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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ＯＷＬ语言表达地理本体的不足，提出借助于部分整体学、位置理论以及拓扑学这３个理论工

具，构造出形式化的空间特征以及空间关系公理，加入到ＯＷＬ的建模原语当中，从而能够在ＯＷＬ构建的地

理本体之中表达其空间特征。实验表明，这种本体的形式化表达机制是可行的，能够有效地表达地理本体的

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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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阶段对于地理本体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

下两类：① 从哲学的角度，即从地理真实世界这

个角度去研究［１～３］；② 从信息科学意义上的本体

论这个角度去研究［４～５］。笔者曾提出对于地理本

体的理解［６～７］，与人工智能领域引入本体主要是

出于知识共享与重用的目的不同，地理信息科学

中的本体兼具哲学本体和信息本体的双重涵义。

但这个理解没有体现出地理本体所独有的空间特

征。由于对地理本体的理解不是很全面，所以现

阶段对于地理本体的研究大多从信息本体的角度

出发［８，９］。本文将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研究地理本

体，重点探讨地理本体空间特征的形式化表达机

制。

１　犗犠犔语言及其表示地理本体的

不足

　　笔者曾对几种本体语言进行了比较
［７］，提出

了使用ＯＷＬ语言构建地理本体。ＯＷＬ是 Ｗ３Ｃ

推荐的语义网络“栈”中的一部分，建立在ＤＡＭＬ

＋ＯＩＬ层之上，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语言以描述

嵌在 Ｗｅｂ文档和应用中的类及这些类之间的关

系（即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ＯＷＬ相对于ＸＭＬ和 ＲＤＦＳ

拥有更多的建模原语来表达语义，超越了 ＸＭＬ

和ＲＤＦＳ只能表达网上机器可读的文档内容的

能力。相对于 ＨＴＭＬ而言，ＸＭＬ取消了显示样

式与布局的描述，突出了数据语义与元素结构的

描述，但 ＸＭＬ对知识的语义描述能力还很弱。

ＯＩＬ、ＯＷＬ等本体表示语言基于ＸＭＬ的语法而

定义，大大增强了ＸＭＬ的语义表示能力。

尽管ＯＷＬ是表示本体的理想语言，因为对

于一般本体来说，要表达的语义关系主要是ｐａｒｔ

ｏｆ、ｋｉｎｄｏｆ、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４种关系，而

ＯＷＬ提供了丰富的建模原语，因而是足够的。

但对于地理本体来说，除了表示地理概念的属性

特征外，更为重要的是要表示地理概念的空间特

征，尤其是空间关系。ＯＷＬ语言在处理地理本

体的空间特征时就无能为力，因为它本来就是面

向一般本体的，属于地理本体所特有的问题，必须

要借助于其他的本体表示工具。

２　３个理论工具

鉴于ＯＷＬ语言表示地理本体的不足，可以

借助于部分整体学（ｍｅｒｅｏｌｏｇｙ）、位置理论（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和拓扑学（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３个理论工具
［１０］

来建立地理本体。利用这几种工具可以对本体概

念的空间位置和空间关系进行形式化表达，并建

立一套公理体系。把这些公理作为建模原语加入

到ＯＷＬ语言体系当中，从而使得在 ＯＷ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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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地理本体当中能够明确地形式化表达空间

