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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维基百科结构信息的语义关联度的计算方法———ＷｉｋｉＳｔｒｕＲｅｌ（ＷＳＲ）．维基百科作为
目前规模最大和增长最快的在线百科系统，其典型包括两个网状结构：文章网络和分类树（以树为主体的图），这两
个网状结构包括了丰富的、明确定义的语义知识．ＷＳＲ充分分析维基百科的文章网络和分类树，进而计算词语间
的语义关联度．该方法没有涉及文本处理，算法开销较小，在３个数据集上的实验，取得了较好的准确率和覆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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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在判断“汽车”与“全球变暖”、“社交网络”与“个

人隐私”、“苹果”与“手机”的关系时，通常依赖个人
常识和积累的知识，并通过综合判断得出比较准确
且满意的结论（取决于个人的见识广博程度和智

商）．通常，人们认为“苹果”与“手机”的关联度要远
大于“苹果”与“飞机”的关联度，因为“苹果电脑公
司”的手机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人们不会
因为客机上偶尔提供苹果作为餐品而认为两者有很
大关联度．然而，对于机器来说，判断不同词语之间
的语义关联度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任务，需要现实
世界的有关实体的诸多概念及其关系、常识和某些



特定领域的知识［１２］作为支撑．为计算语义关联度，
有些方法是通过对大型语料库进行统计分析来实
现［３４］；有些方法则使用经过手工处理得出的语汇结
构如同义词典［５６］．无论哪一种情况，背景知识都是
一个限制因素．对于前者，无结构和不准确的语料
库是难题；对于后者，范围和数量级的限制非常
突出．

维基百科是目前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百科知
识库，有超过２００万的文章数和数以万计的贡献者．
其广泛的文章链接构成的相互参考网络、数目庞大
的网络入口和层次的分类（以树为主体的图结构）能
提供大量的明确定义的语义知识．基于以上原因，研
究者热衷基于维基百科来进行语义计算．研究维基
百科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使这个庞大的百科知识变
得机器可处理．为了克服上文中提到的背景知识的
限制因素，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维基百科结构信息
（文章网络和分类树）的新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
ＷｉｋｉＳｔｒｕＲｅｌ（ＷＳＲ）．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１）将维基百科的文章网络中的链接分类，并

赋予不同经验权重，对目标概念结点的相邻结点进
行层次划分，应用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提出一种基于文章
网络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

（２）利用维基百科的分类树的类本体性，提出一
种基于分类树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

（３）综合基于文章网络和基于分类树的语义关
联度计算法，提出一种基于维基百科的结构信息（文
章网络和分类树）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ＷＳＲ，使
得语义关联度准确性和计算效率得了提升．

（４）通过实验验证了本文提出的ＷＳＲ的有
效性．

２　相关工作
现有的语义关联度计算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背

景知识来源的不同．几种关联度算法在测试词集
Ｗｏｒ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３５３的准确率［７］如表１所示，其中
算法准确率通过与人工识别的关联度相比较得到．

表１中的前两个是基于人工产生的语义词典
Ｗｏｒｄｎｅｔ和Ｒｏｇｅｔ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的准确
率．基于Ｗｏｒｄｎｅｔ的算法［８］是通过语义词典的分类
体系中的结点信息来判断结点间的关联度；基于
Ｒｏｇｅｔ的算法［９］是通过计算语义词典的分类体系中

结点的语义距离来判断结点间的关联度，距离越近，
关联度越大．语义词典全部是人工处理得到的，基于
语义词典的关联度计算方法受限于语义词典的词汇
量．国内研究者基于ＨｏｗＮｅｔ［１０］中文语义词典也进
行了相关研究．

表１　已有语义关联度算法的准确率
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 准确率

基于同义词词典 Ｒｏｇｅｔ ０．３３～０．３５
Ｗｏｒｄｎｅｔ ０．５５

基于语料库 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ＳＡ） ０．５６

基于维基百科
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 ０．１９～０．４８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ＳＡ） ０．７５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Ｌｉｎｋ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ＷＬＭ）０．６９

基于语料库的算法是通过对大量文本进行统计
分析来得出语义关联度．由ＳｃｏｔｔＤｅｅｒｗｅｓｔｅｒ等人
提出的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ＳＡ）［１１］是最著
名和效果最好的基于语料库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
法．ＬＳＡ算法核心在于有语义关联的词语被期望出
现在同一文本中，算法高度依赖于基于语料库的词
汇表．只有较大的语料库才能保证理想的准确度，因
而，该算法的语料预处理的工作量非常巨大．

