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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个基于粒计算的制图综合选取知识获取模型，旨在探讨从范例数据中获取制图对象之间内

在关联知识的途径，为制图综合选取推理提供决策规则。并以河流选取为例，对基于粒计算的制图综合选取

的知识获取模型和方法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制图综合；知识获取；决策规则；粒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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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较大比例尺的地图缩小为较小比例尺的地

图时，知识的表达发生了变化，变化的规律可以由

一系列的制图综合知识来引导。由于地理环境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需要在制图综合规范和制图专

家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新的综合应

用模型和知识表示手段，以完成引导地图自动综

合的重任。因此，研究从数据库中获取有关地理

现实世界的隐性知识，并用于指导制图综合的推

理过程，就成为智能化地图自动综合的主要任务

之一。本文从粒计算的角度分析和探讨了制图综

合选取的知识获取模型和方法。

１　知识表达与获取

选取是制图综合的基本问题之一。无论是点

状、线状还是面状要素的选取，都存在一个当选取

的数量指标一定时对指标进行结构分配的问题。

其核心是结构识别，即在数据库所存储的地理元素

间的语义、几何和关系信息的基础上，综合所需要

的若干新的关系信息，以查明地理实体在空间结

构中的地位，为地物的分配式选取提供结构依据。

１．１　知识表达与获取模型

定义１　一个知识表达与获取模型可以定义

为一个四元组：

犓犙 ＝ 犝，犚，犞，（ ）犳 （１）

其中，犝 是制图对象的非空有限集合，称为论域；

犚＝犆∪犇是指面向目标比例尺的动态属性集合，

子集犆和犇 分别称为面向目标比例尺的条件属

性集和决策属性集；犞＝∪
犪∈犚
犞犪，犞犪是属性犡犻的值

域；犳：犝×犃→犞 是一个信息函数，它指定犝 中每

一个对象犃犽的属性值。以数据表格形式显示的

知识表达系统是对制图对象的说明性描述，如表

１所示。所得的决策规则为：如果Ｄｅｓ犆（犃犽）＝［犳

（犃犽，犡１），犳（犃犽，犡２），…，犳（犃犽，犡狊）］，那么有

Ｄｅｓ犇（犃犽）＝［犳（犃犽，犡狊＋１），犳（犃犽，犡狊＋２），…，犳

（犃犽，犡狀）］。其中，函数犳（犃犽，犡犻）是对象犃犽在属

性犡犻上的描述函数。这样的决策规则通过从决

策范例中总结条件属性与决策属性的关系产生，

对于未知对象的判断有很强的适用性。

表１　知识表达系统

Ｔａｂ．１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论域Ｕ
条件属性集犆 决策属性集犇

犡１ … 犡狊 犡狊＋１ … 犡狀

犃１ 狓１１ … 狓１狊 狓１狊＋１ … 狓１狀

犃２ 狓２１ … 狓２狊 狓２狊＋１ … 狓２狀

    

犃犿 狓犿１ … 狓犿狊 狓犿狊＋１ … 狓犿狀

１．２　知识粒、知识粒结构与二进制粒

知识粒与知识粒结构是知识获取模型的粒计

算的基础。

定义２　给定知识库犓＝（犝，犚），其中犝 为

论域，犚为论域犝 上的等价关系簇。任意子集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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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都将论域犝 划分成互不相交的等价类。等

