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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引入地理信息服务本体的概念，提出了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模型，研究了地理信息服务的多

级匹配算法，通过量化地理信息服务的功能相似度和信誉相似度，根据待选服务和服务请求之间的相似度阈

值，对服务进行匹配和筛选。设计了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注册中心，从查全率、查准率、响应时间、副本负

载等指标对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进行了测试。结果证明，该模型具有查全率和查准率高、动态负载

平衡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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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体来源于哲学领域，是指关于存在及其本

质和规律的学说。本文认为，本体是概念化的明

确的规范说明。在本体中，符号与具体事物之间

的关联基于人们对所涉及概念的共同理解。本体

是支持知识共享和重用的形式化结构，它们可以

用来清晰地表示结构化和半结构化信息的语义，

从而支持信息的自动获取、维护和存取。本体提

供了解决 Ｗｅｂ资源异构表达的方法，本体中隐含

的领域模型可看成是为信息提供一个统一的共同

表达的语义结构［１］。本体在语义描述和资源发现

方面的优势为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提供

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

１　地理信息服务本体建模

本体模型一般按分类法组织，用形式化语言

表示和描述，如 ＯＩＬ、ＲＤＦＳ、ＯＷＬ等，本体也可

用概念图表示并存储。ＯＷＬＳ是使用 Ｗｅｂ本体

论语言ＯＷＬ定义的一种 Ｗｅｂ服务本体论，一个

Ｗｅｂ服务由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三个属性进行描述，它们的范围分别为Ｓｅｒｖｉ

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ｅｌ 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其中，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用于描述 Ｗｅｂ服务的能力，

它不仅可用于服务提供者发布信息，还可被服务

请求者用来描述自己的需求［２］。

地理信息服务是指使用数据和相关功能以完

成基本地学处理任务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应用程序。本文

所指的地理信息服务既可以是数据服务，也可以

是功能服务。地理信息服务本体的构建可分为分

析、概念化和实现三个阶段。在分析阶段，主要是

以文档形式说明开发本体的目的和领域知识；在

概念化阶段，要确定领域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

系；在实现阶段，主要使用形式化语言对概念化阶

段产生的领域概念模型进行编码，使计算机能够

理解和处理概念模型。概念化阶段作为本体建模

的核心阶段，将对概念化分析的结果以适当的形

式明确地记录下来。概念化的分析过程涉及到本

体的四个基本性质，即同一性、完整性、严格性和

依赖性。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可以从这四个基本

性质入手，澄清分类关系，识别层次结构，生成更

为合理的本体。

２　语义描述的地理信息服务多级匹

配算法

　　服务匹配是地理信息服务发现中的一个基本

问题，它的基本作用就是根据输入的服务请求，从

已发布的所有候选服务中选取匹配请求的地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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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并将匹配的服务列表排序输出［３，４］。

