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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已有的中文查询语句机器理解中语义分析复杂和空间属性表名难以确定的问题，研究了推理机

制的范例库建立规则和范例的目标相似性、结构相似性和个体相似性，设计了范例推理算法，实现了中文查询

语句的ＳＱＬ转换。测试结果表明，其设计思想正确，推理机制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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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ＧＩＳ查询一般是基于图标式的可视化

查询框架，虽然基于图标式的查询有较强的可视

化能力，但它要求操作人员有一定的ＧＩＳ知识和

对ＧＩＳ数据库有一定的了解，由于这些系统的使

用人员一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很难使用通常

复杂条件界面的地理信息查询功能，因此，这对于

非ＧＩＳ专业人员来说是个障碍。显然，在这些应

用中，采用自然语言的查询方式更能被普通用户

所接受和使用，因此，开发一种基于自然语言的地

理信息查询系统有其特殊的意义。为实现这一目

标，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于中文查

询，其研究的方法一般是通过中文分词、文法分

析、语义分析、表别名分析，最后形成ＳＱＬ查询语

句。在这一过程中，语义分析和空间数据库属性

表名分析是形成 ＧＩＳ的ＳＱＬ查询语句的关键。

本文提出了基于范例推理的方法。

１　新问题的特征或属性定义

范例可以定义为能够导致特定结果的一组特

征或属性的集合，在范例推理（ＣＢＲ）系统中，没有

通用的范例表示方法，往往需要在分析具体问题

领域的基础上通过选择、综合或修改现有的各种

知识表示方法来实现。最简单的方法是对范例进

行属性抽取，然后对各个属性赋值。

１．１　新问题的特征描述

无论中文查询语句多么复杂，转换为ＳＱＬ查

询语句后，都是由查询目标、查询条件、分组目标

和排序目标四个部分组成。因此在范例库中，要

将查询语句的这四部分的特征和语义信息分别表

示出来，对嵌套查询语句还必须表示子查询条件，

然后根据空间数据库ＳＱＬ查询语句的格式要求

形成完整的ＳＱＬ语句。

１．２　新问题的属性定义

为了便于查询语句的分析，这里设犃为限定

词，犅为连词，犆为动词，犇为疑问词，犣为助词，犗

为关系词，犔为逻辑词，犉为函数词，犖 为数量词，

犠 为单位词，犌为分组词，犐为排序词，犈为表名，

犘为属性，犞 为属性值，犛为空间拓扑关系，犎 为

空间量度关系。分词后，将查询语句转换为对应

的词类字符串，查询目标、查询条件、分组目标和

排序目标四个部分分别由其中的子串组成。

查询语言中的目标一般为数据库表名、属性

名、聚集函数、空间量度关系及它们的组合，所以

查询目标信息的文法规则定义为：

＜ＴａｒｇｅｔＲｕｌｅｓ＞：：＝ＥＺＰ｜ＥＺＦ｜ＥＺＭ｜ＥＺＨ｜ＥＰ｜ＥＦ｜

ＥＨ｜ＦＰ｜Ｅ｜Ｐ｜Ｆ｜Ｈ；

分组信息的文法规则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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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Ｒｕｌｅｓ＞：：＝ＧＥ｜ＧＰ｜ＮＷＳＥ｜ＮＥＷ｜ＮＷＰ；

排序信息的文法规则定义为：

＜ＯｒｄｅｒＲｕｌｅｓ＞：：＝ＩＰ｜ＩＥ｜ＩＳＥ

查询语言中的条件分为值条件、数据库表名、

属性名、聚集条件、空间关系动词和子ＳＱＬ条件，

因此，查询条件段的文法定义为：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ＰＯＮＷ｜ＰＮＷＯ｜ＥＰＯＶ｜