目前有多种基于维基百科的语义关联度计算方
法，如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ＥＳＡ和ＷＬＭ．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１２］是
由Ｓｔｒｕｂｅ和Ｐｏｎｚｅｔｔｏ提出的基于维基百科的层次
分类结构（本文称之为分类树）的语义关联度计算方
法．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将基于Ｗｏｒｄｎｅｔ的方法“Ｐａｔｈｂａｓ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和“Ｔｅｘ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进行修改后应用
在维基百科上，并且取得了与基于Ｗｏｒｄｎｅｔ相近的
准确度．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相比于基于Ｗｏｒｄｎｅｔ方法的优
势是，维基百科能够提供更广的词汇覆盖度．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ＳＡ）［１３］是由Ｇａｂｒｉｌｏｖｉｃｈ和
Ｍａｒｋｏｖｉｔｃｈ提出的，是迄今为止基于维基百科的准
确率最高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ＥＳＡ借用了向量
空间模型思想，但它没有通过比较语汇权重向量来
比较关联度，而是比较维基文章彼此间链接的带权
向量，ＥＳＡ中的向量是由人工定义的概念构成．
ＥＳＡ不仅可以计算词语的语义关联度，而且可以计
算文本之间的语义关联度．但是ＥＳＡ需要比较多的
人工参与．Ｍｉｌｎｅ和Ｗｉｔｔｅｎ提出了基于维基百科文
章链接关系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Ｌｉｎｋ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ＷＬＭ）［７］．ＷＬＭ采用向量空
间模型和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Ｇｏｏｇｌ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４］来处理维
基百科中的文章链接，得到词语语义关联度．Ｗ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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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ＥＳＡ算法开销小，但从表１可知，准确度只略低
于ＥＳＡ．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维基百科中由文章链接构
成的相互参考网络和由分类组成的分类树（以树为
主体的图结构）能够提供丰富的、明确定义的语义知
识．为此，本文充分挖掘了文章之间、分类之间以及
文章与分类之间的关联关系，提出一种基于这两个
网络结构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ＷｉｋｉＳｔｒｕＲｅｌ
（ＷＳＲ）．

３　维基百科和问题定义
本部分介绍维基百科以及相应的两个网络结

构、两类链接和两类特殊页面的含义，同时给出了本
文问题定义．
３１　维基百科及其相关概念

维基百科是一个巨大的、协作的、免费的、开放
的在线百科全书．这个大型百科在线系统是目前最
大且增长速度最快的百科知识库，其广泛的相互参
考网络、数目庞大的网络入口和层次的分类（以树为
主体的图结构）能提供大量的明确定义的语义知识．
从２００１年发布上线到２０１２年１月，英文维基百科
条目数已有３８５万个条目，全球所有２８２种语言的
独立运作版本已突破２１００万个条目，总登记用户也
超越３２００万人，总编辑次数更是超越１２亿次．这些
数据说明了它具有大规模语料库的特征．维基百科
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描述一个单一的主题，文章题目
像传统的同义词典中的语汇或短语一样，简明扼要
且表达清晰．每篇文章至少隶属于一个维基分类．文
章之间的超链接关系描述不同文章之间存在的（如等
价、层次或者关联等）语义关系．维基条目之间的链接
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语义网络．维基百科在２００４年
５月增加了分类，文章隶属于分类，分类构成了分类
树（实际为图结构），这使其增加了语义词典的特征．

针对维基百科的内容组织结构，我们给出如下
相关概念．
３．１．１　文章网络和分类树

图１揭示了维基百科中的文章网络和分类树的
结构以及两个网络结构的关联．分类树是一个以层
次树为主体的有向图结构，其中犆犻为任意分类；文
章网络是一个庞大的包含大量的链接的有向图，其
中犃犻为任意文章，分类树延伸至文章，使得文章网
络与分类树产生紧密关联．

图１　维基百科分类树和文章网络关系图

３．１．２　文章链接和分类链接
维基百科的文章犃犻、犃犼之间通过超链接相互联

系，构成文章网络．每篇文章都能链向多个其它维基
文章．维基编写者为不同文章中的关联的语汇或短
语添加超链接，指向相应的维基页面．我们视维基文
章为结点，文章之间的超链接为从一结点到另一个
结点的边，将得到一个有向图（如图１中犃犻组成
部分）．

维基百科中，除“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ｓ”作为所有
分类的根结点外，任意文章和分类都隶属于至少一
个分类，比如文章“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隶属于分类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这两个分类可能还有多个双亲分类和多
个子分类．可见，维基百科的分类结构不是一个简单
树型结构的分类系统，而是以树为主的有向图．因
此，维基百科的分类具有同义词典的特征．

维基百科中的文章与分类之间的链接是双向
的，每篇文章指向一个或多个分类，一个分类指向多
篇文章和多个分类．可以将分类看作是文章的语义
标签．可见，文章网络和分类树（以树为主的图）具有
紧密的关联关系．文章网络中的链接代表文章的关
联，分类间的链接则代表上下位关系或部分整体
关系．
３．１．３　重定向页面和消歧页面

维基百科中，一个概念只会对应一篇文章来描
述它，但一个概念可能存在多个同义词，维基百科为
不同的同义词设置了重定向页面，将其重定向到唯
一的文章页面．比如“Ｋｉｎｇ”和“Ｍｏｎａｒｃｈ”都有国王
的意思，维基百科中只有一篇名为〈Ｍｏｎａｒｃｈ〉的文
章来描述这两个词，当我们搜索“Ｋｉｎｇ”，系统会自
动重定向到〈Ｍｏｎａｒｃｈ〉．

人类语言中的同一个词可能会有多个解释，我
们称之为歧义．维基百科为了解决一词多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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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消歧页面，让用户在消歧页面中选择自己想
要了解的意项．消歧页面中意项的格式一般为“歧义
概念（注释）”，维基会根据被选频率推荐一个首选解
释，其它的解释按不同类别排列．比如概念“Ｒｉｎｇ”，
推荐解释是“Ｒｉｎｇ（ｊｅｗｅｌｌｅｒｙ）”，而又按“Ａｒｔｓ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Ｍｕ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ｅｏｐｌｅ”、“Ｐｌａｃｅｓ”、“Ｓｐｏｒｔｓ”和“Ｏｔｈｅｒｕｓｅｓ”分别排
列．如下所示（不完全示例）：

