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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本体和网格技术的基础上 , 针对空间信息系统对信息语义的特殊要求 , 提出了空间信息语义网

格的概念 ,并用本体构造了空间信息语义网格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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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 Internet技术 ,空间信息系统实现了地

域空间信息的对外发送 ,但各个地域的空间信息

系统往往仅存储当地的空间信息 ,目前尚无任何

一个空间信息系统拥有地球上全部的海量信息。

为获取所需的资源 ,用户只能人工地从大量的空

间信息系统网站中逐个查询 ,这样不仅浪费时间 ,

而且由于缺乏目的性 ,用户往往无法获得需要的

信息。为解决这个矛盾 ,需要建立开放分布的跨

地区 、跨行业的网络化空间信息系统 ,使用户透明

地使用网络上所有的空间信息资源 。网格应

用
[ 1]
的兴起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为理想的

方案 。网格是把整个 Internet整合成一台巨大的

超级计算机 ,实现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 、数据资源 、

信息资源 、知识资源 、专家资源的全面共享
[ 2]
。

网格的根本特征并不是它的规模 ,而是资源共享 ,

消除资源孤岛。这种开放透明的共享资源模式决

定了网格与空间信息系统结合的必然性
[ 3 ～ 5]

。

目前 ,空间信息网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决不同

计算资源的连接上 ,以便用户可以透明和无缝地

使用网格上的所有资源。这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在

科学计算领域是成功的 ,但对空间信息系统来说 ,

仅仅把它们无缝地连接起来是不够的。由于人们

对世界认知的不同 ,导致对同一地理现象观察和

描述会侧重于对象不同的侧面 ,从而产生观点上

的差异 ,形成语义异构 。不同行业的空间信息系

统对同一个概念的语义解释往往有很大的差别 ,

如果不考虑这种语义的差异 ,就可能对用户的要

求无法回答或做出不正确的回答 。为此 ,本文首

次将本体(ontology)引入网格系统 ,力图构造一个

具有语义共享的空间信息语义网格系统 。

1　网格与本体

1.1　网格的概念与结构

1998年 ,Forster 首次提出了网格的概念[ 6] :

一个计算网格是一个提供可靠 、稳定 、普及和廉价

使用高端计算能力的软硬件基础设施。2000年 ,

Forster再次修改了网格的概念[ 7] :网格是分布并

行的资源系统 ,它使用标准 、开放 、通用协议和界

面来提供非凡的服务 。

从上述定义的演变可以发现 ,网格的定义从系

统组成逐步演变为描述其本质内涵 ———分布资源

和服务的共享。在网格结构的研究中 ,影响较大的

是美国Globus项目提出的“漏斗”模型 ,它包含网格

纤维层 、网格连接层 、网格资源层 、网格聚集层和网

格应用层五层结构
[ 1]
。其中核心部分是聚集层 ,这

层的作用是将资源层提交的受控资源汇集在一起 ,

供虚拟组织的应用程序共享 、调用。为了对来自应

用的共享进行管理和控制 ,聚集层提供目录服务 、

资源分配 、日程安排 、资源代理 、资源监测诊断 、网

格启动 、负荷控制 、账户管理等多种功能。总之 ,网

格应用的目的是使用户通过网格透明地调用网格

上的各种信息和相应的服务 ,充分利用网格上的所

有适用的设备对用户的问题进行计算 ,使其不需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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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昂贵的设备便可实现自己的需求。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网格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解决不同硬件资源的连接上 ,以便用户可

以透明和无缝地使用网格上的所有硬件资源 。但

对于空间信息系统来说 ,仅仅做到这一步是不够

的 ,更重要的是解决语义异构 ,实现语义信息的共

享 ,使得不同行业的空间信息系统在纳入网格系

统时就必须考虑语义的差异。

1.2　本体

在空间信息系统领域 ,根据人们对同一地理

对象的观点的异同将其分为不同地理信息团体

GIC[ 8] (geospatial informat ion communities)。一

个GIC是共享相同地理本体的空间数据的提供

者和用户组 ,在每个 GIC 内部 ,本体被视为共享

的知识库。而不同 GIC 的本体之间存在着信息

和服务交流的需求 ,就产生了空间信息系统语义

层集成和互操作问题 。

在关于本体的定义
[ 9 ,10]

