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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空间信息的特点，从定义的空间语义角色入手，通过语义角色标注、短语识别以及概念模式匹配

等手段，具体分析了自然语言中的空间实体、实体间空间关系以及空间过程的表达与提取方法。

关键词：空间语义角色；ＧＩＳ；信息提取（ＩＥ）；自然语言处理（ＮＬ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目前，空间概念提取主要集中在空间命名实

体和空间短语识别上，如在网页空间知识提取中

通过识别地理实体、区域编码、邮政编码等命名实

体来分析网页的空间相关性［１］，在空间信息提取

中利用地名词典提取命名实体以及由介词等构成

的空间短语［２］；在信息提取（ＩＥ）领域，许多事件模

板中均定义了Ｌｏｃ这一空间短语项。这些空间

概念的提取一般具有较高的识别率，但没有体现

实体间的空间关系及空间过程，因此，所反映的空

间概念不够完整。在一些特定的应用领域，如人

机对话、事故场景动画生成等领域中［３］，虽然涉及

实体间的空间关系和过程，但针对性强，限制条件

多，缺乏普遍性。对于自然语言中完整空间概念

的提取方法缺乏系统性研究。

概念提取通常涉及语义分析，而语义分析又

与语义角色密切相关。语义角色是与谓词相关的

变元类型。在自然语言处理中常见的语义角色有

施事、受事、与事、工具、结果、处所等，但这些角色

并不能完全表达复杂的空间概念，例如，现阶段常

用的两种语义标注系统。因此，本文根据空间信

息的特点，定义了适合于空间概念提取的空间语

义角色，并通过对这些语义角色的标注、短语识别

以及模式匹配来提取复杂的空间概念。

１　空间概念表达

在ＧＩＳ中，地理空间的描述常围绕着空间实

体、实体间的空间关系及时空过程３方面进行。

为了从自然文本中识别出这些空间概念，本文定

义了相应的空间语义角色———实体（Ｅｎ）、属性

（Ａｒ）、路径（Ｐａｔｈ）、运动（Ｍｏｔｉｏｎ）、时间（Ｔｉｍｅ）、

拓扑关系（ＳＲＴ）、方向关系（ＳＲＤ）、度量关系

（ＳＲＭ）。这些语义角色相组合，便可构造出三类

空间概念的结构单元。以下分别对其形式化表达

方式进行定义。

１）空间实体

（Ｅｎ：（Ｎａｍｅ：ｖａｌｕｅ）（Ａ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ｉｓｔ）））

其中，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ｉｓｔ是句中描述实体的属性列表。

２）空间关系

ＳＲＴ／ＳＲＤ／ＳＲＭ：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Ｅｎ１，Ｅｎ２，…）

其中，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是空间谓词，此处指空间关系谓

词。

３）空间过程

（ＳＰｒ：（ＡＧＥＮＴ：Ｅｎ）（ＯＢＪＥＣＴ：Ｅｎ）（Ｔｉｍｅ：

ｖａｌｕｅ）（Ｐａｔｈ：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ｏ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其中，ＡＧＥＮＴ为过程的主体，ＯＢＪＥＣＴ为受体，

两者取值均为空间实体Ｅｎ。Ｐａｔｈ与 Ｍｏｔｉｏｎ的

取值用谓词表示。

２　提取方法

２．１　基本流程

将空间概念提取看成是一个原子空间语义角

色标注、短语识别、句法模式匹配的三级信息提取

与过滤过程。图１是系统的流程框图。

其提取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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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空间概念提取流程框图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１）分析有关文集，构建空间语义词典，搜集

规则库、模式库。

２）利用空间语义词典，采用正向最大匹配法

识别出文本中的空间语义角色，并进行标注。不

含标注的语句被过滤掉。

３）对语句中非标注片段进行分词处理，并进

行词性标注。

４）利用分层有限状态自动机进行短语分析，

识别出空间语义角色短语。

５）构造空间概念表达模式的识别文法，采用

句法分析器进行模式识别。

６）根据句法模式分析空间语义，并提取相应

的空间概念。

２．２　空间语义词典

在自然语言中，空间概念涉及的实体、关系、

过程是通过词、短语、句法表达出来的，所以识别

过程需要参照相应的词典和语法规则。词典通常

包含词性和词义两项内容，为了提取复杂的空间

语义，本文根据上文定义的空间语义角色对词义

进行扩展，并构建了相应的空间语义词典。同时，

对构成空间语义角色的短语规则和句法模式也进

行了归纳，并存储于库中。以下对词典中各语义

项分别进行描述。

１）ＳＥ：描述空间实体角色，包含Ｅｃ（实体类）

和Ｅｎ（实体个体）两种类型。如“街道”为Ｅｃ，而

“王府井大街”则为Ｅｎ。实体主要来源于ＧＩＳ属

性库。

２）ＳＲ：描述空间关系角色，含ＳＲＴ、ＳＲＤ、

ＳＲＭ三类角色。

其中拓扑关系角色的内容参照了 Ｋａｏｒｕ和

Ｆｅｍｋｅ（２００４）根据九交模型得出的８种地理本体

拓扑关系———相等（ｅｑｕａｌｓ）、相离（ｄｉｓｊｏｉｎｔ）、相

交（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ｓ）、相接（ｔｏｕｃｈｅｓ）、穿越（ｃｒｏｓｓｅｓ）、

