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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遥感信息服务的领域特征及其概念的事件名词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框架语义学理论，提出了基

于事件框架提取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语义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形式概念分析构建遥感信息服务分类本体

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了此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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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信息服务分类是遥感信息服务组织和管

理的良好方式，辅助服务的描述、发布和发现，为

空间信息服务的共享、集成和互操作提供基础。

然而，现有的空间信息服务分类大部分采用传统

的信息分类结构利用自然语言表达服务领域知

识，不足以形式化地表达遥感信息服务概念之间

错综复杂的关系［１，２］。本体在形式化表达概念、概

念之间的关系和支持逻辑推理上的强大优势弥补

了现有分类的不足［３，４］，有利于对遥感信息服务进

行基于语义的管理、查询和检索，提高查全率和查

准率，在空间信息服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研究和应

用［５７］。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事件框架和形式概念

分析构建遥感信息服务分类本体的方法，并以部分

遥感信息服务概念为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１　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语义特征

１．１　遥感信息服务的领域特征

１．１．１　对空间信息特征的依存性和针对性

遥感信息服务概念对空间信息的特征体现出

依存性。如“坐标变换”概念依存于“坐标”概念，而

坐标是空间信息空间特征的体现；“灰度重采样”概

念依存于“灰度”概念，而灰度是空间信息在遥感过

程中波谱特征的体现；“时间重采样”概念对“时间”

概念存在依存性，而时间是空间信息时间特征的体

现。这些概念所表现出来的依存性比较明显，但还

有一些概念并不能从字面上看出其依存性，需要利

用其定义或者领域知识进行深入分析。如“影像配

准”需要分析其定义才能知道它对于空间坐标具有

依存性；“矢量／栅格转换”需要利用“矢量和栅格是

空间表达的两种方式”这一领域知识，才能知道其

对空间的依存性。结合ＩＳＯ１９１０９中通用要素模型

可知，遥感信息服务往往对空间信息的时间、空间、

波谱或专题特征具有针对性。

１．１．２　遥感信息服务自身的复杂多样性

由于对地观测技术和遥感信息处理技术的发

展，遥感信息服务自身呈现多样性特点。首先，数

据源的多样性导致服务的多样性。遥感数据获取

的多传感器、多空间分辨率、多光谱分辨率、多时

相的特点，使得遥感信息服务所涉及的数据类型

多样，而某一功能的遥感信息服务往往不具备处

理所有类型遥感数据的能力，对于不同类型的遥

感数据需要区别对待。其次，实现过程或算法的

多样性导致服务的多样性。某一类型的遥感信息

服务在实现上往往采用不同的算法或过程，虽然

功能相似，但是算法却存在差异。

１．２　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事件名词特征

分析服务的定义可以得知，遥感信息服务概

念具有语言学的名词化特征。服务是实体，自然

语言中通常采用名词来表达；服务的功能是通过

接口提供的，接口是表示实体行为特征的，因而服

务具有行为动作特点，自然语言中表达行为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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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动词。因此，一个服务概念必然既具有名词

特征又具有动词特征。在语言学中，这种“动名兼

类”现象就是名词化［８］。

动词名词化是遥感信息服务概念领域的主要

名词化方式。遥感信息服务概念中存在不少的事

件名词结构，如“变化检测”、“影像配准”、“影像增

强”、“坐标变换”“特征提取”等。这些概念都是动

作或过程的抽象概念，在词性上是名词结构，在语

义上表示抽象事物，具有事件的语义特征。

２　基于事件框架和形式概念分析构

建遥感信息服务分类本体

　　基于事件框架和形式概念分析构建遥感信息

服务分类本体的主要思想为：从语言学角度结合

框架语义学理论提出基于事件框架提取遥感信息

服务概念语义成分的方法，运用该方法提取遥感

信息服务概念的语义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形式

概念分析理论确定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形式背

景，构建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概念格，分析概念与

概念之间的关系，构建遥感信息服务分类本体。

２．１　基于事件框架提取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语

义特征

２．１．１　事件认知框架

框架语义学将词汇的意义与认知结构结合起

来，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由许

多认知活动构成的框架。要理解一个词的意义，

必须将其放到它所激活的框架中去。事件框架［９］

是框架语义学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认知结构。处

于事件框架之内或构成事件框架的是概念上共同

或相互激活的一组成分和相互关系。一个事件框

架的要素包括动作和与动作相关的事物。与动作

相关的事物包括施事、受事、工具、结果、手段、方

式、条件、时间、地点等。当然，这些要素在一个事

件框架中并不是必须同时出现的。常见的事件认

知框架有“施事动作受事”、“施事动作结果”、

“施事动作与事受事”、“施事工具动作受事”

