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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面向设计知识推送的加

权特征知识适用概率匹配方法。在设计知识库为

知识条目建立设计知识表示向量，组成设计知识

表示向量集合，建立用于后续机器学习的训练样

本集，将训练样本集中的每个训练样本特征向量

分为适用和不适用；每个设计人员被分配到不同

的设计任务，根据设计任务的要求构建针对每个

设计内容的设计内容特征向量；针对每一设计内

容特征向量，遍历并采用朴素贝叶斯决策算法进

行设计知识表示向量与设计内容特征向量的匹

配概率计算，根据设计知识特征向量是否适用于

设计内容特征向量的结果赋值设计知识特征向

量，最后进行排序处理。本发明将人工智能的算

法思想应用于知识推送，提高了设计知识匹配过

程中的智能性与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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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设计知识推送的加权特征知识适用概率匹配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的

步骤如下：

(1.1)在设计知识库为知识条目建立设计知识表示向量：

将已知设计知识库中知识条目的数据分为文档类、公式类、图表类、图纸类、案例类的

五大类；然后对于每个知识条目构建设计知识表示向量，设计知识表示向量由doc＝{类别，

内容，设计人员}表示，其中doc表示知识条目的设计知识表示向量，“类别”表示设计知识表

示向量doc归属五大类中的一类，“内容”为设计知识的具体内容，“设计人员”表示存在于设

计图纸类与设计案例类的两类知识条目中涉及的设计人员；

由设计知识库中所有知识条目的设计知识表示向量组成设计知识表示向量集合γ，γ

＝{doc1,doc2,…,docN}，其中N表示知识条目的总数；

(1.2)建立用于后续机器学习的训练样本集：

将已知设计案例库内的案例作为训练样本进行后续的机器学习，训练样本集由训练样

本构成，对于每个训练样本构建训练样本特征向量，训练样本特征向量由pro＝{(key1,s1) ,

(key2,s2) ,...,(keyk,sk) ,...,(keyn,sn)}表示，其中pro表示训练样本的训练样本特征向

量，keyk为训练样本的第k个特征，sk为训练样本第k个特征的权重值，n为训练样本的特征总

数，k为训练样本的特征序数；

由设计案例库中所有训练样本的训练样本特征向量组成训练样本集χ＝{pro1 ,

pro2,…,proM}，M表示训练样本的总数；

(1.3)针对每一知识条目，根据知识条目的设计知识表示向量是否适用于训练样本特

征向量的客观情况将训练样本集中的每个训练样本特征向量分为适用和不适用的两类，由

此各个知识条目获得训练样本集中训练样本特征向量不同分类结果；

(1.4)每个设计人员被分配到不同的设计任务，不同设计任务需要不同的设计内容，根

据设计任务的要求构建针对每个设计内容的设计内容特征向量content＝{(word1 ,q1) ,

(word2,q2) ,…,(wordj,qj) ,…,(wordt,qt)}，其中，content表示设计内容的设计内容特征

向量，wordj表示设计内容的第j个特征，qj表示设计内容的第j个特征对应的权重值，t为训

练样本的特征总数，j为训练样本的特征序数；

(1.5)针对每一设计内容特征向量，遍历设计知识表示向量集合中的各个设计知识表

示向量，采用朴素贝叶斯决策算法进行设计知识表示向量与设计内容特征向量的匹配概率

计算，计算并比较判定结果λci为0的适用概率P(λci＝0|content)与判定结果λci为1的适用

概率P(λci＝1|content)的大小：若前者小于后者，则设计知识表示向量适用于设计内容特

征向量，否则设计知识表示向量不适用于设计内容特征向量，

然后根据设计知识表示向量是否适用于设计内容特征向量的结果，采用以下公式赋值

知识条目的设计知识表示向量：

将λci＝1对应的知识条目归于所适用对应的设计内容特征向量content下的推送知识

集{doci|λci＝1}；

(1.6)采用以下方式将得到的推送知识集进行排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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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推送知识集中是否存在图纸类或案例类，若不存在则将推送知识集中的文档类知

识条目排序在公式类知识条目和图表类知识条目前；若存在则提取图纸类或案例类中知识

条目下对应设计知识表示向量中“设计人员”与当前设计人员比较是否相同，若相同则将知

识条目按以下方式排序：公式类和图表类>图纸类或案例类>文档类，若不相同则将知识条

目按以下方式排序：图纸类或案例类>文档类>公式类和图表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设计知识推送的加权特征知识适用概率匹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2)中的训练样本特征向量采用以下方式构建：

