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０卷 第３期

２００５年３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０Ｎｏ．３

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９１２。

项目来源：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２ＡＡ１３５３４０）；国家测绘局测绘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目（１４６０１４０２０２４０４０４）。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５）０３０２２２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一种新的犌犐犛智能分析框架———犌犐犛智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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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ＧＩＳ智能体（ＧＩ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ａｇｅｎｔ，ＧＩＳＩＡ）的概念、结构及实现原理。实例研究表明，基于

ＧＩＳＩＡ的智能分析框架是实现空间决策分析的一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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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ＧＩＳ产生以来，现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

管理、工程规划与决策、灾害监测与防治、生态环

保和办公自动化等领域。但目前大多数 ＧＩＳ的

实际功能仍局限在空间数据获取、存贮、更新、查

询、运算、显示及制图制表等方面，缺少对复杂空

间分析如区域规划与生产力布局等决策问题的有

效支持能力，难以满足各级决策者的需要。在

ＧＩＳ中引入模型库和模型管理系统等概念，就有

了空间决策支持系统（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ＳＳ）的发展
［１，２］，为 ＧＩＳ模拟、分析现

实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空间决策支持是

决策支持原理向空间域的扩展，而不是简单范围

的扩大，空间域问题的决策支持更加复杂［３］，所以

建立以专业分析模型为基础的ＧＩＳ系统，仍然无

法解决非结构化的、无法用计算机模型来模拟的

空间问题。近几年来，集成以知识处理为核心的

智能化信息处理已成为智能空间决策支持系统关

注的一个焦点，即实现以ＧＩＳ为基础、以知识处

理为核心的智能分析框架，ＧＩＳ在集成了知识处

理后就能实现由空间分析向智能空间分析的转

化，使ＧＩＳ应用达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笔者曾初步研究了基于智能对象的空间决策

问题［１］，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基于ＧＩＳ智

能体的智能分析框架。

１　犌犐犛智能体

１．１　犌犐犛智能体的概念及其特征

传统的空间决策支持系统一般由空间数据

库、模型库、方法库组成，一种更智能的决策方案

增加了知识库部件，由此，智能空间决策支持系统

通常的组成包含了４个部分：模型库及其管理系

统、空间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方法库及其管理系

统以及决策知识库及其管理系统。各部分之间尽

管相互关联，但缺乏灵活性、开放性和通用性。由

于系统结构和计算模式的限制，传统的ＳＤＳＳ在

处理复杂的协作性空间决策问题以及应付突发问

题时存在很大的局限［４］。智能空间决策支持的本

质是在空间数据（以及数据深加工后的信息）、领

域知识的支持下，为领域问题提供一个相对较优

的可行方案，而 ＧＩＳＩＡ正是能够为空间决策提

供辅助支持的功能体。相对于ＳＤＳＳ，ＧＩＳＩＡ内

部封装了数据层与知识层以及数据处理和知识推

理的方法，它是一个内部独立、外部通过接口和方

法相互通信的实体模式，可以构造一种更为有效

的智能空间分析框架。

１．１．１　集数据、知识、方法为一体

ＧＩＳＩＡ是一个内部独立且功能完整的应用实

体，一般集成了数据层、知识层、方法层及信息表达

方式等多类信息。从建模和仿真的角度，ＧＩＳＩＡ

是模型和运用的分割单位；从认知的角度，ＧＩＳＩＡ

是一个完整的知识和功能单位，其本身是具有特定

知识处理能力的独立个体，所以可以运用领域知

识，并嵌入各种知识表达形式和问题求解方法。

１．１．２　内部结构隐含性

ＧＩＳＩＡ的内部结构隐含性体现在其对实现

细节的封装，分为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内部方

法为实现 ＧＩＳＩＡ的内部功能调用服务，而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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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通过接口函数对外公开，通过消息通信提供