ＥＯＶ｜ＰＯＶ｜ＰＯＮ｜ＨＯＮ｜ＰＯ｜ＥＯ｜ＨＯ｜ＳＶ｜ＶＳ｜Ｓ｜Ｖ

＜空间关系＞：：＝ ＜空间拓扑关系＞｜＜空间量度

关系＞

＜空间拓扑关系Ｓ＞：：＝＜Ｅｑｕａｌ＞｜＜Ｔｏｕｃｈ＞｜＜

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Ｗｉｔｈｉｎ＞｜＜Ｏｖｅｒｌａｐ＞｜＜Ｃｏｎ

ｔａｉｎ＞

＜空间量度关系 Ｈ＞：：＝＜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ｎｇｔｈ＞

｜＜Ａｒｅａ＞

１．３　结果描述

范例的集合构成范例库，是ＣＢＲ系统所依赖

的主要的知识库，每一范例由新问题的特征或属

性定义组成。此系统范例库的结构如下：

ＳｔｒｕｃｔＥｘａｍｐｌ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ｃｈａｒＣＱ；／／中文查询语句

ｃｈａｒＷＳ；／／词类串

ｃｈａｒＴＣ；／／目标特征短语

ｃｈａｒＴＳ；／／目标语义模式

ｃｈａｒＣＣ；／／条件特征短语

ｃｈａｒＣＳ；／／条件语义模式

ｃｈａｒＧＣ；／／分组特征短语

ｃｈａｒＧＳ；／／分组语义

ｃｈａｒＴＮ；／／表名 ｝

２　相似度判断机制

２．１　相似性关系

范例的检索或提取一般是从范例库中找到一

个或多个与当前问题最相似的范例。本文的范例

相似性包括目标相似性、结构相似性和个体相似

性。

１）目标相似性。对于用户询问结果的不同

考虑影响相似性的判断，这就是目标相似性要解

决的问题。如果查询的意图相似，也就认为是目

标相似，在目标相似的情况下，整体才可能相似。

在ＧＩＳ中文查询系统中，任何中文查询语句的目

的都是通过转换为ＳＱＬ语句来实现的，因此，

ＧＩＳ中文查询语句的目的决定了其目标的相似

性。

２）结构相似性。如果在两个结构之间存在

某种对应关系，且这种对应关系能够保持结构的

一致性，则认为两结构是同构的。结构一致性要

求一一对应的关系必须保证它们涉及的个体关系

也是一一对应的，且这种对应不打破原来个体间

的对应关系。

３）个体相似性。如果两个个体之间具有一

些相似的属性，则它们属于同一类别，因为一个范

例中的某些个体可能对于问题的解决具有主导作

用。个体之间的类比有助于对整体的认识，范例

的部分解决能帮助发现整个范例的解。

２．２　相似性判断

２．２．１　从结构相似性来判断

在结构相似中，源范例的可利用度即它和目

标范例的相似度，用它和目标范例的句子字符串

是否匹配来度量。设目标范例的句子字符串和源

范例的句子字符串分别为犇犠犛和犆犠犛，当犇犠犛＝

犆犠犛时，称源范例和目标范例结构相似。

例如，犆犆犙＝“查询所有河流所对应的发源

地”，犆犠犛＝“ＣＡＥＺＰ”，犆犜犆＝“ＥＺＰ”，犆犜犛＝“犆１．

Ｎａｍｅ，犆２．＜５＞”，犆犜犖 ＝“＜３＞ 犆１”；犇犆犙＝

“查询所有国家所对应的大洲”，犇犠犛＝“ＣＡＥＺＰ”

