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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个面向空间信息集成的 GML模式匹配算法 ,其核心思想是将 GML模式转化成树状结构 , 通

过测度两个树状结构的相似度来判断两个对应模式的匹配程度。在 GML规范基础上 ,给出了 GML模式的匹

配算法和匹配器结构 ,并实现了相关算法 , 进而完成 GML文档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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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L(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
[ 1]
作为一种

可扩展的 、标准化的地理信息编码方式 ,用于表示

地理对象的空间和非空间数据 ,为空间信息的集

成提供了一个公共的地理对象描述标准 ,从而使

得各个独立开发的应用之间的互操作成为可能。

GML 规范允许用户在GML规范的基本GML 模式

基础上 ,定义自己的应用GML 模式 。由于空间信

息数据繁多 ,结构复杂 ,在基于 GML 的空间信息

集成中 ,用户可以在标准模式上进行扩展 ,各种自

定义模式间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此 ,GML 的

模式匹配也就成了基于 GML标准进行空间信息

集成必须解决的难题 。

1　GML模式匹配相关工作

模式匹配[ 2]操作是输入两个模式 ,找出其相

关元素间的匹配关系 ,然后输出两个模式元素间

的映射关系。模式匹配广泛用于面向网络的数据

集成 、电子商务 、数据仓库 、数据库设计以及网站

的建设和管理等方面 ,但其在基于网络的地理信

息集成等领域的研究与应用还较少 。进行空间信

息集成需要把不同用户定义的关于相同的地理实

体和特征的异构模式转换成一致的 、能够同时为

各个不同用户和计算机共同识别的规范模式 ,这

需要用到模式匹配算法对两个输入模式间的相关

联的元素进行识别和匹配 。

1.1　GML模式树

定义 1　一个 GML 模式可以定义为树状结

构 ,记为 GMLTree 。模式中每个元素及该元素中

所包含的其他元素被看成 GMLTree 中的节点 。包

含其他元素的节点是被包含元素的父节点 ,被包

含元素是包含这个元素的元素的子节点。

GMLTree表示为数据对象和数据关系的二元组

GMLTree =(D , R),其中 ,数据对象 D 是具有相

同特性的数据元素的集合;数据关系 R 定义为:

若 D 为空集 ,则称为空树;若 D 仅含一个数据元

素 ,则 R 为空集 ,否则 R={H},其中 H 是如下二

元关系。

1)在 D 中存在惟一的称为根的数据元素

root ,它在关系 H下无前驱;

2)若 D-{root}≠ô ,则存在 D-{root}的一个

划分D1 , D2 , …, Dm(m>0),对任意 j≠k (1≤j , k

≤m)有 Dj∩Dk=ô ,且对任意 i (1≤i≤m),存在

惟一数据元素 xi ∈Di ,有〈root , xi〉∈H;

3)对应于 D -{root}的划分 , H-{〈root , x1〉,

…,〈root , xm〉}有惟一的一个划分(H1 , H2 , …, Hm

(m >0)),对任意 j≠k(1≤j , k ≤m)有 Hj ∩Hk=

ô ,且对任意 i(1≤i≤m), Hi是Di上的二元关系 ,

(Di ,{Hi})是一棵符合本定义的树 ,称为根 root的

子树 。

在一个 GML 模式中 ,通常包括“包含”和“被

包含”两种关系 。如图 1所示 , “Map”元素类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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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Type” ,为一个复杂类型 ,其子元素中包含有