外部服务。

１．１．３　消息通讯机制

ＧＩＳＩＡ间除了显式地通过接口函数进行直

接的功能调用实现各智能体间的交互外，还可以

通过消息机制进行消息的接收和发送。其中在

ＧＩＳ空间分析中，通过消息广发（ｍｅｓｓａｇｅｂｒｏａｄ

ｃａｓｔ）进行大范围消息通知更为重要，实现一个

ＧＩＳＩＡ 的一个信息需要同时发送给多个其他

ＧＩＳＩＡ，以期待其他ＧＩＳＩＡ的反应。

１．１．４　层次结构性

ＧＩＳＩＡ本身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在一个空

间决策任务中，ＧＩＳＩＡ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上进行

分类。总体上，从任务角色可将 ＧＩＳＩＡ分为控

制型智能体和功能型智能体，控制型智能体起总

体控制作用，具有较强的基于领域知识的知识推

理功能；功能型 ＧＩＳＩＡ主要是数据的封装体和

ＧＩＳ空间分析功能，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分析与知

识推理功能。

１．１．５　合作

一个复杂的空间决策任务是由各个ＧＩＳＩＡ

协作完成的。通常，功能型ＧＩＳＩＡ在控制型ＧＩＳ

的指导下完成其特有任务，各个 ＧＩＳＩＡ分工协

作完成一个具体任务。

１．２　犌犐犛犐犃的分类体系

根据ＧＩＳＩＡ 结构的复杂性和组成层次关

系，可以将其划分为原子体及复合体，复合体由原

子体形成，每一组成层次上又可按任务角色分为

若干类。

１．２．１　原子体

ＧＩＳＩＡ的３种原子组成包括空间实体类、知

识处理类及通用对象类，其中通用对象类是实现

ＧＩＳ通用功能的基本单元，知识处理类和空间实体

类是ＧＩＳＩＡ中逻辑对象的基本组成单位，后者通

过消息的发送与接收进行协同工作。通用对象库

中的通用对象服务于通用ＧＩＳ问题，如通用对象库

中的存储对象用于数据（数据及领域知识）的存取、

维护及空间推理决策中的结果存储。ＧＩＳＩＡ是建

立在原子组成之上的独立功能结构单元。

１）空间实体类

ＧＩＳ数据组织与分析可以引入面向对象的数

据模型与机制。空间数据本质上是由空间实体对

象及实体对象间组成的复杂拓扑、几何关系的网

络结构，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将数据及其处理方

法集成在对象的内部，从而方便了空间实体对象

间的调用与关系运算，也增强了数据处理的安全

性。本文借鉴空间对象的几何模型来组织空间实

体类，即将空间实体类分为点状、线状和面状，在

实现时，一般定义为不可实例化的虚类，ＧＩＳＩＡ

将直接继承空间实体类。除了空间实体类以外，

空间数据还有一类特殊的元数据信息，同样，元数

据也以类或对象的形式存在，提供了空间数据的

检索、定位、抽取过滤功能。由此，空间实体类分

为元数据实体类和空间实体类两种类别，共同组

成了ＧＩＳＩＡ的基础类。

２）知识处理类

在基于ＧＩＳＩＡ 的智能空间决策框架中，知

识也是以基础类的形式存在的。传统的知识表示

方法包括谓词逻辑、产生式规则、框架表示等，但

是其结构性都较差，无法适应智能空间决策中复

杂多样的知识类型和语义。在众多的知识表示方

法中，面向对象的知识表达方法非常有效［５］，可以

形成知识类。这样，知识就具备与其他信息集成

的基础，这也是ＧＩＳＩＡ的核心。

３）通用对象类

通用对象库是一组通用对象的集合，每个对

象分工负责一定的功能实现，通用对象库中的对

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空间实体类与知识处理

类的扩展；另一类为智能空间决策支持的辅助类，

如基于图形界面的问题识别、结果输出等功能。

为了有效地进行空间运算分析及知识推理，有时

将涉及空间复杂运算的功能及知识推理组成一个

通用对象库，而并非把所有的操作都完全集成在

空间对象类和知识处理类中。

１．２．２　复合体

按照ＧＩＳＩＡ在整体集成框架中的作用，可

以将 ＧＩＳＩＡ组合形成复合体，并划分为界面对

象、控制对象、存储对象、逻辑对象４个类别。

１）在一个决策支持系统中，人机交互界面非

常重要［６］。ＧＩＳＩＡ框架中提供了系统的用户界

面模型系列，界面对象有选择性地向控制对象发

送功能请求消息，并接收其他对象回送的处理结

果进行信息表达。

２）控制对象是对存储对象（如空间实体及领

域知识）及逻辑对象的总体控制，决定存储对象与

逻辑对象的调用执行顺序，当控制对象接收到界

面对象的消息请求时，将按照消息请求的类型和

内容将存储对象及逻辑对象组合，形成一个实际

的智能实施链，自动地完成一个用户的任务请求。

３）逻辑对象是系统功能的核心，它一方面接

收控制对象的消息请求，进行各类知识推理与计

算；另一方面，它将推理或计算结果返回给界面对

３２２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３月

象或将计算结果交由存储对象存储。逻辑对象需

要完成基于知识的空间推理决策算法及能够在需

要时调用空间分析模型完成空间分析功能。

４）存储对象负责领域知识及空间实体的存

取操作，直接接收控制对象及逻辑对象的消息请

求，负责对象解析与构造。

１．３　犌犐犛犐犃的消息机制

ＧＩＳＩＡ之间通过消息机制进行通信，ＧＩＳＩＡ

具有消息发送与接收能力。在消息发送的主体与

客体之间，由消息队列统一负责消息的转发。消息

队列是消息的寄存地，是具有一定数据结构的实