价关系ＩＮＤ（犚）称作具有知识犚的粒。

定义３　一个知识粒可以用一个三元组犓犌

＝（犐，犈，犉）来描述。其中犐称为知识粒犓犌 的内

涵；犈称为知识粒犓犌 的外延；犉为内涵和外延之

间的转换函数。

定义４　当目标比例尺确定时，知识粒的内

涵犐表示为等价关系生成条件的集合。形式化表

示为：

犐＝ ∪
狀

犻＝１

｛狉犻｝ （２）

其中，狉犻为知识粒犓犌 的第犻条生成条件。

定义５　知识粒的外延犈表示为被这个粒所

涵盖的对象的集合。犈形式化描述为：

犈＝ ∪
犪

犻＝１

｛狌犻｝ （３）

其中，狌犻表示对象；犻表示对象的标号；犪表示该粒

中对象的数量。

知识粒的转换函数犉为知识犚 的离散化函

数。

定义６　若一个知识粒可以用一个三元组

犓犌＝（犐，犈，犉）来描述，则犓犌＝｛犓犌１，犓犌２，…，

犓犌犿｝称为一个知识粒结构。

定义７　设论域犝＝｛狌１，狌２，…，狌狀｝和等价关

系犚，商集犝／犚 中的犚基本粒用诸如０１１０１…

０１０的狀位二进制串表示，其中第犻位为１，表示

个体狌犻属于该粒；为０，表示个体狌犻不属于该粒，

则称此二进制串为二进制粒。

一个等价类对应着一个知识粒，而一个知识

粒可以用一个二进制数来表达。这样，从等价类

到知识粒，再到二进制数，知识的表达与获取经历

了三种状态空间，状态空间的转换无疑将有助于

提高从初始知识中获取规则知识的效率。

１．３　知识获取机制

知识的获取取决于知识的依赖性。知识的依

赖性可形式化定义如下［４］：令犓＝（犝，犚）是一个

知识库，犆，犇犚。犆犇，即知识犇 依赖于知识

犆，当且仅当ＩＮＤ（犆）ＩＮＤ（犇）。但有时知识的

依赖性可能是部分的，这意味着知识犇 仅有部分

是由知识犆 导出的。部分可导出可由知识的正

域来定义。知识犇和犆间的依赖度可描述为：

犽＝γ犆（犇）＝狘ＰＯＳ犆（犇）狘／狘犝狘 （４）

当犽＝１时，称犇 完全依赖于犆；当０＜犽＜１时，

称犇部分依赖于犆；当犽＝０时，称犇完全独立于

犆。

以知识依赖为基础的知识获取主要体现在：

① 当知识犇 和知识犆 均为条件属性时，若知识

犇完全依赖于知识犆，则在知识库中，知识犇 是

多余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犆∪犇 与知识犆 提

供同样的对象特征，据此可以对属性进行约简，以

减少不必要的数据。② 当知识犆为条件属性，而

知识犇为决策属性时，知识的依赖分析可以客观

地量化出决策属性对条件属性的依赖程度，进一

步可获得条件属性的重要性、权重值和决策规则。

１．４　知识获取

１）属性的重要性

属性子集犃犆在属性集犆中的重要性可以

用两者依赖程度的差来度量，即γ犆（犇）－γ犆－犃犻
（犇），这表示当从属性集犆中去掉属性子集犃 对

犇 近似分类的影响。

２）属性的权重值

属性的权重值可以表达为：

狑犻＝
γ犆（犇）－γ犆－犃犻（犇）

∑
狀

犼＝１

（γ犆（犇）－γ犆－犃
犼
（犇））

，犻＝１，２，…，狀

（５）

　　３）决策规则

决策规则的获取以属性数据的约简为基础。

数据约简是从决策表系统的条件属性中去掉不必

要的条件属性，以用最少的属性区分不同的决策，

即提供同样多的信息，使决策表的决策属性和条

件属性的依赖关系不发生变化。属性约简算法

为：对于决策表中的每一个条件属性犮犻进行如下

过程，直至条件属性集合不再发生变化为止：如果

删除该属性犮犻，使得ＰＯＳ（犆－｛犮犻｝）（犇）＝ＰＯＳ犆（犇），

则说明属性犮犻是相对于决策属性犇 不必要的，从

决策表中删除属性犮犻所在的列，并将重复的行进

行合并；若删除该属性犮犻，使得ＰＯＳ（犆－｛犮犻｝）（犇）≠

ＰＯＳ犆（犇），说明属性犮犻是相对于决策属性犇 必要

的，不能从决策表中删除。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建模分析

以图１（ａ）为例，该河系为典型的自然树结

构，低级河流（河流深度为１的河流）占河流总数

的８０％以上，且低级河流在其主流两侧分布不均

匀。在分析河系的自身特点以及河流选取的基本

原则的基础上，河流的选取综合考虑河流长度、河

流深度、同侧河流间隔、同侧河流密度等几个方面

的指标。本文规定河源河段的深度为１，其他河

段的深度为其上游河段深度的总和，每条河流实

体的深度即为组成该河流的河段深度的总和。为

９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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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计算，本文采用两支流河口之间的距离作为