特征以及空间关系。

２．１　部分整体学

部分整体学用来描述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

系，其核心关系表示为ｐａｒｔｏｆ（狓，狔），表示的涵义

为“狓是狔的一部分”。与此关系有关的５个公理

以及两个地理目标的覆盖（ｏｖｅｒｌａｐ）关系可以用

一阶谓词的形式表示如下。

定义犘１：犗 （狓，狔）：＝狕（ｐａｒｔｏｆ（狕，狓）

∧ｐａｒｔｏｆ（狕，狔））；

公理犘１：ｐａｒｔｏｆ（狓，狓）；

公理犘２：ｐａｒｔｏｆ（狓，狔）∧ｐａｒｔｏｆ（狔，狓）→

狓＝狔；

公理犘３：ｐａｒｔｏｆ（狓，狔）∧ｐａｒｔｏｆ（狔，狕）→

ｐａｒｔｏｆ（狓，狕）；

公理犘４：∧狕（ｐａｒｔｏｆ（狕，狓）→犗（狕，狔））

→ｐａｒｔｏｆ（狓，狔）；

公理犘５：狓（狓）→狔狕（犗（狔，狕）

狓（狓∧犗（狓，狕）））。

公理犘１和公理犘２表示“部分”关系具有自

反性和对称性；公理犘３表示该关系具有传递性；

公理犘４保证了该关系是扩展的；公理犘５保证了

每一个满足性质的对象，它们的和恰好构成了

满足性质的所有对象的集合。

２．２　位置理论

位置理论是建立在部分整体学基础之上、用

来研究地理对象与地理对象所占据的空间之间关

系的一种理论。其理论基础是基本关系“恰好位

于（ｅｘａｃ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用犔表示，犔（狓，狔）表示“对

象狓恰好位于区域狔”。该理论的基本定义和公

理如下。

定义犔１：（完全位于）犉犔 （狓，狔）：＝ 狕

（ｐａｒｔｏｆ（狕，狔）∧ｐａｒｔｏｆ（狓，狕））；

定义犔２：（部分位于）犘犔 （狓，狔）：＝ 狕

（ｐａｒｔｏｆ（狕，狓）∧ｐａｒｔｏｆ（狕，狔））；

定义犔３：（相合）：狓≈狔：＝ 狕（犔（狓，狕）∧

犔（狔，狕））；

公理犔１：犔（狓，狔）∧犔（狓，狕）→狔＝狕；

公理犔２：犔（狓，狔）∧ｐａｒｔｏｆ（狕，狓）→犉犔（狕，

狔）；

公理犔３：犔（狓，狔）∧ｐａｒｔｏｆ（狕，狔）→犘犔（狓，

狕）；

公理犔４：犔（狓，狔）→犔（狔，狔）。

定义犔１是定义犔的扩展，犉犔（狓，狔）解释为

“狓完全位于狔”；定义犔２为定义犔 的弱化，犘犔

（狓，狔）解释为“狓部分位于狔”；定义犔３为两个地

理对象之间的“相合”；公理犔１～公理犔４是位置

理论的最小公理集合。

２．３　拓扑学

拓扑学一般用来描述地理目标之间的相对位

置关系。地理目标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可以用连

通关系来描述，而连通关系可以用边界来定义。

本文仅讨论根据真实边界（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为基础给出的拓扑学定义和公理。真实边界关系

可以用犅来表示，犅（狓，狔）的涵义为“狓是狔的真

实边界”。

定义犅１（真实闭包）：犮（狓）：＝狓＋σ狕（犅（狕，

狓））；

公理犅１：ｐａｒｔｏｆ（狓，犮（狓））；

公理犅２：ｐａｒｔｏｆ（犮（犮（狓）），犮（狓））；

公理犅３：犮（狓＋狔）＝犮（狓）＋犮（狔）；

定义犅２：（真实连接）犆（狓，狔）：＝犗（犮（狓），

狔）∨犗（犮（狔），狓）。

定义犅１表示以真实边界为边界的封闭区

域，为区域狓和狓真实边界的和；公理犅１～公理

犅２从公理犘１派生而来，公理犅２表示真实边界

连通；公理犅３是封闭区域的和操作。

由真实边界的定义和覆盖的定义，可以给出

当实体的边界为真实边界情况下“内部部分关系”

的定义。

定义犅３：ＩＰ（狓，狔）：＝ｐａｒｔｏｆ（狓，狔）∧狕

（犅（狕，狔）→ 犗（狓，狕））。

３　新的公理表达空间关系

基于上述３个理论工具的相关定义和公理，

笔者对图１所示的几种常见空间关系定义了新的

公理。对于覆盖关系，可直接运用定义犘１，因为

定义犘１本来就表示两个地理目标之间的覆盖关

系。相离关系的定义与覆盖的定义相反，如果不

存在狕，使得ｐａｒｔｏｆ（狕，狓）和ｐａｒｔｏｆ（狕，狔）都成

立，那么狓、狔就相离。相接的定义则复杂得多，

要借助于覆盖的定义和内部部分定义犅３。Ｔｏｕ

ｃｈ（狓，狔）表示狓、狔仅在边界部分重合，而内部没

有重合，所以，如果狓、狔存在覆盖关系，并且不存

在狕，使得狕既在狓 的内部，又在狔的内部，那么

狓、狔就是相接关系。被包含和包含的定义只要借

助于内部部分关系定义犅３，Ｗｉｔｈｉｎ（狓，狔）意为狓

在狔的内部，所以用内部部分关系定义ＩＰ（狓，狔）

即可表示；而Ｃｏｎｔａｉｎ（狓，狔）意为狓包含狔，也就

是狔在狓的内部，用ＩＰ（狔，狓）即可定义。如果狓

是狔 的一部分，并且狔也是狓 的一部分，亦即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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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ｏｆ（狓，狔）和ｐａｒｔｏｆ（狔，狓）都成立，那么狓和

