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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给出了对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２进一步扩展的方案，完善了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模型。利用 ＵＭＬ概念与ＯＷＬ

概念之间的映射关系，实现了基于ＯＷＬ表达的影像与栅格元数据规范本体，并利用该本体描述提出了一种

基于用户交互的语义扩展方式，并将其应用到目录服务元数据查询中，缩小了用户查询与元数据描述的语义

鸿沟，提高了目录服务查询的针对性，并为影像与栅格元数据的发现提供了一种更加人性化的交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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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对地观测技术的不断发展
［１］，具有

时空协调、全天候、全天时的对地观测系统将形

成，并可获取海量的遥感影像数据。如何有效地

共享和集成应用如此众多的遥感影像数据，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１　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模型

地球空间信息的元数据表达存在众多的标

准，国际、国内主要的地球空间信息元数据标准包

括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ＴＣ２１１的地理信息元数

据标准———ＩＳＯ１９１１５
［２］、美国联邦地球空间数据

委员会的地球空间元数据标准———ＣＳＤＧＭ
［３］、地

理信息元数据规范国家标准———ＧＢ／Ｔ１９７１０
［４］

等。在这些标准中，描述影像与栅格数据的实体

和元素都比较少，无法满足对影像与栅格数据描

述的需要。针对这一缺陷，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２标准草

案［５］给出了针对影像和栅格数据的元数据扩展方

案，该规范继承了ＩＳＯ１９１１５中的标识信息、数据

质量信息、内容信息、获取信息等包，并在上述各

个包中增加了对影像与栅格数据进行描述的相关

实体和元素。本文以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２的元数据模型

为基础，并依据ＩＳＯ１９１１５定义的元数据描述与

扩展规则，进一步扩展了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２模型。扩展

的对象包括标识信息、数据质量信息、内容信息和

获取信息等四个包，而对于其他包，如空间表示信

息、参考系信息、需求信息和分发信息则沿用

ＩＳＯ１９１１５和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２中已有的描述。扩展过程

符合ＩＳＯ１９１１５标准在一致性、可扩展性方面的要

求。各项实体和元素的作用及意义描述如下。

１）ＭＲ＿景标识实体。本实体可以被 ＭＩ＿数

据标识实体聚合，它提供了一景数据获取情况的

基本描述信息，如轨道编号、网格参考、成像起止

时间、扫描行列数等元素，这些信息是进行数据生

产、组织、管理、分发、使用和处理所必需的基本信

息。

２）ＭＲ＿扫描质量实体。本实体继承ＤＱ数

据质量实体，提供了数据获取时扫描质量的基本

描述信息，包括误码率、丢线行计数、错线行计数

等。这些信息记录了数据产品本身的质量和精

度，是选取和使用某类卫星数据产品的重要参考

依据。

３）ＭＲ＿轨道实体。本实体可以由 ＭＩ＿平台

标识来聚合，提供了传感器搭载平台的运行轨道

描述信息，包括轨道类型、运行周期、重访周期、轨

道参数（普通轨道）、平台标称的经纬度和高度（对

地静止轨道）等。轨道信息是制定获取成像计划

的基本参考依据。

４）ＭＲ＿传感器实体、ＭＲ＿波段实体和 ＭＲ＿

定标信息实体。这三个实体扩充了对传感器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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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测量功能的基本描述信息。ＭＲ＿传感器实体

继承自 ＭＩ＿传感器实体，增加了对传感器的光谱

模式、观测模式和观测波段数量的描述，是用户对

比选用不同传感器获取数据的基本参考依据。

ＭＲ＿波段实体继承自 ＭＩ＿波段实体，该实体记录

了各个波段的用途描述和相关的定标信息实体，

对具体应用中波段的选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ＭＲ＿定标信息实体可以被 ＭＲ＿波段实体聚合，记

录了定标的方法、算法和参数等信息，它是开展定

量遥感科学研究和应用所必需的基本前提条件，

同时也是从原始低级数据产品生产制作一些高级

数据产品的必备条件。

５）ＭＲ＿成像辅助实体。本实体可以由 ＭＩ＿

获取信息聚合，记录了有关成像的辅助细节描述

信息，包括成像时间、成像位置和传感器速度矢

量、姿态角等信息。这些信息对于低级卫星产品

处理（如传感器校正、系统几何校正等）和一些应

用（如摄影测量、雷达干涉测量等）来说是必不可

少的，特别是在精度要求很高的情况下，必须利用

这些辅助信息来进行相应的处理。

通过对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２规范草案的进一步扩展，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模型，为遥