同侧河流间隔。同侧河流密度τ＝同侧支流条数

狀／主流长度犾。

表２为河流属性知识表达系统，其中，论域犝

是河流的非空有限集合；犆＝｛犮１，犮２，犮３，犮４｝是河流

属性的非空有限集合。

表２　河流知识表达系统

Ｔａｂ．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ｉｖｅｒｓ

论域犝
河流长度

犮１／ｋｍ

河流深

度犮２／ｋｍ

同侧河流间

隔犮３／ｋｍ

同侧河流密度

犮４／条·ｋｍ－１

狓１ ４８．５０７ ４２ １８．８４３ ０．１８６

狓２ ２６．７３６ ９ ５．３４７ ０．１８６

狓３ １８．０７９ ５ １３．６２３ ０．１８６

狓４ １５．７８７ １１ ２．８０１ ０．１８６

狓５ ９．５４９ １ ２．２９２ ０．１８６

… … … … …

狓４１ ０．７６４ １ ０．３８２ ０．２１９

狓４２ ０．４５８ １ ０．３８２ ０．２１９

　　表３为从河流数据中按奇数标号抽取的样本

构建的河流属性知识表达系统决策表（表２论域

中的偶数项为待选取对象），括号中的值为对应的

离散化的值。数据离散化采用的是目标比例尺适

应算法，即以决策属性选取的数目为基准将每一

个属性空间划分为二值区间。离散化函数为犉犮
１

＝２．７３７，犉犮
２
＝１．５，犉犮

３
＝２．４８３，犉犮

４
＝０．１５４。对

划分的区间采用０、１二值编码，决策属性集则用

１和０分别代表“选择”和“不选择”。

表３　河流属性知识表达系统决策表

和知识决策表（离散化）

Ｔａｂ．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ｆｏ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Ｒｉｖｅｒｓ

