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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综合国内外地理信息学术界有关本体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基于本体的空间数据

集成框架，并进行了试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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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地

理信息共享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由于存在

大量的空间数据资源，多源地理数据具有多语义

性、多时空性和多尺度性等特征，使得地理数据难

以共享。如何建立空间数据共享机制，集成多源

异构空间数据，实现空间数据的语义互操作与知

识共享，已成为信息化建设的关键所在［１，２］。

１　基于本体的空间数据集成的概念

Ｓｔｕｄｅｒ等在对本体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给

出了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即“本体是共享概念模

型的明确的形式化规范说明”［３］。该定义包含四

层涵义：概念模型、明确、形式化和共享［４，５］。

从现实世界到概念世界的抽象过程中，不同

领域的专家因为其自身领域背景的影响，对相同

的地理现象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知，这是出现语

义异构的根本原因，而从维度世界到项目世界的

投影过程中（ＯＧＣ，１９９９），本来就存在不同认识

的抽象模型也被人为地割裂成不同的项目世界，

放大了语义的分歧。找到出现语义异构的原因就

为有针对性地解决语义异构提供了可能［６］。

空间对象的概念框架包括领域本体、应用本

体、抽象规则、映射规则、参考模型和语义关系［８］。

为了更好地说明空间数据集成的概念框架，作以

下定义。

定义１　现实世界。现实世界是所有事物

（Ｆａｃｔ）的集合，无论人们是否知道这些事物，根

据事物的本质，人们可以认识理解现实世界中的

事物。

定义２　概念世界。概念世界是人类自然语

言的世界，人类了解且认识其所命名的事物，因此

这些事物构成了“语言的世界”。

定义３　映射规则。规则是一组约束，用来

约束一个或者更多的对象。映射规则即为利用这

种约束规则建立的不同对象间的关系。

定义４　参考模型与语义关系。为了集成不

同空间数据，构建了一个参考模型，假设参考模型

犃具有有限类犪１，犪２，犪３，…，定义如下规则：① 子

类犪１ 与超类犪２ 的关系表示为：ｔａｘｏｎ（犪１，犪２）；②

部分犪３ 与整体犪４ 的关系表示为：ｐａｒｔｏｎ（犪３，犪４）；

③ 语义关系，参考模型犪与应用本体犫映射关系

表示为：ｒｅｆｅｒｓ＿ｔｏ（犪，犫）。

定义５　应用本体之间的关系。根据映射规

则，定义不同应用本体类之间的关系。假设两个

数据集犅和犆以及它们的参考模型犃。设犫为犅

的一个子类，犮为犆 的一个子类，犪１，犪２，犪３…分别

为犃的子类，定义以下四个关系。

① 等价关系：在类犫和类犮中，如果存在一

个类犪１ 同时取决于犫和犮，则有：

等价关系＝｛（犫，犮）∈犅×犆｜犪１∈犃

　　ｒｅｆｅｒｓ＿ｔｏ（犪１，犫）∧ｒｅｆｅｒｓ＿ｔｏ（犪１，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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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子类／超类的关系：在类犫和类犮中，如果