本文认为，当一个待选的地理信息服务和服

务请求足够相似时，则认为该服务匹配这个请求。

这里，问题是如何解释足够相似。当请求的服务

和待选的服务正好是同一个服务时，当然足够相

似，但这个条件过于苛刻，服务匹配应该具有很好

的灵活性。文献［５，６］在分析基于语义相似度的

服务匹配算法的基础上，引入信誉度匹配的概念，

提出了一个新的三级服务匹配算法。Ｗｅｂ服务

发现是待选服务集逐渐缩小的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Ｗｅｂ服务发现逐步缩减范围图

Ｆｉｇ．１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２．１　功能相似度

ＯＷＬＳＰｒｏｆｉｌｅ分别通过ｈａｓＩｎｐｕｔ、ｈａｓＯｕｔ

ｐｕｔ、ｈａｓ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和ｈａｓＲｅｓｕｌｔ来描述输入、

输出、前置条件和效果。待选地理信息服务

（ＯＢＪ）和请求（ＲＥＱ）的功能相似度为：

ｓｉ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Ｑ，ＯＢＪ）＝ 　　　　　　　

狑１ｓｉｍｉｎｐｕｔ（ＲＥＱ，ＯＢＪ）＋

狑２ｓｉｍｏｕｔｐｕｔ（ＲＥＱ，ＯＢＪ）＋

狑３ｓｉｍ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Ｑ，ＯＢＪ）＋

狑４ｓｉｍ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Ｑ，ＯＢＪ）

∑狑１＋狑２＋狑３＋狑４ ＝１ （１）

　　１）ＯＷＬ对象的相似度

两个ＯＷＬ对象犪与犫之间的相似度由它们

的公共信息量来描述：

ｓｉｍ（犪，犫）＝
犳ｃｏｍｍｏｎ（犪，犫）

犳ｄｅｓｃ（犪，犫）
（２）

式中，犳ｃｏｍｍｏｍ（犪，犫）表示犪与犫之间的公共信息；

犳ｄｅｓｃ（犪，犫）表示犪和犫的信息之和。

２）描述集合

式（２）中的公共信息表示是基于描述的，

ＯＷＬ对象犪的描述集合ｄｅｓｃ（犪）定义为：

ｄｅｓｃ（犪）＝ ｛（犪，狆，狅）∈犗｝ （３）

其中，犗表示ＯＷＬ本体；狅是本体中的对象；狆是

谓词；（犪，狆，狅）表示一个ＲＤＦ三元组。犪与犫的

描述并集ｃｏｄｅｓｃ犿，狀（犪，犫）和公共描述集ｃｏｍ犿，狀

（犪，犫）分别为：

ｃｏｄｅｓｃ犿，狀（犪，犫）＝ｄｅｓｃ犿（犪）∪ｄｅｓｃ狀（犫）

ｃｏｍ犿，狀（犪，犫）＝ （ｄｅｓｃ犿（犪）∩ｄｅｓｃ狀（犫））∪

｛（犪，狆，狅），（犫，狆，狅）狘（犪，狆，狅）∈

　ｄｅｓｃ犿（犪），（犫，狆，狅）∈ｄｅｓｃ狀（犫）｝ （４）

　　３）基于推理的信息值

本体中的一个元组所蕴含的信息量可以由该

元组的可推理性来度量，可推理性可以由该元组

用过的一些推理规则所生成的新ＲＤＦ元组的数

目来量化：

犚狉（狋，犗）＝

｛犫１，犫２，…，犫犻｝，犪１，犪２，…，犪犻∈犗

，｛ 其他
（５）

其中，狉为推理规则；狋为元组；犗为本体；｛犫１，犫２，

…，犫犻｝为应用推理规则生成的新的元组集合。在

式（６）的基础上可以定义元组针对某个ＯＷＬ构

件的可推理性［７］：

ｉｎｆ狉狊（（狊，狆，狅），犗）＝∪
狉∈狉狊
犚狉（（狊，狆，狅），犗）（６）

其中，狆为 ＯＷＬ构造；狉狊为针对构造狆 的推理

集。元组狋的狀阶可推理性定义为：

ｉｎｆ狀狉狊（狋，犗）＝ ∪
犲∈ｉｎｆ

狀－１
狉狊

（狋，犗）

ｉｎｆ狉狊（犲，犗） （７）

　　元组狋所蕴含的信息量成为可推理的信息值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ＩＢＩＶ），它的

值就是集合ｉｎｆ狀狉狊（狋，犗）元素的个数，即

ＩＢＩＶ（狋，犗）＝狘ｉｎｆ
狀
狉狊（狋，犗）狘

或 ＩＢＩＶ（狋）＝狘ｉｎｆ
狀
狉狊（狋，犗）狘 （８）

由式（８）可以量化式（２）中的犳ｃｏｍｍｏｍ（犪，犫）和犳ｄｅｓｃ

（犪，犫）：

犳ｃｏｍｍｏｍ（犪，犫）＝ ∑
（狓，狔）∈ｃｏｍ（犪，犫）

（ＩＢＩＶ（狓）＋ＩＢＩＶ（狔））

犳ｄｅｓｃ（犪，犫）＝ ∑
狊∈ｃｏｄｅｓｃ犿，狀

（犪，犫）

ＩＢＩＶ（狊）

　　将上述两式代入式（２）就可以计算待选的服

务和请求的功能相似度。

２．２　信誉度相似度

影响信誉度相似度的因素主要有响应时间、

可用性以及费用。信誉度相似度的定义如下：

ｓｉｍ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狑１ｓｉｍ犜 ＋狑２ｓｉｍ犃 ＋狑３ｓｉｍ犘

∑狑１＋狑２＋狑３ ＝１ （９）

式中，ｓｉｍ犜表示响应时间的相似度；ｓｉｍ犃表示可用

性的相似度；ｓｉｍ犘表示价格的相似度。

历史记录中的响应时间记录为狋１、狋２、…、狋狀，

则平均响应时间为狋＝
１

狀
∑
狀

犻＝１
狋犻。剔除误差大于３

倍统计值标准误差的数据后，重新计算平均值。

假设请求中的响应时间阈值为狋ｒｅｑｕｅｓｔ，则响应时间

的相似度为：

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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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犜 ＝
１，狋≤狋ｒｅｑｕｅｓｔ

