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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信息自然语言查询接口的研究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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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空间信息自然语言查询接口(SINLQI), 并讨论了基于 E-R语义词典的建立 、中文分词 、查询文

法规则及其应用领域等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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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信息查询是地理信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

基本功能。目前 ,空间信息查询主要采用两种方

式:一是基于GUI应用界面 ,往往由GIS系统定制;

二是基于扩展 SQL 语言(GeoSQL)。这两种方式能

满足一般的查询要求 ,但还有些不足。基于GUI应

用界面方式受限于界面本身 ,不能完成某些空间关

系的查询;基于扩展SQL语言的查询方式较灵活 ,

能满足大多数空间查询请求 ,但是并没有形成类似

SQL 那样被所有GIS平台支持的标准。另外 ,扩展

SQL 语言对使用者有一定的要求。

目前 ,GIS 的应用从特定的专业领域走向普

通信息服务 ,GIS 应用系统从原来的单层模式应

用变为多层模式 ,从孤立的桌面应用系统变为基

于 Internet和无线互联网的应用系统 ,所使用的终

端设备除了传统的台式机 、笔记本电脑外 ,还有各

种各样的掌上电脑 、PDA 、手机等 ,因此 ,采用自然

语言方式进行空间信息查询能满足更广泛 、更普

通用户的需要 , 空间信息自然语言查询接口

(spatial information natural language query interface ,

SINLQI)已开始越来越受到重视。

1　SINLQI的应用范围和可行性

自然语言查询接口属于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

理解的研究范畴 。所谓自然语言理解 ,实质上是

把一种表达转换为另一种表达的过程 ,这种转换

也可视为映射。建立自然语言理解系统就是寻求

映射的算法 ,使机器能够得到与人在理解上相当

的输出(刘开瑛 ,1991)。可以说 ,自然语言理解是

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

作为一种查询方式 ,SINLQI 并不适用于所有

GIS应用 。在如下几种情况下 ,自然语言接口难

以实现或作用不大。

1)GIS应用以海量空间数据管理为目的;

2)GIS 应用以专题图制作或地图输出为目

的;

3)GIS应用是面向专业人员的 。

在上述应用中 ,所处理的是海量数据 ,不便于

建立用于 SINLQI 的数据词典及文法规则。对于

专业人员而言 ,他们能自如地使用各种 GUI查询

界面或 GIS平台提供的查询语言完成查询要求 ,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花一定代价实现 SINLQI ,其

使用效率也不高。

文献[ 3] 认为 ,作为通用工具的 GIS ,不可能

在自然语言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通用查询操作

模型 ,但是 ,作为某一具体的 GIS 应用领域 ,基于

自然语言的查询表达是很有吸引力和发展前景

的 ,这种查询的实现需要数据库和专门的知识库。

目前 ,GIS应用越来越面向公众服务 ,如位置

信息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房地产信息查

询 、交通信息查询 、旅游景点介绍及小区介绍等。

显然 ,在这些应用中 ,采用自然语言的查询方式 ,

更能被普通用户所接受和使用 。基于手机短消息

(SMS)和 WAP 的城市位置信息服务是目前移动

GIS的开发热点 ,如果能让用户以自然语言的方

式结合语音技术查询地理空间信息 ,无疑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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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易用性和可扩充性 。