Ｒｉｎｇ（ｊｅｗｅｌｌｅｒｙ）
Ａｒｔｓａｎｄ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Ｒｉｎｇ（ｆｉｌｍ），ａ１９９８ｈｏｒｒｏｒｆｉｌｍｂｙＨｉｄｅｏＮａｋａｔａ
Ｒｉｎｇｓ（ｓｈｏｒｔｆｉｌｍ），ａ２００５ｈｏｒｒｏｒｆｉｌｍｂｙＪｏｎａ

ｔｈａｎＬｉｅｂｅｓｍａｎ
Ｍｕｓｉｃ
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ｌｌｓａｌｂｕｍ），１９９３Ｒｉｎｇ（Ｍｉｌｉｙａｈ

Ｋａｔｏａｌｂｕｍ）Ｒｉｎｇ（ＧａｒｙＢｕｒｔｏｎａｌｂｕｍ），１９７４
３．１．４　维基概念

维基百科中的每篇文章都被认为是对一个维
基概念的描述，而文章的题目就是维基概念的名
称．如上文中的文章〈Ｍｏｎａｒｃｈ〉就是对维基概念
“Ｍｏｎａｒｃｈ”的描述．这样，维基的数据集就可以看作
维基概念的集合．
３２　问题定义

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１５］有语义关联度、语义相
似度和语义距离．为了研究完整性，下面给出这些概
念的简略定义．

定义１．　语义关联度．语义关联度描述两个词
语之间的任何关联关系（包括如上下位关系、同义关
系、反义关系和整体局部关系等），通常是两个词之
间数据化的相似性．

定义２．　语义相似度．语义相似度是关联度的
一个特例，只包括词语之间的上位关系和同义关系．

定义３．　语义距离．语义距离是基于距离的语
义关联度的表示方法，两个词之间语义关联度越大，
语义距离越小．

本文核心的研究是词语或短语之间的语义关联
度的计算．首先，将待比较词语分别映射到维基概
念；之后，通过计算维基概念间的语义关联度得到待
比较词语的语义关联度．

４　词语映射
词语映射是将要比较的词语映射为维基概念．

进行映射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词多义（歧义）和
同义词．

一词多义是指同一个词汇具有不同的意思，比
如ｌｅａｄ的意思有：（１）ｖ．＆ｎ．领导，引导；（２）ｖ．领
先，占首位；（３）ｖ．通向，导致，引起；（４）ｖ．经验，过
（生活）；（５）ｎ．铅．我们需要根据上下文语境来推断
ｌｅａｄ的准确意思，金属ｌｅａｄ是“铅”，而“ｌｅａｄａｈａｒｄ
ｌｉｆｅ”中的ｌｅａｄ是“经验，过（私生活）”．同义词是指
多个词汇具有同一个意思，比如ａｂａｎｄｏｎ的同义词
有：（１）ｄｅｓｅｒｔ；（２）ｆｏｒｓａｋｅ；（３）ｌｅａｖｅ；（４）ｇｉｖｅｕｐ．所
以在计算某一词与另外一词的语义关联度时，需要
能够对它进行同义替代．

本文通过超链接来识别词语的候选概念．维基
百科的文档中，跟某一重要主题相关的词汇或短语
通常会有超链接指向该主题的文章，因此，维基文章
中会有很多的超链接文本，并涉及到歧义和同义，比
如，ａｂａｎｄｏｎ会根据不同的上下文而指向不同的文
章，而ｄｅｓｅｒｔ、ｆｏｒｓａｋｅ、ｇｉｖｅｕｐ和ｌｅａｖｅ很可能会指
向相同的文章．

消歧页面可以解决一词多义，重定向页面可以
将同义词重定向到同一文章．因此，本文映射的全过
程是：首先，获得所有被计算词语语义相关的维基概
念及其相关文章题目；然后，扫描括号中的解释部分
实现最佳匹配．在映射过程中，有些文章题目可以直
接被映射到，重定向页面可解决同义词的映射，而对
于一词多义，可通过分析相应的连接关系消除歧义
页面．

可见，在词语映射中，本文充分利用了维基百科
的不同类型页面，并且只使用文章题目，而不涉及文
本内容．本部分的目标是尽最大努力准确地实现概
念映射，且仅需较少代价．

５　基于维基百科结构信息的语义关联
度计算算法犠犛犚

　　维基百科的结构典型包括如下两个网状结构：
文章网络和分类树．ＷＳＲ算法是充分利用这两个网
状结构中的语义知识而提出的语义关联度计算方
法．首先，分析文章网络的多层次结构，结合Ｊａｃｃａｒｄ
系数，得到基于文章网络的语义关联度算法
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然后，根据分类树的类本体结构，结合
基于本体的关联度算法思想，得到基于分类树的语
义关联度算法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最后，综合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
和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得到ＷＳＲ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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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为维基百科链接结构示例，其中，概念结点
犪和概念结点犫之间有多个直接或者间接相邻的其
它概念结点，概念结点间的链接类型分为输入链接
和输出链接两类．相邻概念结点之间存在语义关系，
有助于语义计算．