狋ｒｅｑｕｅｓｔ／狋，狋＞狋ｒｅｑ
｛

ｕｅｓｔ

（１０）

　　同理，可计算可用性的相似度和价格的相似

度。

２．３　语义描述的地理信息服务多级匹配算法

在文档匹配的过程中，首先将请求服务的功

能概况文档依次与注册中心的所有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

ｆｉｌ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文档进行第１

级匹配。由于匹配文档只涉及到一些服务概述，

因此可能会得到多个符合条件的结果，过滤掉一

部分可能造成干扰的地理信息服务（如不相关的、

信息描述错误的，主要应用关键字匹配进行过

滤）。然后将这些符合条件的结果送到筛选决策

器，确定是否要进行第２级匹配。如果需要，则将

符合条件的地理信息服务通知注册中心，并分析

这些地理信息服务与请求服务在功能上的相似

度，从而根据设置的相似度阈值确定符合条件的

地理信息服务。第３级匹配是计算第２级匹配得

到的地理信息服务的信誉度，根据信誉度的高低

选择需要的地理信息服务。

３　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模

型

　　为了将服务本体和ＵＤＤＩ两种技术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需要在 ＵＤＤＩ支持的数据结构中引入

ＯＷＬＳＰｒｏｆｉｌｅ信息（即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本文正

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使用本体驱动扩展 ＵＤ

ＤＩ，从而实现处理 ＯＷＬＳＰｒｏｆｉｌｅ信息的目的。

基于这一设想，提出了本体驱动的服务注册中心

概念，其体系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流程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当服务注册中心的发布端口收到发布服务的

消息时，注册中心对其进行判断，如果消息中不包

含语义信息，注册中心按照普通 ＵＤＤＩ的处理方

式对其进行处理；如果消息中包含 ＯＷＬＳＰｒｏ

ｆｉｌｅ信息，则注册中心就会交给ＯＷＬＳＵＤＤＩ转

换模块，由转换模块根据消息中描述的语义信息

进行相应操作。这就意味着用户可以使用 ＵＤＤＩ

的查询接口访问 ＵＤＤＩ的查询功能，但是这种查

询方式不能在消息中包含语义信息，即不能使用

ＯＷＬＳＰｒｏｆｉｌｅ信息中的性能描述
［８，９］。

通过增强语义信息来扩展 ＵＤＤＩ，既可以广

泛地利用现有的大量ＵＤＤＩ以扩大地理信息服务

发现的范围，也有利于查询和发布基于语义的地

理信息服务，从而可以有效地利用语义信息，使地

理信息服务发现更加高效。其原理是在ＵＤＤＩ内

部引入ＯＷＬＳＰｒｏｆｉｌｅ信息，当 ＵＤＤＩ中存在与

ＯＷＬＳＰｒｏｆｉｌｅ对应的元素时，采用一一映射，如

ＯＷＬＳＰｒｏｆｉｌｅ中的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元素；当

ＵＤＤＩ中不存在与 ＯＷＬＳＰｒｏｆｉｌｅ对应的元素，

则采用基于 ＴＭｏｄｅｌ的映射。ＴＭｏｄｅｌ映射建

立在 ＷＳＤＬ到ＵＤＤＩ的松散耦合映射基础之上，

由ＯＡＳＩＳ委员会推荐。它为每个无法映射的

ＯＷＬＳＰｒｏｆｉｌｅ定义了专门的ＴＭｏｄｅｌ，如ＯＷＬ

Ｓ的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等。

４　试验验证

本文构建了原型系统对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

服务发现模型进行测试。该系统运行在一台配置

为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２处理器、主频１．８６ＧＨｚ、２Ｇ内存、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ＳＰ２的操作系统上。由于测试的目

的在于对发现模式本身进行分析和评价，因此，为

了消除网络传输过程中的影响，将所有的服务器

运行在同一台机器上，而且所有的服务信息都注

册在这台服务器上。每一个地理信息服务在服务

器中都有相应的服务描述。

构建地理信息服务本体需要选择合适的本体

构建工具，本文采用Ｐｒｏｔéｇé本体构建工具。在

实现服务匹配之前，基于本体的服务注册与服务

请求必须基于两个假定：① 假定服务提供者所提

供的数据和服务都进行了语义描述，而且这些数

据和服务都可用ＯＷＬＳ进行描述；② 假定服务

请求者和服务提供者为两个不同的应用本体，而

且存在于领域内的一个共享本体中。

本文分别从服务发现的冲突率、查全率、查准

率、响应率、负载等５个指标对本体驱动的地理信

息服务发现模型进行验证。其试验环境主要包括

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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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测试环境（专业领域测试环境、具体测试环