感影像数据的统一描述与共享提供了一种解决思

路。

２　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模型的本体实

现方法

　　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模型遵从ＩＳＯ１９１１５标准

定义准则，以 ＵＭＬ结合数据字典的方式来表达

元数据抽象模型。ＩＳＯ１９１３９
［６］利用 ＸＭＬＳｃｈｅ

ｍａ提供了一种以机器可读的方式表达元数据抽

象模型的方法。但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只能表达元素

和属性的名称以及它们在ＸＭＬ文档中的结构和

出现的次数，从语法层面对数据进行描述，不能够

完全表达 ＵＭＬ所描述的元数据抽象模型的含

义。此外，还可以利用ＲＤＦ、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来实现

ＵＭＬ表达的元数据抽象模型。但无论是 ＸＭＬ

Ｓｃｈｅｍａ、ＲＤＦ，还是 ＲＤＦＳｃｈｅｍａ，对 ＵＭＬ模型

进行转换时，都存在缺陷，很难完整地体现元数据

模型中各个实体和元素之间所蕴含的语义信息。

因此，本文采用网络本体语言ＯＷＬ完成影像与

栅格元数据抽象模型的具体实现。参照文献［７］

中所提出的 ＵＭＬ与 ＯＷＬ概念的映射方法，实

现了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模型从 ＵＭＬ到ＯＷＬ表

达的转换，从而完成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本体的构

建，并通过引用已有的ＩＳＯ１９１ＸＸ 系列规范本

体，保持该本体的通用性和规范性。

２．１　犗犠犔概念与犝犕犔概念的映射方案

ＵＭＬ属于面向对象领域的建模语言，ＯＷＬ

属于构建本体概念的表示语言，两者都建立在概

念、类和关系之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ＵＭＬ中

的类可以被表达为ｏｗｌ：Ｃｌａｓｓ，ＵＭＬ中的关系可

以被映射为ｏｗｌ：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ＵＭＬ的属性可

以被映射为ｏｗｌ：Ｄａｔａｔｙｐ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但是，由于

两个模型产生的出发点不同，导致两者之间还存

在一些差异，一些概念不能被直接映射，需要一定

的转换和特殊处理。本文继承了文献［７］中定义

的转换规则，针对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抽象模型中

所用到的 ＵＭＬ概念，给出了其与 ＯＷＬ概念的

具体映射方法，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ＵＭＬ概念与ＯＷＬ概念的映射规则表

Ｔａｂ．１　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ｕｌ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Ｍ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

ＯＷＬＣｏｎｃｅｐｔ

ＵＭＬ概念 ＯＷＬ概念

包 （Ｐａｃｋａｇｅ） 本体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类 （Ｃｌａｓｓ） 类 （Ｃｌａｓｓ）

属性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数据属性 （Ｄａｔａ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关系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对象属性 （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泛化关系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层次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

（ＵｓｅｒｄｅｆｉｎａｂｌｅＤａｔａＴｙｐｅ）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Ｔｙｐｅ）

原始数据类型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ＤａｔａＴｙｐｅ）

ＸＳＤ类型 （ｘｓｄ：ｔｙｐｅ）

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 实例（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多样性限制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限制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２．２　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本体实现

在确定了 ＵＭＬ概念与ＯＷＬ概念的映射规

则后，依据该规则，在Ｐｒｏｔéｇé工具的帮助下，手

工建立了基于ＯＷＬ描述的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本

体。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本体引用了ＩＳＯ１９１ＸＸ

系列规范［８］中部分已经实现的规范本体。图１表

示ＩＳＯ１９１ＸＸ系列规范本体之间的引用关系（即

通过ＯＷＬ中的ｉｍｐｏｒｔ方式导入）。

图２展示了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本体的可视化

片段，该可视化片段主要反映了与 ＭＩ＿Ｓｅｎｓｏｒ类

相关的部分本体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关系，如

ＭＩ＿Ｓｅｎｓｏｒ类聚合了 Ｍ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类、Ｍ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类、ＭＩ＿Ｓｅｎｓｏｒ类、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ＣＩ＿Ｃｉｔａ

ｔｉｏｎ类；ＭＩ＿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类包含了ｆｒａｍｅＣａｍｅｒａ、

ｈｙ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ｏｎａｒ、ｌｉｄａｒ、ｐｕｓｈｂｒｏｏｍＡｒｒａｙ、ｓａｒ、

ｓｃａｎＬｉｎｅａｒＡｒｒａｙ等实例。

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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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ＩＳＯ１９１ＸＸ系列规范本体引用关系