中 , 被广泛接受的

是:一个本体是一个共享概念化模型的形式化和

显式的说明规范[ 11] 。“概念化模型”表示现实世

界中被研究客体的抽象;“显式”意味着概念类型

的使用及使用的约束有明确的定义;“形式化”指

本体应该是机器可以理解的 ,即计算机应该能够

解释信息提供的语义;“共享”表明本体描述的知

识是被团体共同认可的 ,而不仅仅是个体观点的

表达 。因此本体由一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组

成 ,形式上表现为关于概念的词汇表。

本体结构是按层次方式组织的 ,本体的概念

(类)之间存在同义关系和蕴含关系 。同义关系表

示两个概念(类)语义相同 ,蕴含关系表示两个概

念(类)是继承关系。图 1描述了一个根据林业部

土地分类原则
[ 12]
建立的本体系统的层次结构 。

图 1　系统本体层次模型

Fig .1　Architecture of Ontology

从图 1可以看出 ,本体类之间的关系通过类

的层次结构表示;而类的语义通过该类的属性和

属性值表示 ,这样就把本体类的内涵和类之间的

关系显式和形式化地表达出来 。

构造一个本体 ,意味着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

认知模型映射成计算机能够处理的形式 ,使计算

机掌握了分析 、加工和传递语义信息的能力 。如

果把本体与网格结合起来 ,就可能构造一个基于

语义的空间信息语义网格 ,为实现基于语义的空

间信息系统的集成和互操作开辟新途径 。

2　基于本体的空间信息语义网格

2.1　空间信息语义网格的概念

经过综合分析 ,笔者认为 ,空间信息语义网格

就是在利用现有的空间信息基础设施 、空间信息

网络协议规范的基础上 ,引入描述空间信息语义

的本体系统 ,为用户提供基于语义的一体化空间

信息应用服务的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空间

信息处理是基于语义和分布式协作的 ,用户可以

在空间信息的语义层从单一的逻辑门户透明地对

所有空间信息资源实现基于语义的访问 。空间信

息语义网格追求的最终目标是把 Internet 上的空

间信息服务站点在语义层连接起来 ,实现基于语

义的集成和互操作。

2.2　语义网格的体系结构

为了构造语义网格系统 ,笔者把本体全面引

入网格的体系结构 ,形成了基于本体的空间信息

语义网格体系结构 。语义网格分为三个大的层

次:用户应用层 、网格管理层和网格基础层 ,各个

层次又由更细微的层次构成 ,如图 2所示。

图 2　基于本体的语义网格层次结构

F ig.2　Architecture of Semantic Grid Based on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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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层(fabric)由网络硬件 、GIS 节点 、数据