境、一般测试环境）和数据集测试环境（分别选取

地理信息服务数据集为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等

５种环境进行抽样测试）。通过构建直接搜索、基

于关键字以及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模型，

分别在相同配置、相同环境下，对服务发现结果的

冲突率、查全率、查准率进行记录，按一定周期（如

１周，响应时间、可用性等记录以系统运行日志为

准）为单位进行抽样概率统计，具体测评结果如下。

１）服务发现的冲突率

图３表示了地理信息服务发现过程中语义因

素的多少、服务的个数及时间和冲突的关系。图

中每个节点所代表的含义是：可选服务集中包含

狓个具体服务，使用狀个语义因素进行服务发现

所用的时间（或冲突比例），其值通过对每个固定

的选取条件执行多次的统计值［１０］得到。

由图３（ａ）可以看出，当使用的语义因素的个

数增加时，所用的时间基本上呈线性增加；由图３

（ｂ）知，当使用的语境因素的个数小于４时，其数

目的增加对降低冲突率的作用比较明显，使用１０

个语义因素时，冲突率在６％左右。当可选服务

集中包含的具体服务数小于２００个时，使用４个

左右的语义因素比较理想；对应的具体服务大于

２００时，使用４～１０个语义因素比较理想。

图３　语义因素与发现时间、发现结果

的冲突率的关系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ａｔｅｓ

２）服务发现的查全率

选取１００个地理信息服务和相应的本体分别

对直接搜索的服务发现、基于关键字的 ＵＤＤＩ服

务发现以及语义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进

行测试，其抽样统计结果如图４（ａ）所示（以运行

日志中１周的数据统计）。

为进一步对语义和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

发现机制的查全率进行验证，分别选取服务数量

为５０个、１００个、１５０个、２００个以及２５０个的地

理信息服务集进行测试，其统计结果如图４（ｂ）

所示。

图４　不同测试环境和不同数据集环

境下的服务发现查全率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ｇＲｅｃａｌｌ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ｎｄ

ＤａｔａＳｅｔｔｉｎｇ

３）服务发现的查准率

图５中，本体驱动的语义相似度计算可保证

查准率平均为９６％（相似度阈值为０．９）（以运行

日志中１周的数据统计）。

４）服务副本的负载

服务副本的负载指的是具备相同功能的多个

服务副本在一定时间间隔内承载的服务访问次

数［１１］。图６为在一个测试周期内（１周），对采用

传统ＵＤＤＩ及本体驱动的服务发现方法的３个服

务副本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其访问负载的分布情

况。可以看出，传统 ＵＤＤＩ的服务发现没有对服

务负载进行控制，很可能会出现服务副本在维护

周期内从运行状态转化为失效状态，而仍然处于

运行状态的服务副本的负载可能濒临上界（见图

６（ｂ））。而本体驱动的服务发现对服务负载进行

了较好的控制，提高了服务负载的平衡能力。

５）服务发现的响应率

服务发现的响应率（服务请求成功率）指的是

至少获得一个返回服务的请求个数占总发起请求

个数的比率［１２］。图７是系统运行周期内服务请

求响应率的统计结果图。可以看出，在整个运行

周期内，传统ＵＤＤＩ服务发现的响应率有明显的

下降趋势，而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的响

应率明显高于传统ＵＤＤＩ服务发现的响应率。

５　结　语

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以地理信息服

务本体和服务语义描述为基础。本文对本体驱动

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进行了测试和验证，结果证

明，这种发现模式不仅可以保证发现结果的查全

率和查准率，还具有平衡服务副本负载的能力。

４４６



　第３４卷第６期 张立朝等：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模型研究

图５　不同测试环境下

的服务发现查准率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Ｐｒｅ

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ｔｔｉｎｇ

　

图６　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与

基于传统ＵＤＤＩ服务发现的负载情况

Ｆｉｇ．６　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ｄｒｉｖｅｎ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ＵＤＤＩ

　

图７　地理信息服务

请求的响应率

Ｆｉｇ．７　Ｒｅｃａｌ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应该指出，本体驱动的地理信息服务发现中，地理

信息服务本体的构建和语义化描述是非常复杂的

系统工程，本文仅仅构建了地理信息服务发现的

测试环境，在实际应用中，地理信息服务的数量和

所处的环境都会对服务发现带来一定的影响。另

外，对于相似度阈值的限定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而

是根据服务的实际应用需求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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