Ｆｉｇ．１　Ｑｕｏ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ＩＳＯ１９１ＸＸ

Ｓｅｒｉｅ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

图２　ＭＩ＿Ｓｅｎｓｏｒ类的本体可视化片段

Ｆｉｇ．２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ｎａｔｃｈｏｆＭＩ＿ＳｅｎｓｏｒＣｌａｓｓ

３　基于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本体的语

义查询扩展

　　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模型涉及数百个元数据实

体和属性，现有的目录服务往往只提供部分的实

体和属性的组合查询条件以及基于关键字的模糊

查询方法，该方法导致用户无法将自己的查询意

图准确地和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模型相对应，很难

准确定位到自己所需要的影像数据。基于影像与

栅格元数据本体的查询扩展，充分利用该本体所

表达的元数据知识，推理各个元数据实体和属性

的概念关系，帮助用户发现知识和完善查询条件，

使用户更加准确地表达其查询语义，从而更加迅

速和有效地发现自己所需要的影像与栅格数据。

为了验证语义查询扩展的解决思路，本文设

计并实现了语义查询扩展原型系统，如图３所示。

该系统采用Ｃ／Ｓ模式，由语义查询交互客户端、

推理机服务、目录服务三大部分构成。

语义交互客户端主要是用来与用户进行交

互，该客户端列举了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模型所包

图３　语义查询扩展原型系统构架图

Ｆｉｇ．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Ｑｕｅｒｙ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含的包结构。用户可以灵活地在该客户端选择与

查询意图相联系的包和实体，每一种包和实体对

应的解释在文本面板中显示，从而帮助用户选择

适合的元数据描述，充分表达自己的查询语义。

一旦选定了相关实体，用户可以通过该客户端连

接推理机服务和目录服务，实现语义推理和目录

服务查询。

推理机服务依据用户设定的语义查询输入输

出弧度（指用户需要推理机向上或者向下推理的

层级数），完成用户的语义推理请求，主要利用Ｊｅ

ｎａ
［９］读取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本体，并使用 Ｐｅｌ

ｌｅｔ
［１０］进行ＯＷＬＤＬ层次的推理，将结果返还给

客户端，客户端接收到推理结果后，自动生成组合

查询条件框，供用户选择。

目录服务遵循ＯＧＣ的ＣＳＷ 规范，基于开源

项目Ｇｅｏ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１］实现，提供标准的目录服务

接口，解析用户通过语义交互客户端发送的目录

服务请求参数，完成目录的查询，并将结果返回给

客户端。

图４展示了一个具体的查询实例，用户意图

利用传感器信息来过滤元数据，但由于缺乏对传

感器实体的了解，需要通过交互选择具体的过滤

选项。首先选定内容信息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中的 ＭＩ＿Ｓｅｎｓｏｒ实体，设定输出度为１的语

图４　语义查询扩展客户端

Ｆｉｇ．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Ｑｕｅｒｙ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Ｃｌｉｅｎｔ

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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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查询，发送语义扩展请求至Ｐｅｌｌｅｔ推理机，推理

查询 ＭＩ＿Ｓｅｎｓｏｒ实体直接包含的元素，包括操作

模式（Ｍ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采集类型（ＭＩ＿Ｃｏｌｌｅｃ

ｔｏｒ）、传感器类型（ＭＩ＿ＳｅｎｓｏｒＣｌａｓｓ）、传感器描述

（Ｓｅｎｓｏ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传感器参考（ＩＳＯ１９１１５：

ＣＩ＿Ｃｉｔａｔｉｏｎ）。然后，系统依据返回的推理结果自

动生成组合条件框，供用户选择。用户选择了 ＭＩ＿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ｄｅ中的ｃｒｏｓｓｔｒａｃｋ、ＭＩ＿Ｃｏｌｌｅｃｔｏｒ中的

ｓａｒ、ＭＩ＿ＳｅｎｓｏｒＣｌａｓｓ中的ｉｍａｇｅ作为查询条件，查

询条件封装在ＧｅｔＲｅｃｏｒｄｓ操作请求中，发送至目

录服务端，返回的结果集在文本框中显示。

原型系统验证了本文提出的语义查询扩展思

路，借助推理机，丰富了目录服务系统与用户的交

互能力，帮助用户更好地描述查询语义。

４　结　语

　　本文利用ＵＭＬ与ＯＷＬ模型之间的映射关

系，构建了影像与栅格元数据模型的本体，进一步

将该本体应用于传统目录服务的用户查询交互

中，使用户充分表达自己的查询语义，大大提高了

用户查询的针对性。下一步的研究将继续完善该

查询的扩展功能，实现兼容多个元数据规范的语

义交互查询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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