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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体协同的空间信息互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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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标准空间信息本体和混合结构语义本体协同的地理信息系统互操作，通过本体的协同实

现基于标准空间本体的异构空间信息互通和基于异构语义本体分级匹配的空间信息重分类及语义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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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地理信息领域的问题，通常涉及到

各种领域的不同信息。在处理具体问题之前，需

要大量的空间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又不在同一

数据库中，并且由不同的ＧＩＳ系统管理，因此，如

何有效地解决互操作问题显得尤为关键。目前，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多种，如建立统一的标准，

实现基于标准格式的异构空间数据集成［１］，通过

建立公共词汇表以解决语义异构系统的互操作问

题［２］。但这些往往只能解决单一形式异构的互操

作问题，而现实的情况是异构ＧＩＳ往往采用不同

的空间数据格式、空间数据存储结构、分类法和术

语定义，从而导致系统间同时存在语法、结构、语

义形式的异构［３］。鉴于此，笔者提出了基于标准

化的空间本体和混合结构的语义本体协同合作，

用以解决同时存在上述三种形式异构的空间信息

互操作。

１　本体协同的空间信息互操作框架

基于本体协同的空间信息互操作涉及到异构

空间信息的互通和空间信息基于语义信息的分

类，这两个过程通过标准空间信息本体和混合结

构语义本体的协作实现。基于本体协同的异构空

间信息互操作基本框架如图１所示。图１中的

ＧＩＳ＿狀代表存在语法、结构及语义异构的ＧＩＳ系

统，通过建立标准化的空间本体解决存在语法和

结构异构的空间信息互通问题，基于标准空间本

体实现对异构系统空间信息的抽取。由于该空间

图１　基于本体协同的异构空间信息互操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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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是依照标准建立的，所以无需为每个系统建

立空间本体。标准空间本体不但包含了空间位置

信息，而且还对空间拓扑关系进行了描述。

每个ＧＩＳ系统资源语义都由各自的本地语

义本体描述，为了使各个本地语义本体之间有可

比性，需建立一个全局的公共语义本体。公共语

义本体作为各本地语义本体共享的本体，是领域

知识语义的公共认识，这种公共认识通过公共语

义本体与本地语义本体的基于属性的关联而建

立。公共语义本体的概念集包括领域的基本术

语，为了建立资源本体的复杂术语，原始概念可用

描述逻辑运算符合并而形成复杂术语［５］。公共语

义本体使得各个本地语义本体间能够比较、匹配，

是异构系统语义互操作的基础。本体的协同在该

框架上进行，主要体现在语义本体和标准空间本

体的协同合作、语义互操作和空间信息互通等的

相互支持，共同完成空间信息的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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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本体的构建

２．１　标准空间信息本体构建

借助ｐｒｏｔéｇé本体构建工具，依据 Ｕｓｃｈｏｌｄ

的本体建立模式［５～８］，分以下４个步骤构建标准

空间信息本体。

１）标 准 空 间 领 域 知 识 范 围 界 定，采 用

ＩＳＯ１９１０７的空间模式标准作为建立标准空间信

息本体的依据。

２）建立本体，通过以下３个子步骤实现：

① 空间信息本体获取。包括确定空间信息关键

概念和概念关联，指定标志这些概念的关联和术

语。这一步中考虑到本体的通用性，所有的术语、

概念及关联均采用ＩＳＯ１９１０７标准模式中的术语

定义。② 本体编码。用一种形式化的语言表示

上述概念和关联，依据标准的空间模式在ｐｒｏｔéｇé

工具中建立起空间本体的层次结构及关联关系以

后，上述内容均存在于生成的 ＯＷＬ 文件中。

③ 本体集成。集成已经获取的概念或关联的定

义，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笔者采用空间几何本

体与拓扑本体同工程、本体定义与本体实例同文

件的方法集成本体。

３）对所建立的本体进行评价，并要求符合

ＩＳＯ１９１０７空间模式的定义。

４）形成文档。在ｐｒｏｔéｇé工具中建立本体

后，即生成了用ＯＷＬ语言描述的文档。

基于标准的空间几何本体层次结构如图２所

示。这个本体是轻量级的空间信息本体，与

ｐｒｏｔéｇé工程组建立的地理信息本体库相比，该本

体按照构建本体的最小本体承诺原则，暂不考虑

与标准时间模式等其他标准模式间的关联。

图２　基于标准的空间几何本体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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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异构地理信息语义本体构建

