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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动态

本文介绍了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服务各特性版本的功能发布和对应的文档动态，新
特性将在各个区域（Region）陆续发布，欢迎体验。

2021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更新KBQA会话接
口

知识图谱问答服务
（Knowledge Base
Question Answering，简称
KBQA）利用机器对自然语言
分析与处理能力，理解用户
所提出的问题，并利用知识
图谱中的结构化知识进行查
询、推理，找到解决该问题
的精准答案并反馈给用户，
协助用户解决不同类型的问
题。

商用 进行KBQA会话

 

2020 年 10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选择图谱规格 知识图谱服务开始商用，创
建图谱之前需要选择图谱规
格

商用 选择图谱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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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线图谱搜索、
推荐功能

在预览图谱时，支持使用
Gremlin语句查询实体，同时
支持在预览图谱页面查看查
询实体的记录。

公测 预览图谱

 

2020 年 8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线一键智能构
建图谱功能

智能构建图谱功能只需提供
源数据，无需其他配置，即
可快速构建图谱。

公测 一键智能构建图
谱

2 数据源支持结构
化数据

在创建知识图谱时，可以使
用csv、xlsx等结构化数据构
建图谱。

公测 数据格式

 

2020 年 6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线人工编辑图
谱实体、关系功
能

在已有图谱基础上新增实体
和关系。

公测 新建实体/关系

 

2020 年 5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线图谱本体修
改功能

基于已有图谱，在图谱的本
体基础上修改本体信息，新
建一个新的本体。

公测 修改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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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线知识图谱问
答KBQA服务

知识图谱问答服务
（Knowledge Base
Question Answering，简称
KBQA）利用机器对自然语言
分析与处理能力，理解用户
所提出的问题，并利用知识
图谱中的结构化知识进行查
询、推理，找到解决该问题
的精准答案并反馈给用户，
协助用户解决不同类型的问
题。

公测 知识图谱问答
KBQA服务

 

2020 年 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线多源数据构
建图谱功能

创建图谱时，支持多个来源
的数据作为一个图谱的基础
数据进行图谱构建。

公测 配置数据源

 

2019 年 11 月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上线非结构化数
据构建图谱功能

创建图谱时，支持使用非结
构化数据作为数据源构建图
谱。

公测 非结构化数据创
建图谱

 

历史变更

表 1-1 2019 年 8 月版本变更

序号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阶段 相关文档

1 知识图谱服务正
式上线

知识图谱服务（Knowledge
Graph，简称KG）提供一站
式知识图谱全生命周期管理
服务，包括本体可视化构
建、自动化图谱流水线构
建，以及图谱问答、搜索、
推理等图谱应用能力，企业
可以灵活掌控图谱配置，适
合复杂多变的业务场景。

公测 产品介绍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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