，即可实现们
保存图谱的复现，同时该功能也为不同用户之间

的交流提供了便利。另外，在图谱详情区域，我

们也可以看到历史查询记录，点击即可进入视

图，方便用户在原来子图的基础上进行二次使

用。 

 

图 5初始加载页面 
点击“新建查询”，弹出消息框，如图 6所

示。用户可选择此时新建查询视图的名称，同时

选择需要进行链接的数据库，此处支持添加数据

库并进行命名。本文使用社交网络 Twitter API数
据集进行测试，该数据集包含了相应的社交网络

Twitter用户信息、推文信息以及 Twitter公开的
API和参数。 

 

图 6新建视图 
确定使用数据库后，进入图结构的构造阶

段，可先构造想查询的图结构，如图 7所示。在
左侧概念树区域，点击相应概念，再点击画布，

即可放入画布中。在进行节点相连接时，需要点

击一节点，而后拖拽至另一节点，若概念节点间

存在一条边，则将两节点连接，如果节点间存在

多条边，则会让用户选择一条边。同时在本文实

现工具中，会将最大连通图之外的节点进行剔

除，相应地与此类节点的逻辑约束也会被相应剔

除。此时有效图结构即为图 7右侧的最大连通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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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编辑图结构 
构造图结构后，此时可继续构造约束表达

式，对所构造图结构的边和点进行约束，以获得

更精细化的检索结果。如图 8所示，在图右侧的
约束定义区域，可以进行约束的添加，添加后的

约束则会转移到已添加的属性约束区域，供后续

构造全局逻辑使用，点击“+”在全局区域即添加
该约束，点击“-”在全局区域进行逻辑的删除。
如图 8所示，全局逻辑区域存在着由逻辑“与”
连接的两个约束条件，分别对应主题名称与发生

时间节点的约束条件。 

 

图 8构造约束表达式 
当图结构以及约束条件定义好后，此时进行

查询操作，点击“查询”按钮后，弹出结果显示

对话框，显示匹配结果，如图 9所示，当前查询
显示 3个匹配项，查询时间为 280ms，在每个匹配
模式图中可以点击节点查看详细信息。 

 

图 9检索结果 
本文以真实数据集为基础，使用实例进行了

验证，证实了本文实现工具的可用性。 

5. ^_Z`a 

针对本文提出的一种支持知识图谱检索规则

可视化的工具，首先分析了工具的产生背景、设

计方案以及实现情况，目前已在知识图谱中进行

应用。该工具为知识图谱的图形化无代码子图模

式匹配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为知识图谱检索

形式单一化、知识图谱检索缺乏专业背景以及打

破“数据丰富、信息匮乏”起着一定的积极作

用。 
本文工具仍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有着以下

的扩展方向。首先，针对结果展示视图，可采用

二次检索的方式，如图 10所示，这样可对结果进
行筛选，获取更符合用户预期的结果。其次，目

前历史信息仅保存在浏览器缓存中，尚无存入对

应的后端数据库中，并不能实现历史检索信息的

长期存储。最后，关于子图检索算法模块，可以

改进优化算法，优化在海量数据中的检索效率。 

 
图 10检索优化方案 

b4c4d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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