犝
犆

犮１ 犮２ 犮３ 犮４
犇

狓１ ４８．５０７（１） ４２（１） １８．８４３（１）０．１８６（１） 选取（１）

狓３ １８．０７９（１） ５（１） １３．６２３（１）０．１８６（１） 选取（１）

狓５ ９．５４９（１） １（０） ２．２９２（０） ０．１８６（１） 选取（１）

狓７ ８．２７５（１） ２（１） ４．７１１（１） ０．１１１（０） 选取（１）

狓９ ６．６２０（１） １（０） １．９１０（０） ０．１８６（１） 选取（１）

狓１１ ５．６０２（１） １（０） ２．８０１（１） ０．１８６（１） 选取（１）

狓１３ ４．９６５（１） １（０） ０．７６４（０） ０．４４３（１） 选取（１）

狓１５ ４．０７４（１） ２（１） １．１４６（０） ０．４４３（１） 不选取（０）

狓１７ ３．７６９（１） １（０） １．４００（０） ０．４４３（１） 选取（１）

狓１９ ３．５１４（１） １（０） ９．２９４（１） ０．１１２（０） 选取（１）

狓２１ ３．３１０（１） １（０） １．９１０（０） ０．１８６（１） 选取（１）

狓２３ ２．９２８（１） １（０） ２．５４６（１） ０．１２１（０） 选取（１）

狓２５ ２．５４６（０） １（０） １．７８２（０） ０．４４３（１） 不选取（０）

狓２７ ２．４１９（０） １（０） １０．８２２（１）０．０５５（０） 不选取（０）

狓２９ ２．２９２（０） ２（１） ２．６７４（１） ０．１８６（１） 选取（１）

狓３１ ２．０３７（０） １（０） ４．４５６（１） ０．４４３（１） 不选取（０）

狓３３ １．７８２（０） １（０） １８．８４３（１）０．０３７（０） 不选取（０）

狓３５ １．５２８（０） １（０） ２．４１９（０） ０．１８６（１） 不选取（０）

狓３７ １．４００（０） １（０） ６．７４８（１） ０．１８６（１） 不选取（０）

狓３９ １．１４６（０） １（０） １．１４６（０） ０．１８６（１） 不选取（０）

狓４１ ０．７６４（０） １（０） ０．３８２（０） ０．２１９（１） 不选取（０）

２．２　构建知识粒、粒结构及二进制粒

若按属性犮１河流长度分类，可得商集犝／ＩＮＤ

（犃）＝｛［犓犌１犮
１
］，［犓犌２犮

１
］｝，其中，［犓犌１犮

１
］＝｛狓１，

狓３，狓５，狓７，狓９，狓１１，狓１３，狓１５，狓１７，狓１９，狓２１，狓２３｝和

［犓犌２犮
１
］＝｛狓２５，狓２７，狓２９，狓３１，狓３３，狓３５，狓３７，狓３９，狓４１｝

称为属性知识河流长度的知识粒。此时，一个商

集即为一个知识粒结构。属性知识河流长度的粒

结构可以表示为犓犌犮
１
＝｛［犓犌１犮

１
］，［犓犌２犮

１
］｝。同

理可得各属性知识的知识粒及其粒结构。将知识

粒进行二进制粒化，如知识粒犓犌１犮
２
二进制粒化为

“１１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这样，集合上的交和

并运算就转化成二进制粒的按位合取和析取。

２．３　知识获取与结果分析

属性知识依赖分析如下。由于ＩＮＤ（（犮１，犮２，

犮３）∪（犮１，犮２，犮３，犮４））＝ＩＮＤ（犮１，犮２，犮３），即ＩＮＤ

（犮１，犮２，犮３）ＩＮＤ（犮１，犮２，犮３，犮４），因此有犆犇，知

识犮１、犮２、犮３、犮４依赖于知识犮１、犮２、犮３，说明知识犮１、

犮２、犮３、犮４与知识犮１、犮２、犮３提供同样的属性特征，也

即知识犮４是多余的。

属性知识约简结果显示，影响河流选取的条

件因素只需考虑河流长度犮１、河流深度犮２以及同

侧河流间隔犮３三个属性即可。属性的重要性计算

结果显示，三个属性在决策中的作用并不相同，

犮１、犮２、犮３的重要性数值分别为０．７６２、０．５２４、

０．１９０，权重值分别为０．５１６、０．３５５、０．１２９。属性

的权重值可用于计算制图对象的重要性［５］。

知识获取的主要目的是在属性约简的基础上

得到用于选取分类推理的决策规则。由实验数据

获取的决策规则为狉１１：（犮１＝１）∧（犮２＝０）→（犱＝

１）｜（８，８）；狉２１：（犮２＝１）∧（犮３＝１）→（犱＝１）｜（３，

３）；狉３１：（犮１＝１）∧（犮３＝１）→（犱＝１）｜（３，３）；狉４１：

（犮２＝１）∧（犮３＝０）→（犱＝０）｜（１，１）；狉５１：（犮１＝０）

∧（犮２＝１）→（犱＝１）｜（８，８）；狉６２：（犮１＝０）∧（犮２＝

０）→（犱＝０）｜（４，４）；狉７２：（犮１＝０）∧（犮３＝０）→（犱＝

０）｜（１，１），根据所获规则对表２的待选取对象（偶

数项）进行匹配、推理，其中的狓２～狓２４的偶数项被

选取。

图１为河流选取结果对比图，图１（ａ）为原始

图，图１（ｂ）为按长度选取的结果，图１（ｃ）为同时

考虑河流长度、河流深度以及同侧河流间隔三个

属性时，根据所获决策规则的选取结果。显然，多

属性的综合考虑更能体现制图综合的原则，并满

足制图对象基本特征的表达。

３　结　语

从数据库中获取制图对象之间的内在知识，

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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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河流选取结果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ｆｏｒＲｉｖｅｒｓ

并用于指导制图综合的选取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和

方法。对制图综合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多属性决策

问题，该方法可以形式化知识的表达，并根据提供

的范例数据本身得到量化的属性依赖特征和属性

的权重值，并在此基础上简化属性集，进而获得引

导制图综合推理的决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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