以及“当事行为／经历”等。

事件认知框架为分析词汇的客观意义（词典

意义）以外的隐含语义提供了认知域和概念结构，

弥补了成分分析法在分析词汇语义时立足于客观

意义而忽略隐含在认知结构中的语义成分的不

足。因此，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基于事件框

架分析遥感信息服务概念语义特征的方法。

２．１．２　遥感信息服务概念语义成分分析

在分析遥感信息服务概念时，要将其放置在

相应的事件框架所形成的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结构

中去，通过分析事件中的动作、与动作相关的事物

及相互关系，来揭示隐含在框架中的语义成分，作

为对概念的客观意义的补充。

结合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语义特征分析可知

其事件要素通常包括施事、动作、受事、方式、方

法、条件、结果以及由这些要素所激活的其他概念

和关系。施事通常指一个服务实体，是进行遥感

信息服务的主体，是语义特征分析的对象，通常不

作为语义成分出现，可以省略。动作受事通常指

操作及其具体对象，如操作坐标值、时间值、灰度

值等。方式，指遥感信息服务采用的对数据操作

的方式。方法，指实现服务的方法，如中值滤波、

双线性内插等。条件，指遥感信息服务概念所依

赖的前提和要求，如影像配准是进行变化检测的

前提条件。结果，指遥感信息服务所达到的结果

和影响。这些要素同时还会激活与其相关的其他

概念和关系，主要包括遥感信息服务所针对的空

间信息特征，如时间、空间、波谱／专题等，遥感信

息服务所针对的数据类型，如矢量、栅格、全色影

像、多光谱影像、高光谱影像、雷达影像等，遥感信

息服务所针对的传感器类型等。本文采用［动作

受事］［方式］［方法］［条件］［结果］［被操作的

空间信息特征类型］［数据类型］［其他语义成

分］这样的基于事件框架的语义成分分析模式来

分析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语义特征。这些要素在

一个服务概念中并不是必须同时出现的，要将概

念放入它所激活的概念结构中去进行具体分析。

以“坐标操作”、“坐标变换”、“坐标转换”、“地

图投影”等概念为例进行概念的语义特征分析。

这些概念都属于坐标操作事件框架。首先将这些

概念放到相应的认知框架中去，激活一系列的相

关词汇，如“坐标”、“坐标系”、“坐标参照系”、“笛

卡尔坐标系”、“大地坐标系”、“投影坐标系”、“极

坐标系”、“重力坐标系”、“平面坐标系”、“图像坐

标系”、“基准”、“大地基准”、“高程基准”、“工程基

准”、“地图”、“图像”、“空间属性”等，这些词汇和

概念连接成一个关于坐标的知识网络，为上述概

念的理解提供知识背景。

然后，基于坐标的知识网络利用上述基于事

件框架的语义成分分析模式，依据概念的定义手

动进行概念的语义特征分析。以“坐标操作”为

例，其［动作受事］为“＋改变坐标值”，［方式］为

“＋从源坐标系到目标坐标系”，［被操作的空间信

息特征类型］为“＋空间特征”，而［方法］、［条件］、

［结果］、［数据类型］、［其他语义成分］则缺省。依

４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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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进行上述概念的语义特征分析，结果为：