与本体的中间件 Mediator 、节点本体和节点本

体-通用本体桥组成 。通过上述软硬件设施 ,可以

实现各个节点的物理连接 ,但从逻辑上看 ,这些地

理信息仍然是孤立的 ,未能解决信息共享的问题。

网格管理层包括安全机制 、注册注销机制 、资

源管理和服务调度。主要负责管理各个分布异构

的GIS节点和用户之间的交流 ,为用户提供透明

的基于语义的服务 ,从而对用户的应用形成一个

虚拟的同构环境 。其功能是屏蔽网格基础设施中

空间信息的分布 、异构特性 ,消除语义歧义。

应用层包括用户界面和领域-通用本体转换

桥。其功能是为领域用户提供个性化的界面和由

领域概念到通用概念的转换。

空间信息语义网格与计算网格最大的区别是

对用户的基于语义的透明性 ,信息语义的载体-本

体全面渗透到网格的体系结构中。

2.3　语义网格的特征

与普通的计算网格相比 ,语义网格具有以语

义为中心的特点 ,整个结构和运行机制都以本体

为核心。语义网格的资源管理包括基于语义的资

源注册 、管理和调度 ,其中关键的步骤在于两个本

体转换桥的功能 ,领域(节点)本体-通用本体转换

桥实现领域本体到通用本体的互换 ,转换原则可

用逻辑推理的方式
[ 13]
导出 。通过两次转换后网

格系统屏蔽了各个节点本体的特性 ,对用户呈现

出一个虚拟和单一的语义资源 ,保证了用户对资

源使用的透明性 。具体描述如下。

空间信息语义网格利用 M ediator 部件和本

地本体对具体的 GIS 系统进行语义封装。其中

本地本体是本地 G IS 系统的知识库 ,它描述了本

地(领域)地理信息团体(GIC)对世界的共享观

点 ,而 Mediator则将本体中的概念与底层的 GIS

数据联系起来 ,这样就利用本地本体将 GIS 系统

封装起来 ,对外显示出用本体概念描述的地理世

界。在此基础上 ,空间信息语义网格的资源管理

采用推和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资源管理和调

度[ 14] ,各个 GIS节点自动发布关于本节点空间信

息资源的本体元数据 ,元数据经过本体转换桥转

换为通用本体描述的形式后 ,注册到用通用本体

概念描述的资源元数据库中 ,这个过程是把各个

网格节点本体元数据“推”到通用本体资源元数据

库中 ,而用领域本体描述的各个领域的用户应用。

在经过本体转换桥翻译成用通用本体描述的查询

或对数据的操作后 ,在资源管理元数据库中查询

所有注册的节点元数据 ,寻找满足用户要求的

GIS节点 ,然后对选定的 GIS 节点进行信息的读

取和加工后返回结果 ,这是用户应用对信息进行

“拉”的过程 。通过这种方法 ,任何领域的用户都

可以使用所有在资源信息库中注册的不同节点的

GIS信息。由于信息的注册和读写是基于本体的 ,

所以是在语义层进行的 ,语义信息的载体-本体自

始至终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保证了用户的语义被忠

实地贯彻到每一个环节 ,避免了用户需求的语义失

真 ,实现了基于语义的集成和互操作。

3　实例分析

在土地利用分析中 ,林业部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
[ 15]
把林地分为包括郁闭

度为 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 、灌木林地 、

疏林地 、采伐火烧迹地 、未成林造林地 、苗圃地和

宜林地 。而农业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

法》
[ 16]
把草原分为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 ,其中天

然草原包括草地 、草山和草坡 ,人工草地包括改良

草地和退耕还草地。因为依据的法规不同而导致

两个部门在进行土地利用分类时常常产生分歧 ,

比如对于亚热带丘陵山地 ,林业部门将其划为宜

林地 ,而农业畜牧部门将其划为草山 、草坡。这就

造成同一块土地在不同的部门有语义不同的分

类 ,彼此很难进行集成和互操作。本文为了解决

这一类矛盾 ,消除语义冲突 ,在建立林业本体系统

和农业本体系统的基础上构造一个通用本体系

统 ,从而建立一个基于语义的网格系统 ,使得相关

概念在不同部门本体系统之间可以进行语义转

换 ,从而实现基于语义的集成和互操作 。

本体是一个共享概念化模型的形式化和显式

的说明规范 ,由一组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组成 ,

形式上表现为关于概念的词汇表。本体结构是按

层次方式组织的 ,本体的概念(类)之间存在同义

关系和蕴含关系。同义关系表示两个概念(类)语

义相同 ,蕴含关系表示两个概念(类)是继承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分别建立林业和农业本体系统 ,

林业本体系统包含两层类层次结构。林地类是有

林地 、竹林地 、灌木林地 、疏林地 、迹地 、未成林造林

地 、苗圃地和宜林地类的父类;而农业本体系统中 ,

存在三层类层次结构 ,草原类包括天然草原和人工

草地类。天然草原类是草地 、草山和草坡等类的父

类 ,人工草地类是改良草地和退耕还草地类的父

类。建立通用本体就是求不同本体系统的并集的

过程 ,具体步骤分为两步:①求两个本体系统的

交。与ONION系统不同的是 ,节点交集没有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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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 ,而是通过在两个本体系统之间建立概念之间