在中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中 ,数据库自然语

言接口是自然语言理解和数据库技术相结合的产

物。国外有关数据库自然语言查询接口的研究可

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年代 ,比较著名的原型系统

有BASEBALL 、LUNAR、LIFER以及 Microsoft 商品

软件 Englih Query 。国内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

研究成果 ,如东南大学的 CQI系统 、中国人民大学

和香港中文大学的 Chiql系统等。

空间信息查询与数据库查询有一个共同特

点 ,就是从已有的 、特定的数据源中查找满足某种

约束条件的数据子集 。它们在查询语义操作上能

采用几乎类似的形式语言来描述 ,这一点已在对

GeoSQL语言研究中得到证实 。因此 ,在自然语言

接口方面 ,二者也是相通的。

在空间数据库中 ,保存了空间数据和相关的

属性数据 。属性数据与普通数据库中的数据几乎

是一样的 ,而空间数据是对真实地理要素的抽象 ,

例如 ,一条道路被抽象成一条线 ,一个行政区被抽

象成一个面等。但是 ,在许多情况下 ,人们在对空

间信息提出查询请求时 , 都不自觉地有一个语义

“还原”过程。例如 ,人们会提出“107国道穿越哪

几个县”的查询请求 ,而不是“ID号为1100的线会

与哪几个面相交” 。这种空间查询的自然语义使

得可以采用与数据库自然语言查询接口类似的方

法研究SINLQI。

2　基于 E-R模型的语义词典

自然语言理解中 ,词典是必不可少的 ,它是中

文分词 、语法分析 、语义理解的基础 。作为

SINLQI中的词典 ,它与其他的中文自然语言处理

系统的词典是不同的 ,按照词性(如名词 、动词等)

划分的词典在 SINLQI 中是没有意义的。SINLQI

作为受限语言理解系统 ,其词典的设计应该与语

用环境紧密联系。因此 ,本文提出基于 E-R模型

的语义词典。

E-R模型即实体-关系模型 ,是目前数据库研

究中最成熟的语义模型 。E-R模型是描述整个事

物的概念模式 ,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现实世界的

客体及其联系 。

在空间数据库中 ,实体(E)表示真实地理要

素(F),地理要素由一个空间几何属性和若干非

几何属性所组成:

F =(S ;A0 , A1 , A2 , ……, An)

S 表示空间几何属性 , Ai表示非几何属性 。

每一个地理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必然同其

他地理要素存在某种关系。实体之间的关系(R)

是通过空间关系来表现的 ,即拓扑关系(相交 、包

含 、叠加 、相离 、重合 、穿越)、方向关系(东 、南 、西 、

北)、度量关系(距离 、面积 、周长)。图 1是一个道

路和行政区在空间穿越关系下的 E-R图。

图 1　道路和行政区 E-R图

Fig.1　E-R for Road and District

　　因此 ,在 SINLQI词典的词汇中 ,设计了以下

语义信息 。

1)TYPE ,即词汇的类别 ,分为 ES(表示实体的

集合)、EI(表示实体的个体)、EA(表示实体的属

性)、SR(表示空间关系)及O(其他)。O类词是一

些通用的与空间数据库查询关联的词 ,如大于 、小

于、等于以及介词 、连词 、数量词等。O类词一般与

具体 E-R语义无关 ,可以作为通用词典单独处理。

2)SELECT ,即选择分类语义 ,实体词在空间

数据库中的分类选择形式。例如 ,在某个空间数

据库中 ,有一个 School图层 ,对于词条“学校” ,有

选择语义:

　SELECT(layer(“School”))

如果 School层有SchoolType 属性 ,则对于词条“大

学”有:

　 SELECT ( layer (“ School ” ,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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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Type”)=3))

3)KEY ,即关键字 ,它是 EI 类词的特有语义

项 ,如词条“武汉大学”对应 School图层中的 geoID

=1200的空间对象。

4)CONNECT ,即属性关联 ,它是 EA类词的特

有语义项 。如词条“电话号码” ,关联的是 School

图层中的 PhoneNumber属性。

5)S_RELATION ,即空间关系 ,它是 SR类词特

有的语义项 。如词条 “相交” , 表示空间关系

Intersect , “南面”表示空间关系 South等。

中文与西文的最大区别就是 ,前者的语句是

连续的 ,词间无间隙 ,因此 ,中文信息处理的第一

步就是分词。分词的形式有多种 ,如基于词典的

分词 、基于语料库的分词 、二者相结合的分词 。在

受限中文信息处理系统中 ,一般采用基于词典的

分词。分词的方向有正向和逆向 ,分词的方法有

最大匹配法和最小匹配法 。最小匹配法已被证明

不适于作为数据库查询语句的分词方法 ,见文献

[ 7] ,因此我们采用正向最大匹配法。

最大匹配法的一般算法是 ,取词条的最大长

度 ,依此长度截取待切分语句的一个子串 ,与字典

中的词条进行比较。若不相等 ,则子串长度减 2 ,

继续比较 ,直到找到相等的词条 ,将它切分出来。

再循环进行 ,直到切出所有的词条 。

在空间信息查询的词典中 ,必然包含大量的

地名 、机构名(地名 、机构名往往作为地理实体的

标识 ,因此将地名 、机构名作为词条处理),这些词

条的长度一般在 5个汉字以上 ,因此 ,我们设计了

如下的词典数据结构 。

1)以词条首字的区位码作为哈希值建立哈希

表。哈希函数如下:

H(key)=(HiByte-176)＊94 +(LoByte-

161)

2)采用链地址法处理地址冲突。在同一链

中 ,词条按汉字内码由小到大排序 ,为了保证最大

切分 ,若某一词条比另一词条短 ,且是它的子串 ,

则长词条排在前面。

3)排序词条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 。我们在建

立词典时 ,为每个词条增加一个域 ,记录该词条与

前一词条的相关系数 。如“武汉工业学院”相对于

上一词条“武汉工业大学”的相关系数为 8 ,即前 4

个汉字是相同的 。该系数能有效地减少在词典查

找中字符的比较次数 。

3　文法规则及处理

3.1　短语结构文法

由于中文语言的复杂性 ,对中文语义的理解

是很困难的。目前 ,大多数自然语言理解系统都

建立在受限文法的基础上 。文法分析的作用有两

个:一是确定输入语句的文法结构 ,二是使文法结

构规整化。基于短语结构的文法 ,是目前自然语

言处理中广泛采用的方法 。

一个短语结构可以由四部分组成。

VT :终结符集合 ,这是一些已被定义的词组

组成的表 ,属于不能再往下推导的符号集;

VN :非终结符集合 ,这是一些用以说明文法

的符号表 ,可往下推导 , V = VT ∪ VN;

P :产生式集合 ,每个产生式可以描写成 a※

b;

S :开始符 , VN中的一个符号。

上述 a 是V中一个或多个符号序列 ,即 a ∈

V
+
(V 的正闭包);b 是 V 中零个或多个符号序

列 ,即 b ∈V
＊
(V 自反正闭包)。

短语结构文法可以用来描述任何可以递归枚

举的语言 ,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形式体系 。上下

文无关文法是短语结构文法的受限形式 ,它很适

合于用 BNF 来表示 。我们采用 BNF 来表示查询

文法规则 。

3.2　查询文法规则定义

对中文查询语句制定了如下的限制规则 。

1)查询语句必须是正向的 ,即查询条件在前 ,

要查询的目标在后;

2)一个查询语句中查询目标限于一种类型;

3)不允许指示代词 ,如“它” 、“其”等;

4)暂时不考虑聚集查询。

在进一步研究后 ,可以考虑放松上面的限制

条件 。事实上 ,根据人们最直接的查询习惯 ,大多

数查询请求都能满足这些限制条件 。下面仅列出

了查询文法的概要部分:

〈SENTENCE〉∶∶=〈QUERY〉

〈QUERY〉∶∶=〈CP〉〈OP〉

〈OP〉∶∶=〈＊ES〉 〈＊EA〉 〈M〉

〈M〉∶∶=〈AREA〉 〈LENGTH〉 〈DISTANCE〉

CP 表示查询条件短语 ,OP 表示查询目标短

语 , ＊表示该类词的终结符 。查询的目标分为空

间实体(ES)、属性(EA)、量度(M)。

查询条件又分为空间约束条件短语〈SCP〉和

属性约束条件短语〈ACP〉。

〈CP〉∶∶=〈SCP〉 〈ACP〉 〈SCP〉〈ACP〉 〈ACP〉

〈SCP〉

〈SCP〉∶∶=〈＊SR〉〈＊EI〉 〈＊P〉〈＊EI〉〈＊

SR〉 〈＊EI〉〈＊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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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代表介词 ,如“在” 、“与”等 。事实上 ,根据

EI的空间类型(点 、线 、面)的不同 , SR与 EI之间

有更深的语义约束关系 ,在此不做讨论 。

〈ACP〉∶∶=〈＊EA〉〈＊RL〉〈EAV〉

RL表示关系运算符 ,EAV表示属性值 。EAV

根据 EA的类型由相应的终结符组成。

3.3　查询文法分析

作为面向最终用户的查询接口 ,对用户的输

入不能有太严格的规则限制 ,即允许用户输入一

些不太规范的句子 ,如缺少助词 、连词等。例如 ,

用户在输入复合查询条件时 ,可能没有输入“并

且” 、“或者”等关系连词 ,这种情况可统一作“与”

