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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本体技术和交通信息特点的基础上，针对交通概念描述的特殊要求，提出了时空模糊本体的概

念，以描述交通领域概念，并利用时空模糊本体进行交通领域知识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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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

扩大以及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交通也面临前所

未有的压力，大力加强城市交通的信息化程度是

目前许多大中型城市所选择的解决方法。目前，

各大中型城市与交通有关的许多部门都建立了各

种公用的交通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

ｔｉｏｎ，ＧＩＳＴ）。如今，就一个单独的ＧＩＳＴ来说，

已经能够基本满足交通数据采集、交通信息管理、

交通状况评估、交通趋势预测以及对交通规划提

供决策支持服务等日常业务的需要，服务于不同

业务方向和不同管理层次的交通决策支持和政务

分析。但是，正是由于业务方向和管理层次的不

同，不同部门的ＧＩＳＴ对同一交通对象或交通活

动的描述会侧重于不同侧面，从而产生观点上的

差异，形成语义异构，为实现不同系统间的数据共

享和重用造成障碍。

显然，各区域或部门ＧＩＳＴ间的数据共享决

定着交通信息化整体效益的发挥，是提高各系统

的协同工作能力、提升交通信息化综合管理水平

的重要前提。本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作为描述概念层次

结构和语义模型的新方法，是解决知识交互、共享

和重用的一个有效手段。交通信息具有空间性、

时变性和模糊性等固有特征，采用传统的本体结

构难以描述交通对象的空间关系和动态特征，以

及具有模糊性的交通现象不足以清晰、全面地表

达交通知识。为此，本文在分析传统本体结构进

行交通概念描述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

交通概念描述的时空模糊本体，以实现具有语义

共享的交通领域知识建模。

１　交通信息与本体

１．１　交通信息的特点

从表面上看，交通信息具有管理信息的特征，

即侧重交通属性数据的分析和管理，以至于在很

长时间内，相关交通部门开发的信息系统大多数

是管理类型的，系统并未与交通网络的地域特征

相联系，未能充分发挥系统应用的效益。从本质

上看，交通信息属于空间信息的一种，大量的交通

属性数据可交给空间信息的属性数据库进行管

理，而交通对象天然的地理特征可以使这些属性

数据附着于空间数据之上，从而实现交通信息的

可视化表达、分析和发布，使交通管理决策更具智

能化［１］。交通信息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１）空间性。空间性是ＧＩＳＴ中交通信息数

据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反映交通对象的位置、形态

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特性。对于两条道路，从

非空间属性的角度出发，可以利用等级、里程、最

高限速等进行分析比较；从空间属性的角度出发，

则两者间的关系就复杂许多，如两条公路的空间

关系（不相交、交叉或立交等）、作用范围等。

２）时变性。交通活动的实现是通过交通工

具在交通路线上的位置移动来完成的，参与交通

活动的个体（如人、车辆等）无时无刻不处于运动

状态中，而这种运动又是高度变化的。同时，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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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要素的信息也处于变化之中，如一辆客运汽车