“Layer”元素 ,称为“Map”元素包含“Layer”元素 ,反

之 ,称“Layer” 元素被包含于“Map”元素中。

图 1　GML模式样例

Fig.1　GML Schema Sample

1.2　模式匹配相关工作及技术

模式匹配用匹配算法构造相应的匹配器 ,找

出模式元素间的映射关系 。匹配器
[ 3]
可以是单个

匹配器 ,即基于一个单独的匹配规则计算出最终

的匹配映射关系;也可以是单个匹配器的混合 ,即

在一个杂交的匹配器中运用多种匹配规则进行匹

配 ,或是应用复合的匹配器对不同匹配器计算出

的多种匹配结果进行合并 。单匹配器可以是基于

模式或基于实例的。基于模式的匹配器仅考虑模

式信息本身 ,如名称 、描述 、关系 、限制条件等;基

于实例的匹配器用到从实例数据中获取的元数据

和统计数据对模式进行注解 ,或使用机器学习等

方法直接寻找模式的相关元素 。单匹配器也可按

照元素粒度或结构粒度进行划分。匹配器可用基

于语言的方法 ,如给出元素名称和上下文描述;或

基于约束条件的方法 ,如关系和关键字等。

匹配结果可将一个模式中的一个或多个元素

和另一个模式中的一个或多个元素相联系 ,即匹

配基数可有 1∶1 、1∶n 、n∶1 和 n∶m 四种情况。

另外 ,每一个匹配映射中的元素可和两个模式中

的一个或多个元素间存在内在联系 ,在基于实例

的匹配中可能存在着不同匹配基数 。构建匹配器

时 ,往往不只用到输入的两个模式 ,同时还用到辅

助信息 ,如数据字典 、知识库和两个输入模式间的

匹配或不匹配的信息等 ,重用以前的匹配信息也

可以有所帮助 。

关于模式匹配的研究可参见文献[ 2 ～ 7] ,其

中给出了一些实验性的匹配器 ,如 Cupid 、SemInt 、

TranScm、Skat 、Dike 和 LSD 等。这些研究主要是

在数据库 、电子商务 、数据仓库 、基于网络的数据

集成等领域 ,面向空间信息集成的 GML模式匹配

方面还少有报道。

2　GML模式匹配算法

2.1　GML模式匹配过程

模式匹配过程如图 2所示。首先 ,构建相应

的匹配器(或匹配算法),然后输入需要进行匹配

的两个GML模式 ,同时抽取两个模式中的相关信

息放入数据库中 ,通过匹配算法将两个输入模式

进行匹配。在进行匹配时 ,需要数据库中的相关

信息来确定元素间的匹配度 ,最后输出一个描述

两个输入模式中的相关元素间关系的映射表 ,同

时生成一个集成的GML模式。

图 2　GML模式匹配过程

Fig.2　GML Schema Matching Procedure

数据库中的信息可以包括存放普通知识的一般

性数据库 、包含特殊领域信息的数据字典 ,以及包含

各种知识概念的知识库和辅助信息等 ,用于计算和

查询两模式各元素间的语义相似度 ,以确定匹配元

素。辅助信息包括各种约束信息 ,如关键字、取值范

围等 ,还可以是各种自然语言的描述信息 ,用以确定

两个输入模式间各相关元素的匹配程度(相似度)。

有一些匹配辅助信息可以直接从输入模式中得到。

在本文的 GML 模式匹配过程中 ,数据库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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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领域信息主要来自于 GML2.0中定义的模

式和命名空间[ 8] 。知识库中包含有关地理实体的

各种空间信息定义以及非空间属性的概念 ,辅助信

息可以对数据字典和知识库中所包含的知识进行

补充 ,也可用来对匹配结果加以限制 。通过数据库

和匹配算法 ,可自动将两个结构和语义上存在的异

构模式进行匹配 ,得到一个描述两模式间相关元素

的映射关系 ,并构建一个集成的GML模式。

2.2　相似度

在进行模式匹配时 ,通过比较两个输入模式

相关元素的相似性 ,找出其中相互匹配的元素 ,推

导出这些元素间的映射关系。为了衡量相关元素

的相似性 ,用一个相似度系数即相似度描述两个

输入模式间各相关元素的匹配程度 。相似度系数

用小数来表示 ,取值范围是[ 0 , 1] , 0表示两个元

素完全不匹配 , 1表示完全匹配。相似度需要通

过语义和结构两种匹配来确定 。

定义2　语义相似度是语义匹配所得到的相似系

数 ,描述两个模式中语义匹配程度 ,取值范围是[ 0 ,1] ,用

L 表示。语义匹配是从元素的名称 、数据类型和命名空

间方面来进行匹配的 ,包括对这些元素属性的分类和将

两个模式中的相关元素进行比较。

语义匹配主要包括同义词 、近义词匹配 ,缩

写 、简写匹配 ,数据类型匹配和命名空间匹配 4个

方面。同义词 、近义词匹配比较两个元素名称上

的同义和近义关系 ,相似度用 xsyn表示;缩写和简

写匹配也是从元素名称角度进行匹配 ,相似度用

y bre表示;数据类型匹配是对两个元素的数据类型

进行比较 ,相似度用 z typ表示;命名空间匹配是从

元素所取自的命名空间上对元素进行匹配 ,相似

度用 fnsp表示。计算出语义4个方面的相似度后 ,

用求几何平均数法将它们合成为一个确定值 ,即

元素的语义相似度 L :

L =
4

x syn ×ybre ×z ty p ×f nsp (1)

　　定义 3　结构相似度是结构匹配所获取的相

似度系数 ,基于模式中元素的上下文以及它的父

子节点对两个模式元素进行匹配 ,确定结构相似

度。结构相似度取值范围为[ 0 ,1] ,用 T 表示。

结构匹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进行匹配的过

程中 ,一个模式中的某一元素的父子节点和另一个

模式中的某特定元素的父子节点的结构相似度可

能会发生变化 ,则这两个元素的结构相似度也会发

生相应的变化。在匹配中 ,单独用到了一个结构匹

配算法来计算相关元素间的结构相似度。

确定了语义相似度和结构相似度后 ,对其进

行加权求和来取得两模式中相关元素间最终的相

似度值 vsim ,权值用 W 表示 。则有:

v sim =W ·L +(1 -W)· T (2)