关系处理 。在 SINLQI中 ,文法分析的主要目的是

找到查询条件和查询目标 ,并在分析过程中 ,结合

词典中的 E-R语义 ,生成有利于以后语义分析的

数据结构 。下面是基于 LA(loose analysis)原则的

算法思路 。

1)汉字切分 ,将切分后的词放入队列中;

2)从队列中找 EA 、EI、ES 类型的终结符 ,并

作标志;

3)根据文法规则限制 1)、2),从队尾取已作

标志的终结符 ,若查询目标有多个 ,且类型一致 ,

可依此判断取出多个终结符;若类型不一致 ,则认

为输入有错;

4)将取出的 OP 短语从队列中删除 ,单独存

放 ,并从词典中找到其对应的 E-R语义;

5)根据文法中 SPC 与 ACP 的短语规则 ,利用

上下文无关的文法推导树 , 生成“实体·空间关

系” 、“属性·关系符·值”的形式 ,并找到相应的关

系连词 ,若关系连词省略 ,一律作“与”关系处理;

6)根据 E-R词典确定CP 中终结符的语义。

文法分析后就是语义分析 。在数据库自然语

言查询接口中 ,语义分析过程实际上就是如何生

成SQL语句的过程 。一旦 SQL 语句生成 ,就可以

很容易得到查询结果。但是 ,由于在地理信息系

统平台间没有形成统一 的空间查询语言

(GeoSQL),各个平台之间的空间信息查询的实现

方式是不同的。因此 ,SINLQI语义分析模块的主

要任务就是将查询条件转换成最基本的“原子”查

询形式 ,再结合不同的 GIS 平台 ,得到查询结果。

图2是 SINLQI 的总体框架 。

4　SINLQI在Mobile GIS中的应用

数字城市是目前空间信息应用发展的重要方

向 ,其核心就是利用集成的空间信息为行业和大

图 2　SINLQI总体框架

Fig.2　Main Frame of SINLQI

众服务 。Mobile GIS是数字城市的一个重要服务

方式 ,其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利用各种移动终端

设备如 PDA 、手机 、车载系统 ,通过无线访问空间

数据库服务器 ,得到地理信息服务。通讯方式主

要有 SMS方式 、WAP 方式以及移动拨号上网方式

(HTTP)。用户使用移动设备主要用于空间信息

的查询 ,但是 ,移动设备普遍屏幕较小 , CPU功能

弱 ,不可能运行比较复杂的查询界面程序 ,操作起

来不方便 ,并且不同的终端 ,其屏幕大小和操作方

式不相同。采用 SINLQI ,只需要向用户提供简单

的输入界面 ,用户以自然语言的方式同服务器交

互 ,查询条件不受限于已有的界面 。

WAP 服务的普及性和方便性为 SINLQI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平台。笔者开发了一个简单的

基于WAP方式的城市位置信息服务的 SINLQI原

型系统 。系统能提供多类兴趣点(学校 、医院 、商

场 、车站等)和城市道路的空间位置信息查询 。在

某些应用领域里 ,基于 SINLQI 的应用服务系统 ,

具有很好的易用性和可扩展性 。该原型系统的一

个运行示意图见图 3。

5　结　语

SINLQI是地理信息系统走向大众化服务的

应用方向 ,是人工智能同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

产物。在当前 GIS 发展形势下 ,本文提供的基于

自然语言的查询接口 ,能极大地扩展GIS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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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INIQL在WAP下运行示意图

Fig.3　SINLQL' s Running Demo Based WAP

范围和应用方式 ,同时 ,也可能为GIS的互操作提

供一种新的手段。当然 , 一个好的 、实用的

SINLQI系统 ,需要经过多次的反馈实验 ,不断丰

富文法规则和词库的语义才能成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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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puts forward spatial information natural language query interface (SINLQI), which

can make a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easier to use.The authors discus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ctionary based E-R semantic , Chinese word segmentation , query grammar rule , application field etc.

The authors design a set of common interfaces for dictiorary organizing , word processing , grammar and

semantic analysis.Using these interface , The authors implement a SINLQI demo based 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WAP).It establishes a base for applying SINLQI to GI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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