通过自然语言分词法的语义关系提取训练样本中的描述词作为训练样本的特征，构建

训练样本特征位置向量Ω区分不同位置处的描述词，训练样本特征位置向量表示为Ω＝

{(位置，位置权重)}，其中“位置”代表特征在训练样本中的位置，“位置权重”代表位置上特

征的权重计算参数；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训练样本各个特征的权重值sk：

式中，δm为特征描述词在位置m处的位置权重，tfkm为第k个特征描述词在该训练样本中

的位置m处出现频率， idfk为第k个特征描述词的逆文档词

频值， m表示训练样本特征位置向量中的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设计知识推送的加权特征知识适用概率匹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4)中的设计内容特征向量构建方法为：

通过自然语言分词法的语义关系提取设计内容中的描述词作为设计内容的特征，构建

设计内容特征位置向量区分不同位置处的描述词，设计内容特征位置向量表示为Ω＝{(位

置，位置权重)}，其中“位置”代表特征在设计内容中的位置，“位置权重”代表位置上特征的

权重计算参数；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设计内容各个特征的权重值qj：

式中：δm为特征描述词在位置m处的位置权重，tfjm为第j个特征描述词在该设计内容中

的位置m处出现频率， idfj为第j个特征描述词的逆文档

词频值， 表示为a,b,c三数中选取一个数，a,b,

c为设计人员特征权重系数，分别对应设计人员的高级、中级、普通三个等级，其中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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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面向设计知识推送的加权特征知识适用概率匹配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5)中的朴素贝叶斯决策算法为：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适用概率：

式中，ε为类别，具体指代λci＝0  or λci＝1，i＝1…N，λci表示知识条目对于设计内容的

判定结果；content为测试例，具体是设计内容特征向量，qj为content第j个特征的权重值；

d为特征数目，P(ε)表示先验概率，P(qj|ε)表示每个特征估计的条件概率，P(content)表示

归一化的证据因子；

上式中的先验概率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χε表示训练样本集χ中第ε类样本的集合，ε为类别，具体指代λci＝0orλci＝1，i＝

1…N，即步骤(1.3)中的适用和不适用的两类；

P(qj|ε)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 分别是训练样本集χ中第ε类训练样本第j个特征的权重的均值与方差，ε

为类别，具体指代λci＝0  or λci＝1，i＝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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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设计知识推送的加权特征知识适用概率匹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杂机械装备智能设计知识推送领域，主要涉及一种面向设计知识推

送的加权特征知识适用概率匹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机械设计中，采用设计人员主动查找搜寻设计知识已完成相应的设计任

务，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传统方面的拉取(pull)知识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病，如设计效

率低，设计周期增长而设计结果不优等。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装备与个性化定制装备

的设计要求，设计任务不断加重，传统的机械设计手段正在不断进行革新，智能设计成为机

械工业一个明确的未来发展趋势。智能设计内容丰富，涵盖内容学科极广，其中一项研究内

容：知识推送，将传统的“拉取”转变为“推送(push)”，使得设计人员不用再去重复寻找自己

知识盲点下的设计知识内容，节省了大量设计时间同时也提高了设计的正确性。

[0003] 目前知识推送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知识发现(KDD)与知识管理(KM)

等研究领域展开延伸，将其发展到应用于机械产品的设计中。知识推送中通常涉及的内容

有：设计知识库的建立，设计场景建模与知识需求的获取，设计知识匹配，设计知识推送引

擎，后续的更新与优化等等内容。而随着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一系列人工智能研究大热，

知识推送的发展也迎合了相关的趋势，不再是单一的传统的知识推送，而是在智能化准确

化的方面不断前进，使得知识推送实现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形式将正确的知识推送给正

确的人。本发明即融合了现有的有关机器学习方面的内容，创新了知识推送中的知识匹配

算法，机器学习的手段可以在不断的设计过程中进行推送方法的学习与优化，使得最后的

推送知识结果更加准确，使得知识结果更加适用于该环境下的设计人员。

发明内容

[0004] 为改进现有知识推送的技术手段，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面向设计知识推送的加权特