　　匹配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在进行匹配

时更注重哪一方面的相似性 。权值 W 是匹配者

根据自己需要定义的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2.3　匹配算法

2.3.1　GML模式转换树算法

如前面所述 , GML 模式中有“包含”和“被包

含”关系 ,而一般地这两种关系容易对结构相似度

的计算造成歧义。因为在计算元素的结构相似度

时 ,不仅要考虑元素本身 ,还需要根据元素的上下

文 ,即元素所处的层次结构进行计算 ,而包含和被

包含关系所隐含的层次关系不易直接被识别 ,由

此可能产生歧义。故需要把包括这两种关系的结

构转化为一个清晰无歧义的结构 ,即一个树状结

构。笔者用一个 GML 模式转换树算法实现这种

转化 ,算法程序如下 。
tree=buildtree(schema.root , null)

buildtree(schema.element e , treenode t) 创立 GML树

{　　int s[ 1..n] , p=1; 建立栈 ,设置栈顶

t=schema.root; 传入 schema的根节点

s[ p] =t; 根节点进栈

while(e<>null or p >0) 传入的 schema 节点不

为空或栈不为空

{if e=null then

　　{　p=p-1;t=s[ p] ;

e=schema element corresponding to t;

　　} 若传入节点为空 ,则退栈

else{对于元素 e 中的每个有包含或被包含关系的

子元素(空元素可作为子元素);

e=对于元素 e 中的有包含或被包含关系的

这个子元素;

if(e<>null)then  否则 , 生成树节点

{　　t=s[ p] ;  弹出栈顶元素

new_t=new schema tree node corresponding

to e;  生成新的树节点

set new_t as a child of t  把新生成的

树节点作为弹出的节点的子节点

t=new_t;

p=p+1;

s[ p] =t;  新生成的节点进栈

}

　}

}

return t  返回新生成的树的根节点

}  算法结束

2.3.2　GML模式匹配算法

171　第 2期 关佶红等:GML模式匹配算法



GML模式匹配算法是把两个已转换成树状结构

的GML模式进行匹配 ,主要考虑从结构上进行匹

配 ,并遵循以下原则:对于两棵树中的叶节点 ,如果

数据类型或语义上高度相似 ,则认为它们在结构上

相似;如果叶节点的兄弟节点或父节点相似 ,也可认

为叶节点相似;两个非叶节点如果在语义上相似或

其子树相似 ,则认为这两个非叶节点相似;如果两个

非叶节点的叶节点高度相似而其直接的节点不相

似 ,仍可认为这两个非叶节点在结构上是相似的。

对于在GML规范定义的三个基本模式中的部分基

本类型 ,可直接进行匹配。该算法的描述如下。
matching(schema1 s1 , schema2 s2)

search 基本类型 , 将其下面的节点略去 ,直接看成叶节点

for each e1为 s1的叶子 , e2 为 s2 的叶子

设置叶节点的结构相似度

逆序遍历 s1′=逆序(s1), s2′=逆序(s2)

对于 s1′中的每个元素 e1 有

对于 s2′中的每个元素 e2

　　计算 e1、e2 的结构相似度

　　按公式加权计算出它们的相似度

　　相似度大于阈值就可进行匹配

　　生成匹配映射关系 mapping

返回 mapping

算法结束

上述算法中 ,算法输入为两个树状结构的

GML模式 ,输出一个关于两模式间相关元素的映

射关系mapping 。其中 , s1 和 s2 分别表示模式 1

和模式 2 , e1 和 e2 为模式 1和模式 2中的元素 ,

s1′和 s2′是分别对 s1 和 s2进行逆序遍历得到的结

果。为了确定两个模式中的元素是否匹配 ,设定

一个阈值 ,只有两个相关元素的相似度值高于这

一阈值 ,才进行匹配 。

在算法中 ,两个叶节点的结构相似度初始值为

它们语义相似度的值。在进行匹配时 ,对树的遍历

是采用后序遍历方法 ,同时对每棵 schema树中元素

与另一棵树中元素的相似度只确定一次 ,而不用双

向的确定方法。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在匹配过程中产

生 m∶n 的匹配关系。当被比较的节点不是叶节点

时 ,通过比较两个节点的子节点相似度来确定这两

个被比较节点的相似度 ,即用其所有的子节点的相

似度除以所有的子节点数。令 subnodes(e1)和

subnodes(e2)分别为以 e1和 e2为根节点的子树上的

节点的集合 , sim(x , y)为其中一个模式中的节点 x

与另一模式中节点 y 的相似度 ,则有:

sim(e1 , e2)= sim(x , y)({〈x , y〉|x ∈ subnodes(e1)∧  y ∈ subnodes(e2)})+

sim(y , x)({〈y , x〉|y ∈ subnodes(e2)∧  x ∈ subnodes(e1)}) subnodes(e1)∪ subnodes(e2)