内部（ｗｉｔｈｉｎ）、包含（ｃｏｎｔａｉｎｓ）、重叠（ｏｖｅｒｌａｐｓ）。

方向关系角色的内容参照八方向关系系统

（东（ｉｓＥａｓｔＯｆ）、南（ｉｓＳｏｕｔｈＯｆ）、西（ｉｓＷｅｓｔＯｆ）、北

（ｉｓＮｏｒｔｈＯｆ）、东南（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Ｏｆ）、东北（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Ｏｆ）、西南（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西北（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以及相对方向关系（前（ｉｓＢｅｆｏｒｅＯｆ）、后（ｉｓＢｅ

ｈｉｎｄＯｆ）、左 （ｉｓＬｅｆｔＯｆ）、右 （ｉｓＲｉｇｈｔＯｆ）、上

（ｉｓＵｐＯｆ）、下（ｉｓＤｏｗｎＯｆ））等。

度量关系含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分别用

ｗｉｔｈｉ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和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Ｏｆ表示。

３）ＳＰ：指空间过程角色，含Ｐａｔｈ和 Ｍｏｔｉｏｎ

两种类型。路径角色Ｐａｔｈ定义了５种谓词———

从（Ｆｒｏｍ）、到（Ｔｏ）、经由（Ｖｉａ）、朝（Ｔｏｗａｒｄ）、沿

（Ａｌｏｎｇ）；运动角色 Ｍｏｔｉｏｎ定义了走（Ｗａｌｋ）、跑

（Ｒｕｎ）、去（Ｇｏ）、来（Ｃｏｍｅ）、离开（Ｌｅｆｔ）、移动

（Ｍｏｖｅ）等谓词。

４）ＡＲ：指属性角色。该语义项有很多类型，

可根据具体的应用而确定。一般参考 ＧＩＳ属性

库中字段的设置。本文选择了形状（Ｓｈａｐｅ）和颜

色（Ｃｏｌｏｒ）两种属性，属性值用关键字或代码表

示。

５）ＬＡ：指单词的词性，与通常词典的内容相

同。词性标注选用北大语言所制定的现代汉语语

料库加工规范。

以上语义项中前四项均涉及空间语义角色，

每种角色均对应着许多实例。在词典构建时需收

集大量用于表达这些语义角色的汉语词汇，包括

对应的同义词、近义词等。第５项ＬＡ用于模式

分析。

２．３　标　注

由于汉语词间没有分隔，信息提取前通常应

先进行分词处理和词性标注。分词的方法有很多

种，如基于词典的分词、基于语料库的分词以及两

者相结合的方法等。由于空间概念提取只涉及具

体领域，文中有大量与空间概念无关的语句，这些

语句无需进行分词与标注处理，所以本文采用先

进行过滤、语义角色标注，后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

的处理模式。具体做法是利用空间语义词典采用

正向最大匹配法进行空间语义角色的识别，含语

义角色的语句被存入缓存并标注相应的语义角

色，否则被丢弃；然后依次取出缓存中的语句，对

其中未标注部分采用基于语料库的隐马尔可夫模

型（ＨＭＭ）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其具体算法参

见文献［６］。这种处理模式针对性强，不仅减少了

无效语句的处理量，而且能克服因分词结果不正

确而丢弃的有效语句，同时也避免了在分词基础

上进行语义角色分析时出现的词语不一致的问

１０１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题。

２．４　短语分析

经标注后的语句虽然识别出空间语义角色，

但这些语义角色只是原子级片段，孤立地分布于

语句中。如果直接以这些片段为基础提取空间概

念，则会因为自然语言的复杂性而使分析难以进

行。所以应在相邻片段间建立联系，形成语义角

色短语。

Ｓａｍｅｅｒ（２００４）将语义角色短语分析看成是

一种多分类问题，并利用支持向量机（ＳＶＭ）进行

分类识别，在试验中取得了现今所有分析方法中

最好的结果［７］。但它是通过训练ＰｒｏｐＢａｎｋ语义

标注库实现的，由于目前还没有类似的汉语库，该

方法对汉语还无能为力。所以本文仍采用常用的

基于分层有限状态自动机的浅层分析技术进行空

间语义角色的短语分析。有限状态自动机是具有

离散输入与输出系统的一种数学模型［８］，利用状

态转换图能构造出高效的短语结构分析程序。分

层有限状态自动机通过将第狀－１层自动机的输

出变为第狀层自动机的输入，使短语结构逐层得

到识别。

本文采用两层有限状态自动机识别空间语义

角色短语。这些短语包括空间实体短语（ＥＮ

ＴＲＹ＿Ｐ）、拓扑关系短语（ＳＲＴ＿Ｐ）、方向关系短语

（ＳＲＤ＿Ｐ）、路径短语（ＰＡＴＨ＿Ｐ）、数量短语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时间短语（ＴＩＭＥ＿Ｐ）。短语的构