在经历一段时间后，其地理位置（空间）和载客量

（属性）都发生了变化。相对于一般意义的位置信

息，动态特征（即时变性）在交通信息中体现得特

别明显。

３）模糊性。交通活动中还普遍存在一些界

限区分并不明显的交通信息。目前，往往采用语

言值形式进行描述。如对于“迂回率”和“事发频

率”这样的一组知识：① 道路迂回率较小，则事发

频率很小；② 道路迂回率很大，则事发频率较小；

③ 道路迂回率不大，则事发频率较大。其中，“较

小”、“较大”、“很小”、“很大”和“不大”等属性具有

明显的语言模糊性。

１．２　本体及本体描述

本体的概念最初起源于哲学领域，它在哲学

中被定义为对世界上客观存在物的系统的描述，

即存在论［２］。随着计算机应用需求的不断增强，

本体的哲学内涵被引申到信息科学领域，以克服

计算机系统间的“语义鸿沟”［３］。

信息科学领域中的本体概念最早出现于

１９８４年
［５］，明确提出并进行定义是在１９９１年

［６］。

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是１９９５年由Ｇｒｕｂｅｒ提出

的，即本体是一个领域里共享的概念化模型的形

式化和显式的规范说明［７］。在信息科学领域中，

本体应用的目标是建立领域内信息在语义上的统

一和规范，保证对知识理解和运用的一致性、精确

性、可重用性和共享性，为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用

户进行基于语义的交流创造条件。依据 Ｇｒｕｂｅｒ

的本体定义，本体被认为是一些概念、关系、函数、

公理和实例的集合，它可表示为一个五元组结构

犗＝（犆，犚，犉，犃，犐），其中，犆为概念；犚为犆 组成

的概念集合中各概念间的关系；犉为函数，对概念

间的关系起约束作用；犃 为公理，表示由犆和犚

组成的域空间中的永真性断言；犐为实例。

毫无疑问，基于Ｇｒｕｂｅｒ提出的五元组本体结

构，可以构建层次分明的概念模型，并能够表达概

念的实质以及概念间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

种本体结构对描述概念层面的语义关系非常适

合，如组成关系、聚合关系等，但当面对交通领域

中的时空关系和模糊属性的描述问题时，却显得

力不从心。

基于上述对交通信息的特点和传统本体描述

结构的分析可知，在传统本体描述结构上进行扩

展，提出一种适合交通信息描述的本体描述结构

是十分必要的。

２　时空模糊本体

２．１　时空模糊本体的总体结构

从广义上讲，交通信息包含交通网基础设施、

车船等基本信息和在时空上的分布、流向以及交

通管制规则等多重要素，所以交通信息具有空间

性、时变性和模糊性等特征。本文将时空本

体［８，９］和模糊本体［１０，１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引入

传统本体模型中，使概念属性的描述从精确值扩

展到模糊值，概念间关系的描述从普通关系扩展

到时空关系和模糊关系，从而构建面向交通领域

的时空模糊本体模型（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ｆｕｚｚｙｏｎ

ｔｏｌｏｇｙ，ＳＴＦＯ）。

定义１　时空模糊本体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五

元组：

犗ＳＴＦ ＝ （犆，犘，犚，犐，犃） （１）

式中，犗ＳＴＦ表示时空模糊本体的基本结构；犆表示

概念集，每个独立的概念由一组与之对应的属性

进行描述；犘表示概念属性集，是所有对概念进行

描述的属性的集合，有时，一个概念的属性指向另

一个本体；犚表示关系集，是用于描述概念间关系

的集合；犐表示实例集，是每个概念的具体实例；犃

表示公理。

时空模糊本体对概念属性值和概念关系的扩

展是由各顶层本体的进一步详细描述得以实现

的。如图１所示，时空模糊本体由基本结构、概念

顶层本体、属性顶层本体和关系顶层本体共同构

成，以支持模糊属性、时空关系和模糊关系的描述

要求。

图１　时空模糊本体的总体结构

Ｆｉｇ．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Ｆｕｚｚｙ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２．２　概念顶层本体

概念顶层本体用于描述对象的时变状态和空

间关系。概念顶层本体的目标是通过其描述展现

被描述对象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的状态改变，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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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其他对象的空间关系。

定义２　概念顶层本体可以表示为一个五元

组结构：

犗ＣＴ ＝ （犆犗，犚犛，犚犗，犛，犘） （２）

式中，犗ＣＴ表示概念顶层本体；犆犗 表示概念对象，

即该概念包含的实例，同一概念的所有实例对象

都分布在离散的一维或多维欧几里德空间上，并

相互离散，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概念对象空间；

犚犛 表示空间关系；犚犗 表示与该概念对象产生空

间关系的概念对象；犛表示对象有限的状态，状态

是一个离散集合，某一时刻一个对象只能有一种

状态，而且该状态取自一个有限的状态集合，即有

限的状态；犘表示行为，是对象随时间变化而产生

的对对象状态起改变作用的行为，因此行为也可

以被理解为一个状态改变函数，通过对象的当前

状态可以确定对象下一时刻的状态。

２．３　属性顶层本体

在时空模糊本体的基本结构中（如式（１）），概

念属性集是概念所拥有的所有属性的集合，概念

属性集中的各属性元素通常指向那些更具体的基

本知识单元，而这些基本的知识单元本身往往就

是一个概念。如概念车辆具有速度和车型等属

性，而速度和车型本身即是一个概念，它们具有更

具体的知识表达范围。这一类概念是属性顶层本

体的描述对象，在属性顶层本体描述中称为属性

对象。

定义３　属性顶层本体可以表示为一个四元

组结构：

犗ＰＴ ＝ （犗犘，犘，犚犘，犛犅犗） （３）

式中，犗ＰＴ表示属性顶层本体；犗犘 表示属性对象，

即属性顶层本体描述的具有属性性质的概念对

象；犘 表示属性值集合，包含属性对象可能的取

值，属性对象的属性值有精确值和模糊值两种取

值类型；犚犘 表示属性关系，是指属性值集合中所

有具体属性值元素间的语义关系，当属性值为精

确值时，犚犘 为空；犛犅犗是针对犘 的“二元运算符”