狔就是相等关系。６条新的公理定义如下。

Ｏｖｅｒｌａｐ（狓，狔）：＝狕 （ｐａｒｔｏｆ（狕，狓）∧

ｐａｒｔｏｆ（狕，狔））；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狓，狔）：＝ 狕 （ｐａｒｔｏｆ（狕，狓）∧

ｐａｒｔｏｆ（狕，狔））；

Ｔｏｕｃｈ（狓，狔）：＝ Ｏｖｅｒｌａｐ（狓，狔）∧ 狕（ＩＰ

（狕，狓）∧ＩＰ（狕，狔））；

Ｗｉｔｈｉｎ（狓，狔）：＝ＩＰ（狓，狔）；

Ｃｏｎｔａｉｎ（狓，狔）：＝ＩＰ（狔，狓）；

Ｅｑｕａｌ（狓，狔）：＝ｐａｒｔｏｆ（狓，狔）∧ｐａｒｔｏｆ（狔，

狓）。

图１　对几种常见空间关系定义的新的公理

Ｆｉｇ．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ｅｗＡｘｉｏｍｓｆｏｒＳｏｍ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４　应用实例

４．１　基于新的公理构建具有空间关系的国家本体

对于图２所示的地理概念，用 ＯＷＬ语言很

容易表示出这些概念之间的子类父类关系（ｓｕｂ

Ｃｌａｓｓｏｆ），这也是一般信息本体经常关注的语义

关系。但对于地理本体，仅仅表示子类父类关系

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考虑到这些概念之间的空间

特征。应用上面６条新的公理，国家与国家之间、

洲与洲之间、国家与洲之间的空间关系都可以表

达。以国家与国家为例，主要存在的就是相离、相

接两种空间关系，也就是说，只要增加“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Ｔｏｕｃｈ”就可以在用ＯＷＬ语言构建的地理本体

当中表示空间关系。基于新的公理构建的具有空

间关系的国家本体如下：

…

＜ｏｗｌ：Ｃｌａｓｓｒｄｆ：ＩＤ＝＂中国＂＞

＜ｒｄｆｓ：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亚洲＂／＞

＜ｏｗｌ：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韩国＂／＞

＜ｏｗｌ：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日本＂／＞

＜ｏｗｌ：Ｔｏｕｃｈｒｄ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朝鲜＂／＞

＜／ｏｗｌ：Ｃｌａｓｓ＞

…

上面给出的代码是一个完整国家本体的一部

分，重点强调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这几个国家

之间的空间关系是如何表达的。从这个国家本体

中可以看出，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中国与韩国、

日本相离，而与朝鲜相接。

图２　国家本体的分类层次

Ｆｉｇ．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ｂｏｕｔ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４．２　基于新的公理判断任意多边形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新的公理，不但可以表示出两个已

知地理概念的空间关系，还可以根据已经定义好

的公理来判断任意两个多边形之间存在的空间关

系，并把它们之间存在的空间关系以本体的形式

显示出来。

基于开源软件Ｊｕｍｐ
［１１］，笔者进行了下述实

验。在Ｊｕｍｐ软件中，可以编辑任意形状的多边

形，然后对它们之间存在的空间关系进行判断。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输出的空间关系是基于上述

新的公理，即先定义好了上面的公理，然后才有实

验中空间关系的输出。如图３所示，笔者首先编

辑了两个多边形，然后输出了这两个多边形之间

可能存在的空间关系。由结果可看出，左右两个

多边形均输出有标识符、坐标串、统一资源标识符

（ＵＲＩ）及其与另外一个多边形之间存在的关系。

对于左多边形而言，其标识符是“犃０”，坐标串是

（１６６．０，５３７．０），（３４５．０，４０７．０），（２１０．０，２５０．０），

（１０４．０，２８８．０），（７４．０，４１５．０），（１６６．０，５３５．０），

（１６６．０，５３７．０），ＵＲＩ是“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ｌｅｃａｒ

ｔｏ．ｃｏｍ／ｆｅａｔｕｒｅ／１”，它与 ＵＲＩ为“ｈｔｔｐ：／／ｗｗｗ．

ｔｅｌｅｃａｒｔｏ．ｃｏｍ／ｆｅａｔｕｒｅ／０”的多边形形成覆盖关

系，而后者正好是标识符为“犃１”的右多边形。对

于右多边形有类似的输出结果。所得的结果正确

反映了这两个多边形之间的空间关系，而且是以

形式化的本体语言把结果呈现出来，不但用户容

图３　判断任意两个多边形之间存在的空间关系

Ｆｉｇ．３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Ｐｏｌｙｇｏｎｓ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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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解，而且计算机本身也易于理解，有利于空间

关系推理和操作，有利于智能化的地理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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