体，所有的消息在从主体发送到客体之前都必须经

过消息队列。笔者定义了消息队列中的消息结构，

该消息结构由发送消息的对象名称、接收消息的对

象（集）名称、选择消息的方法名称以及传送方法的

参数４个部分组成，方法参数是ＧＩＳＩＡｓ间数据关

系的载体。消息队列除了暂时寄存消息外，还具有

消息的合法性检查、消息优先级控制功能。一个典

型的ＧＩＳＩＡ消息队列的结构如图１所示。在基于

ＧＩＳＩＡ的智能空间决策支持框架中，所有的ＧＩＳ

智能体间的通信均由消息队列转发，当某一消息的

接收对象包括多个ＧＩＳＩＡ时，即为消息广发。

图１　ＧＩＳ智能对象的消息控制机制

Ｆｉｇ．１　Ｍｅｓｓａ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ＧＩ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Ａｇｅｎｔｓ

２　基于犌犐犛智能体的智能分析集成

框架

　　从用户的角度考虑，一个集成的智能分析框架

（以下简称集成框架）应该提供统一的用户接口来

方便用户操作系统，而底层的结构对用户透明，集

成框架的底层基础是由空间数据库、空间分析模型

库及领域知识库的“三库结构”构成。在集成框架

与“三库结构”间建立了空间信息处理、空间分析模

型检索与处理及领域知识检索与处理，总称为信息

处理层。其中，空间信息处理实现空间及属性数据

的存取，提供按空间实体的属性及操作结构动态地

生成／解析实体对象的方法；空间分析的模型检索

与处理提供定制的分析模型，并按照标准化检索方

式进行分类检索［７］；领域知识检索对存储的领域知

识利用知识检索语言ＫＱＬ进行检索，并提供基于

领域知识推理的方法。集成系统层集成并扩展了

三类信息处理层的功能，是集成框架的核心，从而

在用户层面上提供了统一的接口，屏蔽了低层的

各类操作（见图２），因此需要解决底层数据（包括

模型及知识）与集成系统的中间层过渡问题。

图２　基于ＧＩＳＩＡｓ智能分析框架

Ｆｉｇ．２　Ｆｒａｍｅ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ＩＳＩＡｓ

　　本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展传统的关系型数

据库，在关系数据库上加一层面向对象的逻辑层，

该逻辑层为上层应用开发提供面向对象概念的表

示方法，同时与底层数据库之间建立对象数据映

射关系，这一逻辑层也可称为对象模型层。其核心

思想是：对上层软件（如集成系统）提供一个统一的

基于面向对象的概念模型和数据结构，实现对知识

对象的构造与利用机制；对于底层（关系数据库存

储的逻辑知识结构），则屏蔽具体数据库的关系模

型，利用映射原理建立透明的对象转换解析机制，

对底层知识系统进行合理有效的管理维护（图３）。

图３　知识对象的构造与解析

Ｆｉｇ．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ＩＳＩＡｓ

３　应用实例

决策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输入、一个问

题处理和一个结果输出三个过程，相应地，在基于

ＧＩＳＩＡ的智能空间决策支持的实现上，也对应着

问题层、决策层和结果层三个层次。首先，用户输

入一个决策目标，界面对象（问题层）将问题翻译

为可以为ＧＩＳＩＡ理解的语言，向控制ＧＩＳＩＡ发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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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消息，控制ＧＩＳＩＡ接收消息，调用基于知识的

推理方法，形成逻辑对象处理链，并进行协同处

理，处理结果界面对象进行信息表达并输出，形成

结果图和分析报表。笔者用Ｊａｖａ编程实现了一

组ＧＩＳ智能对象集，并基于该组智能对象集实现

了以农田地块为基本单元的农田施肥决策。实现

的基本过程是：首先，用户通过界面菜单、按扭控

件、输入框等元素进行条件输入（如农田编号、施肥

种类、决策问题的类型等），ＧＩＳＩＡ的界面对象截

取用户输入，根据决策类型由ＧＩＳＩＡ的控制对象

组织并生成由逻辑及存储ＧＩＳＩＡ的决策分析链，

根据空间实体状态（农作物类型、土壤状况、气候环

境）进行知识推理与模型计算，形成决策结果［８］，并

将结果以专题图及表格格式输出，如图４所示。

图４　基于知识对象的农田智能决策

Ｆｉｇ．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Ａｇｅｎｔｓ

　　本文认为，空间决策支持的知识并非完全独

立地存在，而是以空间实体为载体（如实例中的农

田即是空间对象的载体及知识处理的载体），将智

能空间决策支持中涉及的数据支持和知识支持形

成以对象的形式表示、利用、集成与交互，形成基

于空间实体对象、知识对象、处理方法、信息表达

集成的 ＧＩＳＩＡ的智能决策支持框架，自动地协

助人们理解地理要素、分析地理原理、应用地理规

则的集成系统，这在增强智能空间决策系统的可

扩展性及降低结构复杂性上都具有较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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