图２　维基百科链接结构

５１　基于文章网络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犚犲犾犃狉狋犖犲狋
５．１．１　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简介

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也叫Ｊａｃｃａｒｄ指数，来源于统计
学，最早由ＰａｕｌＪａｃｃａｒｄ提出．它可以用来比较两个
样本集合的相似性和差异性．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通过样本
集合的交集除以样本集合的并集得到：

犑（犃，犅）＝狘犃∩犅狘狘犃∪犅狘
（１）

５．１．２　简单的基于文章网络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
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Ｓｉｍｐｌｅ

维基百科中，概念犪与概念犫分别有多个直接
相邻的概念结点，它们之间的链接关系代表了一定
程度的语义关系．因此，可以通过对相邻概念结点的
统计运算来得到概念犪与概念犫的语义关联度：
犚犲犾（犪，犫）＝狘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犪）∩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犫）狘狘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犪）∪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犫）狘

（２）
其中，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犪）表示与概念犪相邻的结点，
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犫）表示与概念犫相邻的结点；｜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犪）∩
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犫）｜为概念犪与概念犫的相邻概念结点的
交集的个数；｜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犪）∪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犫）｜为概念犪
与概念犫的相邻概念结点的并集的个数．

使用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可保证语义关联度在［０，１］
闭区间上，关联度的值越大表示语义关联度越强．

但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Ｓｉｍｐｌｅ算法存在如下不足：（１）将所
有链接同等对待，没有考虑权重区分度；（２）只考虑了
直接相邻的概念结点，未考虑间接关联的概念结点．

针对上述不足，我们进行了如下改进：（１）引入
带权重的链接，并通过链接的权重来计算概念的语
义关联度；（２）层次划分相邻结点，并按层次计算其
语义关联度，各层次的语义关联度加权求和得到最
终语义关联度．详细介绍见下文．
５．１．３　引入带权重的链接

为给链接赋予权重，需要经历链接权值初始化、
基于ＴＦＩＤＦ的链接权值演化和确定相邻概念结点
权值３步完成．

（１）链接权值初始化
维基百科中包括了多种链接，本文只关注特定

的几个链接，并且给它们赋予相应的初始权值．
双向链接．两篇文章分别有链接指向对方，表示

两篇文章具有较强的语义关联．比如说，概念“中国”
和“北京”之间就有着很强的关联关系，因为主题为
“中国”的页面表示中国的首都是北京，同时主题为
“北京”的页面也表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相反，位于
中国山西省平遥县洪善镇的“白家庄村”跟“中国”有
较弱的语义关联，因此在“中国”的主题页面上并没
有指向“白家庄村”的链接．这种单向链接代表的语
义关联度要比双向链接弱．
ＳｅｅＡｌｓｏ链接．大部分的维基百科文章都有

ＳｅｅＡｌｓｏ链接．这些链接指向的文章跟该文章具有
很强的语义关联．因此，ＳｅｅＡｌｓｏ链接对于语义关联
度计算是非常重要的．反向ＳｅｅＡｌｓｏ，即被ＳｅｅＡｌｓｏ
链接所指向的文章接受到的链接，同样具有很强语
义关联．

同一分类下的文章之间的链接．维基百科有一
个丰富的分类结构（以树为主体的图结构），而隶属
于同一分类的文章之间应该具有明显的语义关联．但
不可避免的是，有一些分类是比较边缘的，可能会包
括一些不关联的文章．比如“中国大陆演员”包括了
超过１０００篇的文章，但这些演员中大部分（如‘周璇’
和‘李胜素’）之间的语义关联并不太强．

维基文章中的普通链接．代表一定的语义关联，
通常经过人工语义判断发现，指向链接（从某篇文章
指向另外一篇）的语义作用要强于被指向链接（从别
的文章指向本文章）．

表２给出了各种连接被赋予的经验权重．
表２　不同类型链接的初始权值

链接类型 初始权值 链接类型 初始权值
ＳｅｅＡｌｓｏ链接 ０．７ 双向链接 １．０

反向ＳｅｅＡｌｓｏ链接 ０．４ 同分类链接 ０．６
ＮａｖＢｏｘ链接 ０．６ 信息盒链接 ０．７
普通指向链接 ０．５ 普通被指向链接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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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基于ＴＦＩＤＦ的链接权值演化
在一份给定的文件里，词频（Ｔｅｒ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Ｆ）指的是某一个给定的词语在该文件中出现的次
数．逆向文件频率（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ＤＦ）是一个词语普遍重要性的度量．某一特定文件
内的高词语频率，以及该词语在整个文件集合中的
低文件频率，可以产生出高权重的ＴＦＩＤＦ．因此，
ＴＦＩＤＦ倾向于过滤掉常见的词语，保留重要的
词语．