（交、并、补等），提供通过已知模糊属性值生成新

属性值的机制，当属性值为精确值时，犛犅犗为空。

２．４　关系顶层本体

关系顶层本体用于对概念间的关系作进一步

的详细描述。由于引入模糊概念对概念属性值进

行模糊性扩展，概念关系中亦产生了大量模糊性

关系，如服务满意度。依靠传统本体结构对概念

间关系的描述方式很难有效地描述这种模糊关

系，因此，在传统本体结构的基础上扩展了关系强

度元素，以达到有效地描述这种模糊关系的目的。

定义４　关系顶层本体可以表示为一个四元

组结构：

犗ＲＴ ＝ （犮１，犮２，狉，犇犚） （４）

式中，犮１ 和犮２ 均表示具体的概念，是概念集犆（如

式（１））中的任意元素；狉表示关系值，是关系集犚

（如式（１））中的任意元素；犇犚 表示关系强度，是针

对模糊关系的描述元素，其大小对应概念间模糊

关系的强弱程度。

关系强度是描述模糊关系的重要元素，类似

于隶属度的概念，关系强度采用一个位于区间［０，

１］之间的有理数来表示，以反映模糊关系存在的

概率，实现关系描述定性到定量的转化。

综上所述，针对交通信息特点提出的时空模糊

本体模型是一个由基本结构、概念顶层本体、属性

顶层本体和关系顶层本体组成的有机整体。基于

时空模糊本体的描述，能有效地解决传统本体结构

对交通信息描述的不全面性，避免用户需求的语义

失真，实现基于语义的交通信息集成和互操作［４］。

３　交通领域知识建模

本体是一个共享概念化模型的形式化和显式

的说明规范［４］。时空模糊本体是对传统本体描述

结构的扩展，利用时空模糊本体对交通领域概念

及概念间的关系进行描述，能清晰、全面地展现交

通领域概念的实质以及多种概念间的关系，以构

建统一、规范的交通领域知识框架。通过时空模

糊本体进行交通领域知识建模主要涉及以下几个

方面。

３．１　空间关系的描述

以收费站和行政区为例，图２展示了利用时

空模糊本体进行空间关系描述的知识建模结果，

收费站之间的邻近关系和收费站与行政区间的落

入关系得以描述。

图２　时空模糊本体的空间关系描述

Ｆｉｇ．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ＳＴＦＯ

３．２　状态行为的描述

如前所述，状态和行为可以理解为一个二元

函数，当行为作用于状态会导致状态的改变。状

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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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可以被视为一个常态，而行为可以被视为一个

瞬态。对汽车的状态行为的描述如图３所示，其

中，“ＮＵＬＬ”表示汽车保持原状态不变，是行为作

用于状态的一种特例。

图３　时空模糊本体的状态行为描述

Ｆｉｇ．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ｉｔｈＳＴＦＯ

３．３　模糊属性值的描述

在车辆类型划分统计中，交通运输部门将车

型分为小型、中型、大型、重型和特型，而交通管理

部门将车型分为一型、二型、…、七型。车型是车

辆的属性，本身又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概念。图

４展示了基于时空模糊本体进行描述的车型属

性，其中，中小型、大中型和特大型是通过二元运

算得到的新的模糊属性值。同时还有效地表达了

由于分类方法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属性值之间的包

含关系和序关系，使得采用不同车型分类方式的

数据的共享成为可能。

图４　时空模糊本体的模糊属性值描述

Ｆｉｇ．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ｚｚ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ＶａｌｕｅｗｉｔｈＳＴＦＯ

３．４　模糊关系的描述

在交通活动中，人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人的

参与，不可避免地使交通概念间产生了模糊关系。

图５展示了驾驶员和高速公路服务区这两个概念

间存在的服务满意度关系（服务满意度是一个明

显的模糊关系，它是一个群体对象产生的概率统

计值）。基于时空模糊本体对模糊关系的描述机

制，可以理解为有８０％的驾驶员对高速公路服务

图５　时空模糊本体的模糊关系描述

Ｆｉｇ．５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ｚｚ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ＳＴＦＯ

区的服务是满意的，或至少有２０％的驾驶员对高

速公路服务区的服务不满意。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交通信息的空间性、时变性和模糊

性的特点，在传统本体结构上进行了扩展，提出了

以基本结构、概念顶层本体、属性顶层本体和关系

顶层本体组成的时空模糊本体模型，将交通领域

本体的描述范围扩展到空间关系、状态行为变化、

模糊属性值和模糊关系。基于时空模糊本体描述

的交通领域知识建模构建了交通领域内统一规范

的知识框架，能够提供更为客观、全面的交通领域

背景知识，为实现不同层面的交通数据共享和

ＧＩＳＴ集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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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低低卫卫跟踪恢复地球重力场的误差分析　　　　　　　　　　王兴涛，等

 ＧＯＣＥ卫星轨道摄动的数值模拟与分析 罗志才，等

 星地双向伪距模型的建立与仿真试验 肖　云，等

 Ｘ射线脉冲星导航几何法确定航天器位置 毛　悦，等

 机载ＧＰＳ监测特高压输电线路对航空飞行干扰程度的分析 尹　晖，等

 “云指数法”云检测研究 刘良明，等

 危险理论与影像目标检测 郑　宏

 基于 ＭＯＤＩＳ图像反演海岸带气溶胶光学特性 麻金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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