成规则由标注的词性和空间语义角色确定。由于

有限状态自动机和正则表达式是等价的，并且可

以互相转换，以下用正则表达式表示识别部分短

语的有限状态自动机。

１：ＥＮＴＲＹ＿犘→ （ＡＲ狌？） Ｅｎ＋ （犮Ｅｎ）

ＴＩＭＥ＿犘→狆？狋＋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犿狇

２：ＳＲＴ＿犘→（狆？ＥＮＴＲＹ＿犘？狌？ＳＲＴ＋（犮ＳＲＴ））

｜（狆ＥＮＴＲＹ＿犘）

ＳＲＤ＿犘→狆？ＥＮＴＲＹ＿犘？狌？ＳＲＤ＋（犮ＳＲＤ）

ＰＡＴＨ＿犘→ＰａｔｈＥＮＴＲＹ＿犘狌？（ＳＲＴ）｜（ＳＲＤ）

式中，数字表示自动机的层号；“→”右边的表达式

描述了左部短语的构成模式；小写字母狆、犿、狇、犮、

狋为词性，分别代表介词、数词、量词、连词、时间

词；“”表示前面的表达式可出现零次或多次；

“＋”表示出现一次或多次；“｜”表示逻辑或；“？”

表示出现零次或一次。

２．５　识别文法

语义角色短语的识别使句中空间概念的粒度

从词级别上升到短语级别，但仍然停留在局部语

义片段的处理上，要得到完整的空间概念还需在

更高层次上进行分析。由于完全句法分析与篇章

分析至今仍很困难，且大多效率不高，本文尝试用

句法模式进行识别。这种句法模式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句法分析树，它是汉语表达空间概念时空间

语义角色与语言成分间（如词性）的组合模式，相

当于空间概念表达模板，它由语义角色短语、词

性、关键字组合而成。本文将其分为静态和动态

两种类型，前者概括了汉语表达静态空间概念的

语言模式，后者表述了动态空间概念的表达模式。

只要归纳出这些模式，就可通过构造相应的句法

分析程序，达到在语句层次上识别空间概念的目

的。

２．６　概念提取

利用Ｂｉｓｏｎ分析器处理上述句法分析程序便

可对空间概念进行模式匹配。选用Ｂｉｓｏｎ分析器

主要出于性能上的考虑。因为汉语表达空间概念

的模式有很多种，如果采用常规的匹配方法（如

ＫＭＰ，ＢＭ），则需为每个模式狀构造一个有限状

态自动机，然后逐个地匹配原文犿，其最优的线性

复杂度为犗（犿＋狀）；而Ｂｉｓｏｎ是一种ＬＡＬＲ（１）

句法分析器，只要能构造出无冲突的分析程序，则

无论有多少模式，其线性复杂度都是犗（犿）。

由于每种模式中空间语义角色与语言成分的

构成方式都是确定的，在根据上述文法构造Ｂｉ

ｓｏｎ分析程序时，每种模式均可返回相应的空间

概念。这样，一旦某语句被成功匹配，则其中的空

间概念即可被方便地提取出来。这些概念按照

§２中定义的表达形式分别存储于库中，供其他

系统分析使用。

３　试验结果与讨论

本文选用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文本（网页）对

上述提取方法进行了测试。测试样本３０篇，其中

５篇为非结构化文本，来源于军事文书，因为此类

型文书中含丰富的空间概念；另外２５篇为网页，

获取方法是随机抽取２５个地名，分别用搜索引擎

进行搜索，取排位为１的网页源文件作为样本。

评估对象为三类空间概念，即空间实体、空间关

系、空间过程。评价指标为信息提取中常用的准

确率和召回率两指标。前者是正确提取的结果数

与所有结果数量的百分比；后者是正确提取的结

果数与所有正确结果数量的百分比。

试验方法是先将这些样本进行预处理，去除

网页中的标记符后取出正文部分；然后先以人工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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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将其中的空间概念提取出来，分别统计空

间实体、空间关系、空间过程的出现次数；再将经

预处理后的样本以文件的形式输入到系统中，并

输出系统提取所有空间概念，与人工提取的结果

相比较便可得到正确提取的结果数。利用上述计

算方法即可得到系统的准确率与召回率。

经测试，本方法提取的空间实体准确率为

８７％，召回率为９１％，二元关系准确率为８６％，

召回率为５８％。与通常的信息提取系统性能（二

元关系准确率和召回率约６０～７０％）相比，该方

法提取的实体识别性能相当，只要词典库能得到

更新，两指标均有提高的空间。二元关系中准确

率有所提高，召回率不足。这主要是因为采用了

原子空间语义角色标注、短语识别、模式匹配三层

过滤机制所致。受人工归纳的空间概念表达模式

的影响，目前召回率还有待提高，这主要是因为表

达模式在短期内很难达到完备性，需在试验中不

断地进行修正和补充。

致谢：感谢刘冬林老师在系统开发中给予的

帮助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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