本文借鉴ＴＦＩＤＦ思想，使用概念的相关链接
出现的概率来代替ＴＦＩＤＦ中的词语出现的概率．
设狊，狋分别是源概念和目标概念，那么狊→狋的权值
描述为

狑（狊→狋）＝狑（狊→狋）０×｜狊→狋｜｜狊→狓｜×ｌｏｇ∑
犪犾犾

狔＝１

狘犪犾犾狘
狘狔→狋（ ）狘

（３）
其中，狑（狊→狋）０是狊到狋的初始权值；｜狊→狋｜是狊到狋
的链接数目，｜狊→狓｜是从狊出发的所有链接数目，
｜狊→狋｜／｜狊→狓｜是从狊到狋的链接占从狊出发的链接
的比例，对应ＴＦＩＤＦ中的ＴＦ；｜犪犾犾｜表示维基百科
中的链接总数目，｜狔→狋｜表示任意概念结点到狋的
链接数目，ｌｏｇ后面的部分是任意一条链接指向目
标概念的反比例值，如果不存在该链接，则取０，对
应ＴＦＩＤＦ中ＩＤＦ．如果同时有很多文章指向了同
一目标文章，那么在判断其中两篇文章的关联度时，
不能给予这条链接太大权值．比如，如果两篇文章同
时指向了“Ａｒｔ”，而另外两篇文章同时指向了“Ｓｏｆｔ
ｒｏｃｋ”，显然前者的权值应该小于后者的权值．

对于间接相邻的概念结点，采用递减乘法计算
链接权重．如图３所示，犪到犲的权重为狑（犪→犲）＝
狑（犪→犮）×（狑（犮→犲）×φ），其中φ是层次递减系数，
随着距离的增加，概念之间的关联度则减小．本文中
φ＝０．９．

图３　间接相邻的概念结点
（３）相邻概念结点的权值
为适应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公式，需要将链接的权值

转换为概念结点的权值．因此，以犪，犫为源概念结
点，则目标概念结点狓的权值是

狑（狓）＝

狑（犪→狓）＋狑（犫→狓（ ））／２，
　　　　狓∈（犪∩犫）
狑（犪→狓）或狑（犫→狓），
　　　　狓∈（犪∪犫－犪∩犫）
０，　　

烅

烄

烆 否则

（４）

　　如果狓是犪和犫的共同邻结点（直接或间接），
那么狓的权值是狑（犪→狓）和狑（犫→狓）的平均数；如
果狓只是犪或犫中的一个结点的单一邻结点，那么
狓权值是狑（犪→狓）或狑（犫→狓）；其它情况下，狓被认
为与源概念结点无关，权值是０．
５．１．４　层次划分相邻结点

将结点按层次划分，与源概念结点直接相邻的
为第一层相邻结点，依次类推．对于某一层的邻结
点，源概念的关联度描述为

犚犲犾（犪，犫）＝∑狑（狓）∑狑（狔），
狓∈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犪∩犫），狔∈犖犲犻犵犺犫狅狉（犪∪犫）

（５）

５．１．５　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
结合结点层次结构和链接权重，基于文章网络

的语义关联度描述为
犚犲犾（犪，犫）＝α×犚犲犾１＋β×犚犲犾２＋…＋ω×犚犲犾犖

（６）
其中，犚犲犾１，犚犲犾２，…，犚犲犾犖是概念犪，犫的相应层次的
关联度，α，β，…，ω是相应层次的权重，且α＋β＋…＋
ω＝１．本文犖＝３，α＝０．６，β＝０．３，γ＝０．１（本文的
最外层权重）．
５２　基于分类树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犚犲犾犆犪狋犜狉犲犲

维基百科中每篇文章都至少隶属于一个维基分
类，并且文章与分类之间存在紧密的语义关系．维基
分类是以树为主体的图结构，具有分类系统的特征，
因此，我们将分类系统的关联度计算方法用在分类
树上．

Ｌｉｎ［１６］提出了基于分类系统中的结点的关联度
计算方法．比较分类系统中的两个分类犆１和犆２（具
体实例）的关联度时，并不比较它们自身．例如，计算
工具汽车跟火车的关联度时，不是将工具汽车的集
合与火车的集合（具体实例）进行比较，而是比较工
具汽车类与火车类（抽象类）．即用犚犲犾（犆１，犆２）来表
示狓１，狓２的关联度，其中，狓１和狓２是实例，犆１和犆２是
类，狓１∈犆１，狓２∈犆２．“狓１∈犆１”和“狓２∈犆２”是独立
的，因为从犆１中任选一个实例狓１和从犆２中任选一
个实例狓２是完全没关系的．“狓１∈犆１，狓２∈犆２”的信
息量是－ｌｏｇ（犘（犆１））－ｌｏｇ（犘（犆２）），其中，犘（犆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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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犆２）是从犆１和犆２中分别随机选取实例的概率．
在树型的分类系统中，如果犆１，犆２是分类系统

中的类或概念，狓１∈犆１，狓２∈犆２，犆０是犆１，犆２的最小
共同蕴含（ｌｅａ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ｂｓｕｍｅ），那么，狓１，狓２的
关联度为
犚犲犾（狓１，狓２）＝ ２×ｌｏｇ（犘（犆０））

ｌｏｇ（犘（犆１））＋ｌｏｇ（犘（犆２））（７）
例如，图４为维基百科分类树中的有关“Ｔｒａｉｎ”和
“Ｔｒｕｃｋ”的部分示例，分类旁边数字是信息量．

图５　ＷＳＲ处理流程

图４　维基百科分类系统示例

那么，“Ｔｒａｉｎ”和“Ｔｒｕｃｋ”的关联度为
犚犲犾（Ｔｒａｉｎ，Ｔｒｕｃｋ）＝

２×ｌｏｇ（犘（Ｌａｎ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ｌｏｇ（犘（Ｔｒａｉｎ））＋ｌｏｇ（犘（Ｔｒｕｃｋ））＝０．４２３．