由于行业的不同，建立的ＧＩＳ系统所专注的

领域也就相应不同，系统所采用的分类方法各异，

从而导致地理信息系统间的语义冲突或语义异

构。表１为两个异构系统的分类体系。

表１　两个异构系统的分类体系

Ｔａｂ．１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ｓ

系统犃 系统犅

１ 居住区 １ 居民地

１ 工业区 ２ 水田

３ 特殊功能区 ３ 旱地

４ 矿区 ４ 密林地

５ 机场 ５ 疏林地

６ 港口 ６ 灌木林

７ 码头 ７ 开阔地

８ 铁路 ８ 密草地

９ 荒野 ９ 稀草地

１０ 湿地 １０ 河流

１１ 森林 １１ 水库

１２ 耕地 １２ 池塘

１３ 荒地 １３ 滩涂

１４ 未分类

１５ 海洋

１６ 湖泊

１７ 河流

１８ 沙洲

　　表１中，系统犃的分类体系主要是针对土地

的利用类型而划分用来管理人类活动及其对土地

利用的影响，系统犅分类体系的目的主要是对农

业用地进行分类。通过分析发现，虽然两个分类

系统的概念及其所含内容各不相同，但主要涉及

的是土地利用相关信息，所以可从这两个分类系

统中抽取出既能反映共同信息又能以此来分类的

基本属性，包括面积、建筑物、利用状况、天然植

被、人工种植物或作物等５个基本属性，这两个分

类系统都可以根据这５个属性分类出植被信息和

基本的土地利用信息。

为了实现两个系统的语义互操作，需分别建

立两个异构系统的本地语义本体和公共语义本

体。公共语义本体包含了到本地语义本体的基于

属性的关联，这些属性的关联可以通过建立公共

语义本体与本地语义本体的映射得到，从而通过

对公共语义本体的推理可得出异构语义本体间的

关联。建立的混合结构语义本体如图３所示。

３　本体协同实现犌犐犛互操作

３．１　异构地理信息语义分级及匹配

公理１　如果实体犡犾 在概念犆 的属性集合

｛狆１，…，狆犿｝上均有合法的值，则犡犾 属于犆，｛狆１，

…，狆犿｝称为犡犾 属于犆 的充分性条件，记作犛≡

狆
犡
１∧…∧狆

犡
犿犆（犡犾）。

公理２　如果一个实例犡犾属于概念犆，则犡犾

在概念犆的属性集合｛狆１，…，狆狀｝上均有确定的

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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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混合结构异构语义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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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属性集合｛狆１，…，狆狀｝称为犡犾 属于犆 的必要