存在类犪１ 和犪２，类犪１ 映射类犫，类犪２ 映射类犮，犪１

是犪２ 的子类，即

子类／超类的关系＝｛（犫，犮）∈犅×犆｜犪１，犪２

∈犃ｒｅｆｅｒｓ＿ｔｏ（犪１，犫）∧ｒｅｆｅｒｓ＿ｔｏ（犪２，犮）∧ｔａｘｏｎ

（犪１，犪２）｝

③ 整体与部分的明确关系：在类犫和类犮

中，如果存在类犪１ 和犪２、犪１ 语义关系为犫、犪２ 语义

关系为犮，并且犪１ 是犪２ 的一部分，则表示为：

整体与部分的明确关系＝｛（犫，犮）∈犅×犆｜

犪１，犪２∈犃ｒｅｆｅｒｓ＿ｔｏ（犪１，犫）∧ｒｅｆｅｒｓ＿ｔｏ（犪２，犮）

∧ｐａｒｔｏｎ（犪１，犪《》２）｝

④ 整体与部分的隐含关系：在类犫和类犮

中，如果存在类犪１、犪２ 和犪３、犪２ 语义关系为犫、犪３

语义关系为犮，并且犪１ 是犪２ 和犪３ 的一部分，则表

示为：

整体与部分的隐含关系＝｛（犫，犮）∈犅×犆｜

犪１，犪２，犪３∈犃ｒｅｆｅｒｓ＿ｔｏ（犪２，犫）∧ｒｅｆｅｒｓ＿ｔｏ（犪３，

犮）∧ｐａｒｔｏｎ（犪１，犪２）∧ｐａｒｔｏｎ（犪１，犪３）｝

如果元素（犫，犮）∈犅×犆属于以上定义的四种

关系中的一种，则我们说类之间具有语义相似性。

反之，不相似。

定义６　空间数据集成。空间数据集成是将

同一地理空间中不同来源的数据，在相关对象实

例之间建立明确的关系；相关的类是不同应用本

体中的对象类，相互之间具有“相等”、“子类超

类”或者“隐含／明确”“部分整体”等关系。

２　基于本体的集成方法及体系结构

２．１　多源异构空间数据集成

多源异构数据是相关的多个应用系统的数据

表现形式，每个数据信息都拥有自己的数据库管

理系统。目前，实现空间数据集成的模式大致有

四种，即基于转换器模式、基于数据标准模式、基

于直接访问模式和基于数据互操作模式［１，２］。但

以上仅仅解决了数据源中的结构异构，忽略了语

义异构问题。数据中的语义异构，需要一种能够

明确表达数据语义的方式来进行语义描述。如何

达成语义的明确表达，达成理解的共识，正是许多

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极力想解决的问题。

计算机领域采用的本体技术逐渐成为知识表

达、知识共享及应用的新方法［２］。本体具有良好

的概念层次结构和对逻辑推理的支持，可通过综

合各个ＤＢＭＳ所建立的不同应用本体来建立一

个良好的领域本体，由此产生全局概念模式，建立

起异构系统中源数据和目标数据的语义映射，从

而实现异构系统的语义互操作，满足一约束条件

下的信息共享。

２．２　体系结构设计

几乎在所有的基于本体的集成方法中，本体

都是用作数据源语义的明确描述，但如何使用本

体进行数据源集成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如单本体

方法、多本体方法、混合方法等［７］。根据空间数据

的特点，通过自底向上的设计方法，在局部本体的

基础上，经过融合生成一个综合本体，从而产生全

局概念模式以实现异构系统的语义共享，这也是

一种松散耦合联邦数据库方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本体驱动的空间数据集成的体系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ＤｉｖｅｎＧ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Ｓｅ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１）数据层。处于系统最低层，是系统数据的

提供者，由各种分布的、异构的空间数据源（如对

象关系型数据库、文本文件、ＧＭＬ文件等）组成。

２）本体层。屏蔽局部数据源的异构性工作

由本层完成，主要由本体访问层、本体表示层和信

息集成层组成。本体访问层是联系应用层和本体

核心层的中间过程，负责将用户的申请通过本体

编辑器转化为系统中的本体语言，将产生的本体

语言进行分类处理，提交到本体表示层。本体表

示层的重点在于局部本体和全局本体的形成。从

各数据源抽取出各数据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各

局部本体。全局本体是根据对各数据源所涉及的

领域知识的调研和对各局部本体的分析而建立

的。其中全局代理通过全局本体的协助，处理与

用户接口有关的问题，查询分解使用推理结果处

理有关全局查询语句到子查询语句的过程，局部

代理处理与数据源直接相关的查询和结果返回问

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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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全局本体是根据对系统所要应用的领域进行