５３　语义关联度计算方法犠犛犚
综合基于文章网络的语义关联度计算方法

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和基于分类树的语义关联度计算方法
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得到基于维基百科结构信息语义关联
度计算方法（ＷＳＲ）．ＷＳＲ的处理流程如图５．

概念结点犪和犫的ＷＳＲ语义关联度是

犠犛犚（犪，犫）＝∑
犖

犻＝１
犚犲犾犃狉狋犖犲狋犻×α犻＋

∑
犕，犘，犙

犼＝１，犽＝１，犾＝１
犚犲犾犆犪狋犜狉犲犲犾（犆犪犼，犆犫犽）×β犾，

∑
犖

犻＝１
α犻＋∑

犙

犾＝１
β犾＝１，犕×犘＝犙 （８）

其中，式（８）中加号前半部分表示基于维基百科文章
网络的语义关联度，α犻是不同层次概念结点的权重，
本文中犖＝３；式（８）中加号后半部分表示基于分类
树的语义关联度，根据图１概念结点与分类的隶
属关系，概念结点犪和犫（对应图１中的犃犻），至少分
别隶属于一个分类犪犼和犫犽（对应图１中的犆犻），
犚犲犾犆犪狋犜狉犲犲（犆犪犼，犆犫犽）是犪犼和犫犽的语义关联度，β犾是
其权重，犕和犘分别是犪和犫分类的数目．

式（８）中的α犻和β犾通过实验对比得到．从定性角
度分析，文章节点是千万级而分类节点是百万级，前
者包含的语义知识和关联要大于与后者．本文通过
α犻和β犾分别取多组不同的值，对相应的准确率进行
比较，发现∑α犻＝０．７３，∑β犾＝０．２７的时候，准确率
最大，其中，α１＝０．４９，α２＝０．１５，α３＝０．０９；β犾根据
目标节点所属分类的具体情况而定．文章网络的层
次犖也是通过实验对比取得．通过实验发现，随着
犖的增加，准确率不断增长，然而，当犖＞３以后，准
确率增加变的不明显，而算法开销却以指数增加，因
此，综合考虑准确率和开销，本文犖＝３．

６　实验与分析
６１　数据源与数据集

本文使用的维基百科数据版本于２０１１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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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发布．我们选择了数据的ｓｑｌ备份版本，ｐａｇｅ．
ｓｑｌ．ｇｚ（７１６．６ＭＢ）是页面信息（包括ｉｄ、标题等，不
包括文章内容）ｓｑｌ脚本，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ｓｑｌ．ｇｚ（１４．１ＭＢ）
是分类信息（包括ｉｄ、分类题目等），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ｌｉｎｋｓ．
ｓｑｌ．ｇｚ（６９８．９ＭＢ）是分类链接信息（包括分类之间、
分类与文章之间的链接信息），ｐａｇｅｌｉｎｋｓ．ｓｑｌ．ｇｚ
（３．５ＧＢ）是页面链接信息（包括页面间的多对多的
链接信息）．

本文的测试集是语义关联度研究领域常用的
３个数据集：Ｍｉｌｌｅｒａ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９９１）（含３０对词
语）、Ｒｕ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ａｎｄ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１９６５）（含６５对
词语）和ＷｏｒｄＳｉｍ３５３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含３５３对词语）．
６２　算法评价方法

定义４．　准确率．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系
数来衡量目标算法与人工识别的结果的相关程度，
称为准确率，即语义关联度．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系数公式如下

ρ＝１－
６×∑犻犱２犻
狀（狀２－１） （９）

其中，犱犻是第犻个元素的等级差，对应第犻个词对的
关联度算法结果和人工识别的结果在各自排序表中
位置的差值，狀表示测试集的规模．
６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３个测试数据集上，将本文提出的３个算法
（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ＷＳＲ）进行实验，并对
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进行单因素改变实验，实验结果如下．
６．３．１　ＷＳＲ与传统方法的对比

图６是ＷＳＲ算法与传统的语义关联度算法的
准确率对比，由于ＷＳＲ克服了传统方法的缺陷，因
此准确率取得了显著的提高．算法时间开销方面，
ＷＳＲ与传统方法相当．

图６　ＷＳＲ与传统方法的准确率对比

６．３．２　ＷＳＲ与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ＷＬＭ和ＥＳＡ的对比
观察图７可以发现：ＷＳＲ算法准确率明显优于

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也优于ＷＬＭ．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利用了维基

百科的分类树中的语义知识，ＷＬＭ利用了维基百
科文章网络中的页面链接信息（直接关链的页面），
而ＷＳＲ算法充分利用了维基百科文章网络中包括
直接和间接的多层次的链接信息、文章与分类和分
类之间的语义关联关系．ＥＳＡ是基于维基百科页面
文本的算法，使用了大量的文本信息、分类信息和标
题信息，它不仅可以计算词语之间的关联度，还可以
计算文本之间的关联度．ＥＳＡ由于背景知识量庞
大，需要大量的预处理，算法开销巨大．而ＷＳＲ仅
基于维基百科的结构信息，背景知识量远小于
ＥＳＡ，因此，ＷＳＲ的算法的开销远小于ＥＳＡ．由于
背景知识的差距，ＷＳＲ的准确率略小于ＥＳＡ．