(3)

　　对两个GML 模式进行匹配的输出结果是一系

列元素间的映射关系。一个映射关系包含一系列映

射元素 ,每一个元素描述了 schema1中的某个特定元

素和 schema2中的某个元素的联系。在简单实例中 ,

可能只需要叶子层次的映射关系元素 ,即 schema1的

叶节点和 schema2的叶节点之间的匹配。这种映射

关系的匹配基数可能是1∶1 ,也可能是 1∶n 。如果要

产生非叶节点层次的映射关系 ,需要对两个模式进

行二次遍历 ,因为经过叶节点的匹配后 ,非叶节点的

结构相似度可能发生变化。

2.3.3　集成GML模式生成算法

两个GML模式进行匹配后 ,运用匹配算法生

成的映射(mapping)可生成集成的 GML 模式 ,称为

集成 GML 模式生成算法。算法输入是模式匹配

算法中生成的 mapping ,根据映射关系 ,算法自动

生成包含GML 树的叶节点层次 ,并在 mapping 中

存在映射关系的元素 。这些生成的元素被包含在

一个用户自定义的新 GML 模式中 ,作为算法的输

出。算法描述如下。
Creation(mapping)

　扫描输入的mapping ,找出叶节点层次的映射关系;

询问用户生成的集成 GML 文档的名称 , 把值赋给变量

name;

生成新的集成 GML 模式 , 名称为 name 的值 , 元素为

mapping 中叶节点层次的匹配元素;

输出集成GML模式;

算法结束。

由于各个系统对生成的集成 GML 模式可能

会有不同需求 ,故本文中仅讨论生成底层元素层

次的集成 ,而将 GML 模式上层结构的定义留到具

体的系统中去做。

3　模式匹配实例

笔者用一个GML模式匹配实例来说明匹配算

法的操作过程。两个输入的 GML 模式分别是

schema1和 schema2 ,都是对同一地理实体定义的模

式 ,但在结构和语义上存在着异构。首先 ,用 GML

模式转换树算法对两个 GML模式进行转换 ,其中 ,

GML模式文档中的实例元素在转换过程中都被略

去 ,仅对其中的类型及其子类进行了转换。其中的

“包含”和“被包含”关系被转换成为树中父子节点

的继承关系。然后 ,再用GML 模式匹配算法对其

进行自底向上的匹配 ,先计算出两个模式元素间的

172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04 年



语义相似度 ,然后再对其进行结构匹配。如图 3所

示 , schema1 和 schema2中的 linestring 类型还包括

cord子节点 ,但由于是一种基本几何类型 ,故可将

其作为叶节点来看待 ,算法从左至右设置两个树中

叶节点的结构相似度。此时由于尚未进行匹配 ,叶

节点的相似度只能从数据类型和名称等语义上的

因素进行考虑 。逆序遍历两棵树生成相对应的 s1′

和 s2′,再通过两个循环分别算出 s1′和 s2′中的元素

间 的 相 似 度 , 将 相 似 度 高 于 规

定阈值的元素进行匹配。在进行结构匹配的过程

中 ,有的非叶节点可能在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 ,如

图中 schema1的元素 Geometryproperty 和 schema2中

的元素Geo 。虽然它们的子结构有差异 ,但其叶节

点相同 ,都是 linestring ,故它们仍然属于匹配的关

系。匹配完成后 ,输出一个表示两模式中相关元素

间匹配关系的映射 ,这个映射包含所有关于两个模

式元素间的匹配的描述。如 schema1和 schema2的

映射关系 M 中一定包含某一个映射元素 m ,可以

描述 schema1中的 area 和 schema2中的 name 间的

联系。

图 3　GML模式匹配后的映射关系图

Fig.3　Mapping Relations of GML Schemas Matching

　　运用生成的 mapping , 通过集成 GML 模式

生成算法生成一个新的GML模式 ,如图4所示 。

图 4　集成 GML模式样例

Fig.4　Integrated GML Schema Sample

生成的集成 GML 模式包括匹配中生成的 mapping

中的两个模式的叶节点层次的匹配元素 ,其名称

以元素在第一个输入的 GML模式中的名称为准

则。在具体应用中 ,用户可以自己为集成的GML

模式中的元素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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