坐标操作：［＋改变坐标值，＋从源坐标系到

目标坐标系，＋空间特征］。

坐标变换：［＋改变坐标值，＋从源坐标系到目

标坐标系，＋空间特征，＋两个坐标系基准不同］。

坐标转换：［＋改变坐标值，＋从源坐标系到目

标坐标系，＋空间特征，＋两个坐标系基准相同］。

地图投影：［＋改变坐标值，＋地图，＋从源坐

标系到目标坐标系，＋空间特征，＋两个坐标系基

准相同，＋源坐标系是大地坐标系，＋目标坐标系

是平面坐标系］。

２．２　基于形式概念分析的遥感信息服务分类本

体构建

以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语义特征提取为基础，

利用形式概念分析方法半自动地构建遥感信息服

务分类本体的过程包括：首先，根据形式背景三元

组（犌，犕，犐）确定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形式背景。

其中，犌表示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集合，如｛坐标操

作，坐标变换，坐标转换，地图投影，几何校正，图像

增强，图像分类，…｝；犕 表示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

语义特征集合，如｛改变坐标值，目标坐标系为投影

坐标系，源坐标系为大地坐标系，消除，几何畸变，

…｝；犐表示犌中的遥感信息服务概念是否具有犕

中的语义特征。然后，利用形式概念分析工具

ＣｏｎｃｅｐｔＥｘｐｌｏｒｅｒ构造遥感信息服务概念格；接着

分析遥感信息服务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用本体

语言ＯＷＬ对遥感信息服务概念及其关系进行本

体形式化。

本文以“变化检测”、“图像增强”、“图像分

类”、“几何校正”、“辐射校正”、“坐标变换”等２７

个代表性的遥感信息服务概念为例，利用形式概

念分析构造概念格（见图１）。图中部分概念结点

如表１所示。分析图１可知，共形成形式概念４１

个，在原有的２７个概念基础上新产生了１４个概

念，分别是图１中的 Ｔｏｐ、犆１、犆２、犆３、犆４、犆５、犆７、

犆８、犆１２、犆１３、犆１５、犆２０、犆２１和Ｂｏｔｔｏｍ空概念。图中

处于上层的概念是下层相关概念的超概念，处于

下层的概念是上层相关概念的子概念。由此可

知，概念格中的一个子概念可以有多个超概念，一

个超概念可以有多个子概念，从而形成了概念之

间多对多的关系，较传统的分类体系所表达的关

系更加丰富。在对概念结点及概念结点之间上下

位关系分析的基础上，用 ＯＷＬ语言对概念及关

系进行形式化，最终形成遥感信息服务分类本体。

图１　部分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概念格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ＬａｔｔｉｃｅｆｏｒＰａｒｔ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表１　图１对应的部分概念结点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ＮｏｄｅｓｏｆＦｉｇ．２

Ｔｏｐ

（｛坐标操作，坐标变换，坐标转换，地图投影，地图投影变换，地理变换，图像坐标变换，图像投影变换，辐射校正，全

色图像辐射校正，高光谱图像辐射校正，雷达图像辐射校正，几何校正，系统几何校正，几何精校正，雷达图像几何

精校正，光学图像几何精校正，时间参照系转换，时间采样，图像分类，监督分类，非监督分类，图像增强，空间域增

强，频率域增强，彩色增强，变化检测｝，）

犆３
（｛辐射校正，全色图像辐射校正，高光谱图像辐射校正，雷达图像辐射校正，图像分类，监督分类，非监督分类，图像

增强，空间域增强，频率域增强，彩色增强，变化检测｝，｛专题／辐射特征｝）

犆４

（｛图像坐标变换，图像投影变换，几何校正，系统几何校正，几何精校正，雷达图像几何精校正，光学图像几何精校

正，辐射校正，全色图像辐射校正，高光谱图像辐射校正，雷达图像辐射校正，图像分类，监督分类，非监督分类，图

像增强，空间域增强，频率域增强，彩色增强｝，｛遥感图像｝）

犆７
（｛辐射校正，全色图像辐射校正，高光谱图像辐射校正，雷达图像辐射校正，图像分类，监督分类，非监督分类，图像

增强，空间域增强，频率域增强，彩色增强｝，｛专题／辐射特征，遥感图像｝）

犆１７ （｛辐射校正｝，｛遥感图像，专题／辐射特征，消除辐射畸变｝）

犆１８ （｛图像分类｝，｛遥感图像，专题／辐射特征，依据像素的相似度，分类｝）

犆１９ （｛图像增强｝，｛遥感图像，专题／辐射特征，改善视觉效果｝）

犆３９ （｛变化检测｝，｛专题／辐射特征，对比差异，同一区域，不同时间，两个地理数据集｝）

Ｂｏｔｔｏｍ （，｛空间特征，时间特征，…｝）

５４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　结　语

本文采用基于事件框架的语义成分分析方法

提取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语义特征，充分顾及了

遥感信息服务概念的领域特征及语言学特征，准

确地提取了概念的语义，为遥感信息服务分类本

体的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将形式

概念分析应用于遥感信息服务概念领域，以服务

概念集合和语义特征集合形成遥感信息服务的形

式背景，构建的遥感信息服务概念格以多对多的

层次结构建立了概念之间多对多的关系，而且生

成的新概念更加细化了概念类别，充分揭示了隐

含在概念之间的关系，使分类本体的类别更加细

致、关系更加丰富，是一种有效的建立遥感信息服

务分类本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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