图７　不同测试集上ＷＳＲ与其它３种方法的准确率对比

从算法时间角度分析，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只涉及分类
树，数量级是百万，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算法时间开销最小；
ＷＳＲ和ＷＬＭ都涉及到分类树和文章网络，数量级
是千万，两者的时间开销是相当的；ＥＳＡ基于维基百科
页面文本内容，因此，它的时间开销要远大于前三者．

权衡算法准确率和开销，ＷＳＲ是一个具有优势
的词语或短语之间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
６．３．３　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和ＷＳＲ对比

本文提出的３个算法（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
和ＷＳＲ）分别运行在３个测试数据集上的测试结果
见图８．

图８　本文中提出的３种算法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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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图７和图８中测试结果发现，基于文章
网络的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算法的准确率略高于基于文章网络
的ＷＬＭ算法的准确率，而基于分类树的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
算法的准确率与基于分类树的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算法准确
率基本相当．因为，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算法利用了目标概念
节点的直接的和间接的相邻概念节点，而ＷＬＭ只
使用了目标概念节点的直接相邻的概念节点．

观察图８，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的准确率明显优于
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因为维基百科的文章网络比分类树蕴
含了更多的、更明确的语义知识．ＷＳＲ的准确率都
高于同一测试集下的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和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

可见，同时利用文章网络与分类树蕴含的语义
知识，可以取得比单独使用其中一类具有更高的算
法准确率．

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和ＷＳＲ的算法时间开销在相同数
量级，而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的算法时间开销远小于前两者．
６．３．４　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算法分析

（１）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Ｓｉｍｐｌｅ与单层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对比
单层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算法是指只考虑目标概念节点

直接相邻的概念节点时的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算法．由图９
对比可知，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Ｓｉｍｐｌｅ算法的准确率较低，经
过赋予链接权值和演化、生成概念节点权值等处理
步骤之后，得到了单层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算法，取得了更理
想的算法准确率．单层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算法的时间开销
明显大于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Ｓｉｍｐｌｅ算法．

图９　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Ｓｉｍｐｌｅ算法与单层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

（２）层次划分节点对算法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的影响
本小节研究对节点划分层次对算法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

的影响，实验数据如图１０．图１０中单层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
是指只考虑目标概念节点的直接相邻概念节点的
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算法，双层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是指考虑直接相
邻和次相邻的概念节点的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算法，依次类
推．算法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中，层次划分节点具有重要的意
义，它将相邻概念节点的范围从直接相邻拓展到了
间接相邻．观察图１０，随着层次的增加，算法的准确
率明显地提高；关注每个测试集上第１列的值、第

１、２列与第２、３列的差值可以发现，随着层次的增
加，越靠近外层的概念节点，对目标概念节点的语义
关联度影响越小．本文的实验中，随着犖的增加，准
确率不断增长，然而，当犖＞３以后，准确率增加变
得不明显，而算法开销却以指数增加，因此，综合考
虑准确率和开销，本文犖＝３．

图１０　层次划分节点对算法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的影响

７　结束语
语义关联度计算是基础性研究课题，它在信息检

索、自然语言处理和人工智能等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地
位．语义关联度计算的准确性会直接影响计算机处理
信息的准确性．本文主要从维基百科结构信息出发，
分析了结构信息中包含的语义知识及关联，提出了一
种基于维基百科结构信息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
ＷＳＲ．在后续的工作中，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如下方面
的问题：

（１）维基百科包含最丰富语义知识的是维基文
章，即维基百科的页面内容，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
对页面内容进行语义分析和利用，必定会提高语义
关联度计算的准确率．

（２）本文研究的链接全部是维基百科的内部链
接，除内部链接外，维基百科还有大量指向维基百科
以外的链接，通过这些链接，使得它与更广阔的英特
网联系起来，英特网拥有海量的信息．通过对维基百
科结构化的、明确的语义知识和英特网中的海量信
息进行分析，可能会提高语义关联度计算的覆盖度
和准确率．

（３）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希望将ＷＳＲ应用在
信息检索（如检索推荐）、知识关联和自然语言处理
等研究任务中．

参考文献

［１］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ＢＧ，ＦｅｉｇｅｎｂａｕｍＥ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ＤａｖｉｓＲ，ＬｅｎａｔＤＢ．

９６３２１１期 孙琛琛等：ＷＳＲ：一种基于维基百科结构信息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算法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８２：３９５１

［２］ＬｅｎａｔＤ，ＧｕｈａＲ．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０

［３］ＲｉｃａｒｄｏＢＹ，ＢｅｒｔｈｉｅｒＲ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ｄ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９

［４］ＤｅｅｒｗｅｓｔｅｒＳ，ＤｕｍａｉｓＳ，ＦｕｒｎａｓＧ，ＬａｎｄａｕｅｒＴ，ＨａｒｓｈｍａｎＲ．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ｂｙ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０，４１（６）：
３９１４０７