；由于犇犠犛＝犆犠犛，因此目标范例和源范例是相似

的，所以犇犜犆＝“ＥＺＰ”，犇犜犛＝“犆１．Ｎａｍｅ，犆２．＜５

＞”，犇犜犖＝“＜３＞犆１”。

２．２．２　从同一个源范例的个体相似性来判断

如果目标范例的个体与同一个源范例的个体

都相似，则源范例和目标范例是相似的。

例如，犆犆犙＝“查找流经湖北的河流”，犆犠犛＝

“ＣＳＶＺＥ”，犆犜犆 ＝“Ｅ”，犆犆犆 ＝“ＳＶ”，犆犜犛＝“犆２．

ａｍｅ”，犆犆犛＝“犆１．Ｏｂｊ＜５＞犆２．ＯｂｊＡＮＤ ＜３，

犆１＞”，犆犜犖＝“＜３＞犆１，＜５＞犆２”。

犇犆犙＝“哪些河流流经湖北？”，犇犠犛＝“ＤＥＳ

ＶＤ”，犇犜犆＝“Ｅ”，犇犆犆＝“ＳＶ”，虽然犇犠犛＜＞犆犠犛，

但犇犜犆＝犆犜犆且犇犆犆＝犆犆犆，因此，目标范例和源

范例是相似的。但由于犇犠犛＜＞犆犠犛，所以犆犆犛、

犆犜犖中对应语义链中的绝对位置就不同，需要通

过推理来得到新的语义位置，即通过犆犆犛＝“犆１．

Ｏｂｊ＜２＞犆２．ＯｂｊＡＮＤ＜３，犆１＞”中的绝对位

置值２在犆犠犛中查找到“犛”，然后在犇犠犛中查找到

“犛”的位置３来替换犆犆犛中的绝对位置值２；同样，

通过犆犆犛中的绝对位置值３在犆犠犛中查找到“犞”，

然后在犇犠犛中查找到“犞”的位置４来替换犆犆犛中

的绝对位置值３。这样，犇犆犛＝“犆１．Ｏｂｊ＜３＞

犆２．ＯｂｊＡＮＤ ＜４，犆１＞”，同样得到犇犜犖＝“＜４

＞犆１，＜２＞犆２”，最后在范例库中增加一条新的

范例。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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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犛犙犔语句推理

在范例库中给出的只是形式语义描述，在相

似性判断完成后，取出的相似范例需用具体的

ＧＩＳ应用领域的表名、属性名和属性值去匹配。

３．１　推理算法

一个中文查询语句经分词和多义性处理后，

得到的是有具体语义特征的句子语义链和句子字

符串，从范例中得到的是源范例的犆犜犛、犆犆犛、犆犌犛、

犆犗犛和犆犜犖。ＳＱＬ语句的推理算法如下：

取源范例的犆犜犛→犇犜犛；

犐＝ＬＥＮＧＴＨ（犇犜犛）

ＤＯＷＨＩＬＥ犐＜＞０

ＩＦ犇犜犛（犐）是数字字符 ＴＨＥＮ

　将犇犜犛（犐）位置的字符转换为数字→犖；

　在句子语义链的第犖 个结点位置查找所对应的语

义；

　用查找到的语义取代犇犜犛（犐）位置的数字；

　ＥＮＤＩＦ

　犐；

ＥＮＤＤＯ

然后再取犆犆犛、犆犌犛、犆犗犛和犆犜犖作上面同样的推理，

即可得到目标范例的犇犆犛、犇犌犛、犇犗犛和犇犜犖。

用犇犜犛组合ＳＱＬ语句的ＳＥＬＥＣＴ段；用犇犜犖

组合ＳＱＬ语句的ＦＲＯＭ段；用犇犆犛组合ＳＱＬ语句

的 ＷＨＥＲＥ段；用犇犌犛组合ＳＱＬ语句的 ＧＲＯＵＰ

段，即可得到空间数据库查询的ＳＱＬ语句。

３．２　推理示例

查询语句“求出河流在流经的各国境内的长

度”的语义链如图１所示。

图１　查询语句的语义链

Ｆｉｇ．１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ＬｉｎｋｏｆＱｕｅｒｙ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由于在范例库中通过结构相似查到与该句相