征知识适用概率匹配方法。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的步骤如下：

[0006] (1.1)在设计知识库为知识条目建立设计知识表示向量：

[0007] 将已知设计知识库中知识条目的数据分为文档类、公式类、图表类、图纸类、案例

类的五大类；然后对于每个知识条目构建设计知识表示向量，设计知识表示向量由doc＝

{类别，内容，设计人员}表示，其中doc表示知识条目的设计知识表示向量，“类别”表示设计

知识表示向量doc归属五大类中的一类，“内容”为设计知识的具体内容，也是最后要推送的

设计知识，“设计人员”表示存在于设计图纸类与设计案例类的两类知识条目中涉及的设计

人员；

[0008] 由设计知识库中所有知识条目的设计知识表示向量组成设计知识表示向量集合

γ，γ＝{doc1,doc2,…,docN}，其中N表示知识条目的总数，设计知识表示向量集合γ用于

后续的知识匹配，作为类别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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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1.2)建立用于后续机器学习的训练样本集：

[0010] 将已知设计案例库内的案例作为训练样本进行后续的机器学习，训练样本集由训

练样本构成，对于每个训练样本构建训练样本特征向量，训练样本特征向量由pro＝

{(key1,s1) ,(key2,s2) ,...,(keyk,sk) ,...,(keyn,sn)}表示，其中pro表示训练样本的训练

样本特征向量，keyk为训练样本的第k个特征，sk为训练样本第k个特征的权重值，n为训练样

本的特征总数，k为训练样本的特征序数；

[0011] 由设计案例库中所有训练样本的训练样本特征向量组成训练样本集χ＝{pro1 ,

pro2,…,proM}，M表示训练样本的总数，训练样本集χ用于后续的机器学习中知识匹配的训

练素材；

[0012] (1 .3)每一知识条目均具有对应的一设计知识表示向量和一些训练样本特征向

量，针对每一知识条目，根据知识条目的设计知识表示向量是否适用于训练样本特征向量

的客观情况(这个情况是已知情况)将训练样本集中的每个训练样本特征向量分为适用和

不适用的两类，由此各个知识条目获得训练样本集中训练样本特征向量不同分类结果；

[0013] (1.4)在机械产品设计的过程中，每个设计人员被分配到不同的设计任务，不同设

计任务需要不同的设计内容，根据设计任务的要求构建针对每个设计内容的设计内容特征

向量content＝{(word1,q1) ,(word2,q2) ,…,(wordj,qj) ,…,(wordt,qt)}，其中，content表

示设计内容的设计内容特征向量，wordj表示设计内容的第j个特征，qj表示设计内容的第j

个特征对应的权重值，t为训练样本的特征总数，j为训练样本的特征序数；

[0014] 设计内容特征向量的确定是知识推送中知识匹配环节里的重要内容，对于不同设

计任务与设计人员，设计内容的特征及其权重存在不同，需要根据具体的设计场景进行调

整与变化，其准确与否影响着后续匹配结果的准确性。

[0015] (1 .5)在得到设计知识特征向量doc、训练样本特征向量pro和设计内容特征向量

content后进入知识匹配环节，

[0016] 针对每一设计内容特征向量，遍历设计知识表示向量集合中的各个设计知识表示

向量，采用朴素贝叶斯决策算法进行设计知识表示向量与设计内容特征向量的匹配概率计

算，即知识条目是否适用当前设计内容的适用概率计算，计算并比较判定结果λci为0的适用

概率P(λci＝0|content)与判定结果λci为1的适用概率P(λci＝1|content)的大小：若前者小

于后者，则设计知识特征向量适用于设计内容特征向量，否则设计知识特征向量不适用于

设计内容特征向量，

[0017] 然后根据设计知识特征向量是否适用于设计内容特征向量的结果，采用以下公式

赋值知识条目的设计知识特征向量λci：

[0018]