条件，记作犖≡犆（犡犾）狆
犡
１∧…∧狆

犡
狀。

定理１　由公理２，概念犆犛 的一个实体犡犾在

属性集｛狆１，…，狆犿｝上均有确定的值。如果属性

｛狆１，…，狆犿｝同时是犡犾 属于概念犆狋 充分且必要

条件，则有犆犛≡犆狋，两个概念是同义关系
［９］。

根据以上公理和定理，可将异构语义信息分为

４级：满足定理１的信息本体为一级，满足公理１为

二级，满足公理２为三级，不满足公理２为四级。

在进行异构地理信息语义匹配时，满足第一

级的语义异构信息本体，可根据定理１直接匹配。

满足第二级的信息本体表示语义异构信息的蕴含

关系，当蕴含母体属于发出互操作请求的系统且

蕴含母体本身不包含下级概念时，则该信息本体

可以直接作为蕴含母体的实例。满足第三级的信

息本体需要通过数据挖掘的方法［９］对其进行重分

类。满足第四级的信息本体需要通过基于统计的

模式分类方法如贝叶斯法、决策树法等方法进行

重分类。

３．２　基于本体协同的空间信息互操作实现

基于本体协同的空间信息互操作过程涉及到

４个方面的内容：① 基于语义信息本体的互操作

领域确定；② 在其基础上，采用标准空间信息本

体，实现对互操作领域空间信息的抽取；③ 在内

容①的基础上检索领域异构语义信息，并按照语

义本体的分级匹配机制进行分级、匹配；④ 通过

语义本体实例与标准空间本体实例的关联完成空

间信息的分类。综上所述，标准空间信息本体要

实现对互操作领域空间信息的抽取，必须先通过

语义信息本体确定互操作领域。抽取领域空间信

息以后，还需要对这些抽取的空间信息进行重分

类，这必须借助语义本体的分级匹配机制对异构

语义信息分级、匹配，从而实现对空间信息所承载

的语义信息的匹配、重分类。由于空间信息和其

所承载的语义信息对应的是同一地理实体，因而

实现了对空间信息的重分类。标准空间信息本体

通过空间拓扑关系信息对重分类结果进行评价、

检验。整个互操作过程中，标准空间信息本体和

语义本体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共同实现空间信息

的互操作。

为简便起见，笔者仅考虑两个异构系统间的

互操作系统犃和犅，在该过程中，假设系统犃 作

为发出互操作请求的系统，系统犅作为接受互操

作请求的系统，系统犃和犅 存在语法和语义上的

异构，要实现系统犃 和犅 间地理信息的互操作，

不但要实现存在格式和存储结构异构的空间信息

的运行时交换，还要对集成的空间信息进行重分

类以与系统犃中的分类系统相匹配，从而使集成

的空间信息具有准确性和实用性。本体协同过程

如图４所示。

图４　本体协同实现互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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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从源系统即系统犃向目标系统犅 发出互

操作请求，并确定互操作的领域，如要对系统犅

中的植被相关的信息进行互操作。

２）检索语义公共本体。① 广度优先检索语

义公共本体，通过检索公共本体发现系统犅中的

植被相关分类，以此作为抽取空间信息的依据；

② 深度优先检索语义公共本体，通过检索公共本

体确定系统犃、犅中与植被相关的分类，如当检索

到公共本体的农作物下的水稻时，便可确定系统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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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中的耕地及系统犅 中的农业用地下的水田概

念为植被相关信息，其主要目的是为异构语义分

级和匹配检索出所有领域的信息。

３）通过标准空间信息本体抽取系统犅中的

植被相关空间几何信息及其拓扑关系信息。

４）第二步的②检索出系统犅中植被相关分

类后，再抽取出系统犅中这些植被相关分类地块

的基本信息，即面积、建筑物或构筑物、利用状况、

天然植被、人工种植物或农作物信息，这些属性信

息通过本体间的映射与其承载体即空间信息关

联，并用本体实例犡犾表示，犡犾 由属性组｛犃１，犃２，

犃３，犃４，犃５｝定义，所以犡犾＝｛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狓５｝，

其中狓犽（犽＝１，…，５）为属性犃犽 的值。

５）遍历步骤３）检索出的系统犃中的植被相

关分类，并由犆＝（犆１，犆２，…，犆犿）表示。同理，犆犻

也由基本属性信息即面积、建筑物或构筑物、利用

状况、天然植被、人工种植植被或农作物信息表

示，表示为犆犻＝｛犃１，犃２，犃３，犃４，犃５｝。

６）以系统犃的分类为参照，依据本体公理推

理出系统犅的植被相关信息的语义分级，按照语

义分级结果进行异构语义的匹配。

７）通过标准空间信息本体的拓扑关系信息

对分类结果进行检验，如不满足要求，则回到步

骤６）。

异构语义匹配并检验后，通过语义本体与空

间信息本体间的关联，使得承载语义信息的空间

信息也得以重分类，实现异构空间信息的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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