的同义或上下义语义关系 ,并且把上述语义关系通

过增加两个本体系统间的边的方式表达出来。②

建立两个本体的交。交集是两个本体系统加上它

们之间的边集 ,运算结果如图3所示。

图 3　通用本体系统

Fig .3　General Ontology System

通过上述操作 ,两个本体系统被集成到一个

统一的系统中 ,整个土地利用类包括林地类和草

原类 。林地类是有林地 、迹地 、未成林造林地 、灌

木林地 、疏林地和苗圃地的父类 ,它们来自林业本

体。草原是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的父类 ,来自农

业本体。除了各自本体系统存在的自上而下的一

对多的关系外 ,统一本体系统还存在横向的联系 ,

如林地与草山草坡是同义关系 ,灌木林地和疏林

地是林间草地的父类 。这些关系(概念节点之间

的边)是林业和农业本体之间的交集。

通过上述分析 ,可以得出两个领域本体各自

与通用本体之间的语义关系:

宜林地=草山草坡

灌木林地∈林间草地

疏林地∈林间草地

在基于本体的空间信息语义网格中 ,该查询

按下列步骤进行 。

1)个性化用户注册。不同领域的用户在统

一的界面中注册 ,应用界面根据注册信息启动相

应领域的本体系统供用户用来表达需求 ,实现个

性化注册 。

2)通过领域-通用本体桥 ,把领域本体表述

的用户需求转换为通用本体语言描述。由于宜林

地本身就是通用本体的概念 ,所以不需要概念转

换 ,用户查询语句形式不变。

3)在网格管理层搜索合适的网格节点。通

过查询资源元信息库各个节点的注册信息 ,寻找

满足用户需求的 GIS 节点。由于林业本体系统

的宜林地和农业本体系统的草山草坡以同义词的

形式注册 ,所以农业和林业节点被选择 。

4)用户需求由统一本体系统转换到选定的

节点本体。目标节点选定后 ,把用户的需求从通

用本体描述的形式转换为目标节点(农业和林业

本体)的本体描述形式。

5)分别在林业和农业 GIS 节点利用 M edia-

tor部件 ,查找与本体概念对应的数据 ,并按用户

的要求对数据加工。

6)结果逐级返回 ,格式转换融合后给用户。

查询过程涉及不同 GIS 节点的数据 ,并且对

用户是透明的 ,用户并不知道数据来自哪一个

GIS节点。对用户而言 ,整个操作是基于语义的 ,

并且与单机版的 GIS 系统查询没有任何区别。

同时 ,上述操作首先进行概念之间的语义转换和匹

配 ,待确定目标概念后才通过概念与具体数据之间

的中间件 Mediator获得具体的GIS数据 ,所以整个

操作是基于语义的 ,实现了不同部门(如农业和林

业部门)之间基于语义的集成和互操作 。

4　结　语

本文结合空间信息的特殊性 ,对网格的语义

集成和互操作进行了一些探讨 ,论证了在空间信

息语义网格中 ,通过领域(节点)本体与通用本体

之间的转换 ,屏蔽空间信息资源的分布特征和异

构特征 ,从而在逻辑上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虚拟的

单一空间信息视图;而基于本体的资源管理调度 、

注册和服务机制 ,使所有的操作都是基于语义的 ,

实现了基于语义的网格计算和广域环境下的空间

信息资源的集成与互操作 。传统互联网实现了计

算机硬件的连通 ,Web 实现了网页的连通 ,网格

试图实现互联网上所有资源的全面连通 ,而空间

信息语义网格则要实现全球空间信息在语义层的

全面连通。随着网格规模的扩张 ,将会遇到如何

解决用不同的自然语言描述的地理实体之间如何

准确地交流的问题 ,即需要解决多语言本体系统

之间的语义转换和匹配问题 ,除了正确地利用不

同语言文字属性表达空间实体的语义外 ,还应考

虑把符号 、图标和图像引入本体的语义表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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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of the semantic grid and advances the semantic grid architecture

of 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s (SGASIS).The g rid architecture has three layers , the fabric layer , the

g rid management layer and the application layer.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grid architecture are

ontologies and the ontology transforms bridge.The transform bridge transforms ontology concept between

local ontology and general ontology so as to encapsulate the local GIS and domain application and ensure

that all operations are based on semantic.One example provide a detailed way on how to design a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on the semantic grid.In conclusion , the semantic grid of 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operability of spatial information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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