分析而构建的上层本体，其中包含了与各局部本

体的映射规则。通过这些规则，可以正确地将全

局概念对应到各局部概念，并由此访问局部数据

源。同时，在领域本体的参与下，将各个局部应用

本体与领域本体进行比较，发现这些局部本体间

的差异性，验证两者之间的相似度。依据推理的

结果，由这些局部应用本体的相似度产生一个综

合本体。由综合本体产生全局概念模式，建立全

局概念模式与所有参与共享局部概念模式之间的

映射关系。

３）应用层。即用户界面层，包括一般的 Ｗｅｂ

用户、ＧＩＳ系统用户和其他用户，为用户提供查询

和查看结果的界面。

３　试验说明

下面以具体试验来说明基于本体的多源异构

空间数据集成方法的实现［７，８］。假设两个地图都

是同一个地理空间，并且是在同一时间的视图。

图２中两个图看起来有很多相同之处，也存

在许多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它们表示的是同一

地理位置的要素，但其涵义表述不同，例如数据集

１中的“建筑物”在数据２中是“楼房”和“平房”，

数据集１中的“耕地”在数据集２中却表示为“空

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同的数据模型下

定义的相同对象具有不同的名称，即出现语义异

构问题。本文就是要解决这种语义异构问题，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空间数据集成。

图２　两个空间数据集图形表示

Ｆｉｇ．２　Ｔｗ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为了明确这些不同的数据模型，首先需要弄

清地理数据是怎样从现实世界转化过来的。然而

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现实世界对象的一般定义在

很多时候是没法获取的，因为地理数据集往往是

由不同的组织机构生产的，它们都有自己对现实

世界的理解。因此，这就需要构建一个通用的现

实世界对象的定义———领域本体。它就是一个共

享概念的集合，是理解不同数据集中不同对象定

义的共同体。下面，以图３为例来描述这种机制

和领域本体。

图３表示一个地理要素集的两个转变。中间

的图形有４个建筑物（即犃、犅、犆和犇）和２个地

块（即犈和犉），在领域本体中我们构建这些建筑

物和地块的定义及属性。

图３　一个地理要素集的两次转变

Ｆｉｇ．３　Ｔｗｏ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ｅｒｒａｉｎ

１）地理数据集１的转变。

建筑物犃、犅、犆和犇 在数据集１中分别代表

狋２、狋４ 和狋５，图例是“建筑物”。犃 和犅 合并为狋２，

因为地理数据集１在一定尺度下合并为一块。地

块犈（草地）和犉（耕地）分别代表数据集１中的狋１

（草地）和狋３（耕地）。

２）地理数据集２的转变。

建筑物犃、犅和犆 在数据集２中代表不同的

对象，它们是犵２（楼房）、犵３（平房）和犵４（楼房）。

而建筑物犇 由于尺寸太小没有表示出来。地块

犈和犉 在数据集２中由犵１ 代替（空地），地块犈

和犉 在数据集２中不需要区分所以合并为犵１。

为了理解这两个地理数据集的语义互联，在

领域本体中将建筑物和地块重新定义为楼房、平

房、耕地和草地。通过在概念模型中构建的这些

概念，使其隐含的语义明确化（图４）。

图４　空间数据集成的机制原理

Ｆｉｇ．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最后利用上文定义的参考模型，就可推理出

两个数据集在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不过要注意

的是，不同数据集中的要素（即地理对象实例）之

间的关系必须明确，并且它们之间关系的确定也

应通过数据集的转换来实现。否则，就不能确定

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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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是否是同一块地形。这样就可以列出上面

两个数据集的对象实例之间的关系即

｛｛（狋２，犵２），（狋２，犵３）｝，｛（狋１，犵１），

（狋５，犵１）｝，｛（狋４，犵４）｝｝

　　其他的对应实例的关系就可以通过这种机制

来检查。如此以来，如果一个地理要素发生了变

化，并且在一个数据集中作了记录，通过对应实例

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另一个数据集是

否发生了变化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而使空间

数据语义异构问题得到很好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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