［５］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Ｂ，ＧｒａｅｍｅＨ．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ｗｏｒｄｎｅｔ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ｌｅｘｉｃ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６，３２（１）：１３４７

［６］ＭａｒｉｏＪ．Ｒｏｇｅｔ’ｓ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ａｓａｌｅｘ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Ｏｔｔａｗａ，Ｏｔｔａｗａ，２００３

［７］ＭｉｌｎｅＤ，ＷｉｔｔｅｎＩＨ．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ｏｗｃｏｓ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ｌｉｎｋ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３ｔ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Ｓ，２００８：２５３０

［８］ＰｈｉｌｉｐＲ．Ｕ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ａ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４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Ｃａｎａｄａ，１９９５：４４８４５３

［９］ＭａｒｉｏＪ，ＳｔａｎＳ．Ｒｏｇｅｔ’ｓ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ａｎｄ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Ｂｏｒｏｖｅｔｓ，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２００３：２１２２１９
［１０］ＬｉＹｕｎ．Ｍｉｎｉｎｇ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ｏｓｔｓ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９

［１１］ＴｈｏｍａｓＫＬ，ＰｅｔｅｒＷＦ，ＤａｒｒｅｌｌＬ．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
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１９９８，２５（２３）：
２５９２８４

［１２］ＳｔｒｕｂｅＭ，ＰｏｎｚｅｔｔｏＳＰ．ＷｉｋｉＲｅｌａｔ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ｕｓｉｎｇ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１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Ｂｏｓｔｏｎ，ＵＳ，２００６：
１４１９１４２４

［１３］ＧａｂｒｉｌｏｖｉｃｈＥａｎｄＭａｒｋｏｖｉｃｈＳ．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ｓｓｕｓｉｎｇ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ｂａｓｅｄ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ｉｎｔ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Ｈｙｄｅｒａｂａｄ，Ｉｎｄｉａ，２００７：１６３１６８

［１４］ＣｉｌｉｂｒａｓｉＲＬ，ＶｉｔａｎｙｉＰＭＢ．ＴｈｅＧｏｏｇｌ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Ｄａｔ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１９（３）：３７０３８３

［１５］ＪｏｒｇｅＧ，ＥｄｕａｒｄｏＭ．Ｗｅｂｂａｓｅ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
ｅｄｎ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Ｗｅｂ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００８：１３６１５０

［１６］ＬｉｎＤｅＫａｎｇ．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５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ＵＳＡ，１９９８：２９６３０４

犛犝犖犆犺犲狀犆犺犲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７，
Ｍ．Ｓ．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
ｉ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

犛犎犈犖犇犲犚狅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４，ｐｆｏｆｅｅ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
ｖｉｓｏｒ．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Ｗｅｂ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ｄａｔａｓｐａｃｅ．

犛犎犃犖犑犻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６，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ＤｅｅｐＷｅｂ．

犖犐犈犜犻犲犣犺犲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０，Ｐｈ．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
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犢犝犌犲，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
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ｎｄｃｌｏｕ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ｉ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１２ＣＢ３１６２０１），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６０９７３０２１，６１００３０６０）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Ｎ１００７０４００１）．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ｉｓａ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ｐｏｐｕｌａｒａｍｏ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ｓｏ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ｏｒｄｓｈｅｌｐｓｌｏｔｓｉ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ｌｙ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ｆａｓ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ｏｍ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ｕ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ｌａｒｇ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ｓｕｃｈａｓＬａｔ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ＳＡ）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ｓ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ｓａｎｄｇｅｔｌｅｘ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ｌｉｋｅ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ｕｒｉ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ｅｄ
ｎｅｓｓ，ｓｕｃｈａｓＷｏｒｄｎｅｔａｎｄＲｏｇｅ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ｏｔｈａｒｅｌｉｍｉｔｅｄ
ｂｙ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ｉｓｂａ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ｉｍｐｒｅｃｉｓｅ，ａｎｄｓ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ｃｏｐｅｌｉｍｉｔ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ｉｓａ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ｃｏｎ
ｓｉｓ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ｔｒｅｅ，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ｔｗ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ｌｉｋ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ｗｉｔｈｑｕｉｔｅ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ｇｏｏ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ｒｙ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ｅ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ａｂｏｖｅｂｙ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ｓｕｃｈａｓＷｉｋｉ
Ｒｅｌａｔｅ，ＥＳＡ，ＷｉｋｉＷａｌｋａｎｄＷＬＭ，ｗｈｉｃｈ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ｏｍｅ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ｔｒｅｅｉ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Ｔｈｅｎ，ａｕｔｈｏｒ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ｎｅｗ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ｎａｍｅｄ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ｗｈｉｃｈｂａｓｅｓ
ｏｎ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ｗｉｋｉ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ｉ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ａｎｅｗ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ｎａｍｅｄ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ｔｒｅｅ
ｏｆ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ｎａｍｅｄＷＳＲｉｓ
ｇｉｖｅｎ，ｗｈｉｃ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ｓｂｏｔｈＲｅｌＡｒｔＮｅｔａｎｄＲｅｌＣａｔＴｒｅｅａｎｄ
ｔａｋ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ｂｏｔｈ．ＷＳＲ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ｔｈ
ｏｄ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ｂａｓ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ｃｏｓｔ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ｓ’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０７３２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