[0019] 将λci＝1对应的知识条目归于所适用对应的设计内容特征向量content下的推送

知识集{doci|λci＝1}，即将适用于设计内容特征向量content的所有知识条目组成针对设

计内容特征向量content的推送知识集；

[0020] (1 .6)采用以下方式将得到的推送知识集进行排序处理，用以向设计人员推送最

需要的设计知识，将排在推送队首，以满足不同层次的设计人员方便查阅：

说　明　书 2/7 页

6

CN 107679112 B

6



[0021] 寻找推送知识集中是否存在图纸类或案例类，若不存在则将推送知识集中的文档

类知识条目排序在公式类知识条目和图表类知识条目前；若存在则提取图纸类或案例类中

知识条目下对应设计知识表示向量中“设计人员”与当前设计人员比较是否相同，若相同则

将知识条目按以下方式排序：公式类和图表类>图纸类或案例类>文档类，若不相同则将知

识条目按以下方式排序：图纸类或案例类>文档类>公式类和图表类。

[0022] 具体实施中，提取设计内容中的设计规范位置处特征描述词，若发现存在如“计

算”、“校核”、“公式”等字样，将公式类知识排序于图表类知识前；若发现存在如“比较”、“查

询”、“选择”等字样，将图表类知识排序于公式类知识前。

[0023] 所述步骤(1.2)中的训练样本特征向量采用以下方式构建：

[0024] 通过自然语言分词法的语义关系提取训练样本中的描述词作为训练样本的特征，

构建训练样本特征位置向量Ω区分不同位置处的描述词，其重要性也产生不同，训练样本

特征位置向量表示为Ω＝{(位置，位置权重)}，其中“位置”代表特征在训练样本中的位置，

“位置权重”代表位置上特征的权重计算参数，Ω用于提取训练样本中的特征并计算相应特

征权重；具体实施中，训练样本特征位置向量为Ω＝{(设计任务名称,1) ,(设计情境描述,

0.9) ,(设计规范,0.8) ,(设计人员,0.7)}；

[0025]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训练样本各个特征的权重值sk：

[0026]

[0027] 式中，δm为特征描述词在位置m处的位置权重，tfkm为第k个特征描述词在该训练样

本中的位置m处出现频率， idfk为第k个特征描述词的逆文

档词频值， m表示训练样本特征位置向量中的位置。

[0028] 所述步骤(1.4)中的设计内容特征向量构建方法为：

[0029] 由于设计内容特征向量与训练样本特征向量向量组成结构近似，区别是前者未知

后者已知所匹配的设计知识，因此构建的设计内容特征位置向量与训练样本的相同。

[0030] 通过自然语言分词法的语义关系提取设计内容中的描述词作为设计内容的特征，

构建设计内容特征位置向量区分不同位置处的描述词，其重要性也产生不同，设计内容特

征位置向量表示为Ω＝{(位置，位置权重)}，其中“位置”代表特征在设计内容中的位置，

“位置权重”代表位置上特征的权重计算参数，Ω用于提取设计内容中的特征并计算相应特

征权重；具体实施中，设计内容特征位置向量表示为

[0031] Ω＝{(设计任务名称,1) ,(问题情境描述,0.9) ,(设计规范,0.8) ,(设计人员,

0.7)}；

[0032]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设计内容各个特征的权重值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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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式中：δm为特征描述词在位置m处的位置权重，tfjm为第j个特征描述词在该设计内

容中的位置m处出现频率， idfj为第j个特征描述词的逆文

档词频值， 表示为a,b,c三数中选取一个数，

a,b,c为设计人员特征权重系数，分别对应设计人员的高级、中级、普通三个等级，其中c＝

1。

[0035] 所述步骤(1.5)中的朴素贝叶斯决策算法为：

[0036] 本发明采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设计思想，将匹配问题转化为分类问题，其中原

先的分类器输出为单一的分类结果，而修改后的算法应将分类结果变为多元，即形成推送

知识集。

[0037] 设计知识表示向量集合γ＝{doc1,doc2,…,docN}，训练样本集χ＝{pro1,pro2,…,

proM}，则训练样本集χ中可能的类别数应有2N个：λci＝0or  1，i＝1…N。

[0038]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适用概率计算公式为：

[0039]

[0040] 式中，ε为类别，具体指代λci＝0orλci＝1，i＝1…N，λci表示知识条目对于设计内容

的判定结果；content为测试例，具体是设计内容特征向量，qj为content第j个特征的权重

值；d为特征数目，P(ε)表示先验概率，P(qj|ε)表示每个特征估计的条件概率，P(content)

表示归一化的证据因子，对给定的content，P(content)是与类别标记无关的常数；

[0041] 上式中的先验概率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0042]

[0043] 其中，χε表示训练样本集χ中第ε类样本的集合，ε为类别，具体指代λci＝0orλci＝1，

i＝1…N，即步骤(1.3)中的适用和不适用的两类；

[0044] P(qj|ε)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0045]