似的源范例，所以推理机制取犇犜犛＝“犆１．Ｎａｍｅ，

犆２．Ｎａｍｅ，＜９＞（Ｏｂｊｅｃｔ犆１＜７＞Ｏｂｊｅｃｔ犆２）”，

犇犆犛＝“Ｏｂｊｅｃｔ犆１＜３＞ Ｏｂｊｅｃｔ犆２”，犇犌犛＝“＜５

＞犆１．Ｎａｍｅ”，犇犜犖＝“＜２＞犆１，＜６＞犆２”，但

需要在图１所示的语义链中查找对应位置的语义

来替换犇犜犛、犇犆犛、犇犌犛和犇犜犖中的数字位置，从而

得到犇犜犛＝“犆１．Ｎａｍｅ，犆２．Ｎａｍ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ｂ

ｊｅｃｔ犆１ＷｉｔｈｉｎＯｂｊｅｃｔ犆２）”，犇犆犛＝ “Ｏｂｊｅｃｔ犆１

ＣｒｏｓｓＯｂｊｅｃｔ犆２”，犇犌犛 ＝ “ＧＲＯＵＰ ＢＹ 犆１．

Ｎａｍｅ”，犇犜犖＝“Ｒｉｖｅｒ犆１，Ｃｏｕｎｔｒｙ犆２”。

以上类似的基于范例的推理分别在范例库为

１０、２０、３０、４０的情况下对结构相似性和个体相似

性的正确率和执行时间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表

明，随着范例库的增加，结构相似性和个体完全相

似性的正确率会相应有所增加，但检索时间也在

增加；在范例库一定的情况下，结构相似性和个体

相似性的正确率和执行时间也依次上升。因此，

范例库的大小及其组织结构直接影响ＣＢＲ系统

应用的效率和效果。

４　结　语

由于自然语言现象错综复杂，规则不能解释

的反例大量存在，规则的—致性维护存在的困难

使基于范例推理的转换方法显示出独特的优点。

同时，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大规模范例的存

储和搜索成为可能。本文提出的思想是中文查询

语句理解的新思路，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范例库

的维护还不完善，新范例的添加还需要一定的人

机交互等，这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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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犙犔犚犲犪狊狅狀犻狀犵狅犳犌犐犛犆犺犻狀犲狊犲犙狌犲狉狔犅犪狊犲犱狅狀犆犪狊犲

犡犝犃犻狆犻狀犵
１，２
　犅犐犃犖犉狌犾犻狀犵

２
　犎犝犃犖犌犢狌犪狀

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ｏｎｇｈｕＣｏｌｌｅｇ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２１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ＧＩ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ｑｕｅｒｙｉｓｔｏｃｏｎｖｅｒ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ｑｕｅｒｙ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ｏｆＧＩＳｉｎｔｏＳＱＬ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ｉｍ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ｅｍｅ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ａｂｌｅｎａｍ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

ＧＩ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ｑｕｅｒｙ，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ａｒｇｅｔ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ｓｅ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ａ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ＣＢＲ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ｏｍＧＩ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ｑｕｅｒｙ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ｉｎｔｏｓｐａ

ｔｉａｌＳＱＬｉｓ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ＣＢＲｉ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ａ

ｓｏｎ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ｈｉｎｅｓｅｑｕｅｒｙ；ＣＢＲ；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ＸＵＡｉｐ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Ｗｅｂ，ＷｅｂＧＩＳ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ｘａｐ１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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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犪狊犲犱狅狀犃狀狋犆狅犾狅狀狔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

犌犈犡犻犪狅狊犪狀１　犅犐犃犖犉狌犾犻狀犵
１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ａｎｔｃｏｌｏｎ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ｉｎｒｏｕｔ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ｉｔｙ３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３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ｇｒ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ｐｈｅｒｏｍｏｎｅａｄ

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ｉｓａｌｓ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ｅｗ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ｉｓ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ｎｔｃｏｌｏｎ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ｒｏｕｔ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ＧＥＸｉａｏｓａ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ＩＳ，ＳＤＭＫＤ．

Ｅｍａｉｌ：ｇｅｘｉａｏｓａｎ＠１６３．ｃｏｍ

２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