[0046] 其中，με,j, 分别是训练样本集χ中第ε类训练样本第j个特征的权重的均值与方

差，ε为类别，具体指代λci＝0orλci＝1，i＝1…N。

[0047] 进一步，通过上式分别计算得到P(λci＝1|content)和P(λci＝0|content)后，判断

doci是适用于content的设计知识的条件：P(λci＝1|content)>P(λci＝0|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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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在计算时由于列式P(ε|content)中的分母P(content)为常数，即判定时比较

的大小即可。

[0049] 本发明采用机器学习的思想解决知识推送中设计知识匹配这一问题，由产品案例

构建机器学习的训练样本集，采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算法思想，通过产品案例(训练样本

集)与设计内容(实施例)的特征权重进行适用概率计算，逐条计算比较设计知识是否适用

当前设计内容，确定推送知识集，再根据设计人员与设计内容的特异情况进行推送知识的

排序，形成最后的推送知识。

[005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51] 本发明方法从概率学角度出发研究知识匹配问题，通过知识的特征值进行合适概

率计算与筛选，最后得到该计内容中匹配的设计知识，同时使用机器学习的手段使得匹配

结果更加准确。

[0052] 本发明将人工智能的算法思想应用于知识推送，提高了设计知识匹配过程中的智

能性与操作性。

附图说明

[0053]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该了解，下面所具体描述的内容是说明性而非限制性的，不应该限制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55]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流程图。左侧虚线框内为构建训练样本集生成朴素贝叶斯

分类器的流程，中间为加权特征知识适用概率匹配方法，右侧为推送知识集排序流程，共同

构成了本发明的流程图。

[0056] 本发明实施例举例某简化的数控车床切削力方案设计的知识推送实例对本发明

的内容进行说明。

[0057] 针对数控车床的切削力方案设计，从设计案例库中找到与之类似的设计案例构建

训练样本集χ＝{pro1 ,pro2 ,… ,proM}。构建训练样本特征向量pro＝{(key1 ,s1) ,(key2 ,

s2) ,...,(keyk,sk) ,...,(keyn,sn)}，确定每个训练样本所使用的设计知识{doci}。如表1所

示为训练样本集。

[0058] 表1：训练样本集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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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在新的设计任务分配给设计人员后，进入机械产品设计环节，假定当前设计内容

为某高档数控车床切削力的方案设计，构建设计内容特征向量：content＝{(切削力，0.54)

(刀具，0.25)(计算，0.61)(振动，0.15)(方案，0.14)}，进行设计知识的匹配即适用概率计

算：比较P(λci＝1|content)和P(λci＝0|content)大小，i＝1…N。例如，判断设计知识doc1适

用于当前设计内容content，即确定λc1数值的实施方法如下：

[0062] 首先估计先验概率P(ε)，有

[0063] 然后为每个特征估算条件概率P(qj|ε)：

[0064]

[0065]

[0066]

[0067]

[0068]

[0069]

[0070]

[0071]

[0072]

[0073]

[0074] 于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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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P(λc1＝1)×P切削力|1×P刀具|1×P计算|1×P振动|1×P方案|1≈0.2517

[0076] P(λc1＝0)×P切削力|0×P刀具|0×P计算|0×P振动|0×P方案|0≈3.64×10-30

[0077] 由于P(λci＝1|content)>P(λci＝0|content)，因此λc1＝1，说明设计知识doc1适用

于当前设计内容，类似的分别计算剩余的λci，最后将λci＝1对应的设计知识归于推送知识

集{doci}中。强调的是，由于机器学习应该尽可能多的样本训练，而特征也不单单只有几

个，上文所举的例子是简化后便于理解与阅读，实际操作的数据库内数据种类与个数很多。

[0078] 最后是知识推送集内的设计知识进行排序，以满足不同的设计人员与设计内容。

首先发现设计内容特征向量中存在特征描述词：计算，因此需将公式类设计知识排序于图

表类设计知识前，顾名思义存在“计算”特征说明设计人员需要公示来进行计算的概率较

高；之后，如流程图右侧所示：寻找推送知识集中是否存在设计图纸或设计案例，若不存在，

则排序：知识文档类>公式图表类；若存在，提取该类设计知识下的“设计人员”特征，若与当

下场景中设计内容的设计人员相同，则排序：公式图表类>图纸案例类>知识文档类，否则排

序：图纸案例类>知识文档类>公式图表类。至此完成最终的推送知识集，将此推送给设计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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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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