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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规划公示信息的多层次公众认知需求，利用本体思想解析土地利用规划信息，构建有向图为框架

的信息重构模型；设计模型要素的关系数据结构，实现基于图遍历的信息检索与语义表达算法。以海南省昌

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为实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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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诸多学者基于本体理论的思想在空间

数据集成［１，２］、土地利用数据集成［３，４］、土地利用

数据综合［５］与分类分级表达［６］等相关领域就信息

异构集成的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但以土地信

息公示为目的的信息检索与语义表达以及针对规

划成果管理的异构数据集成的研究则鲜有报道。

关于多层次语义表达与检索，软件开发、知识管理

和信息检索等基础信息领域则有较为广泛的研

究［７１２］。土地规划信息作为一种特定领域的信

息，其公示的关键是实现规划信息异构集成和多

重语义表达与检索，其思想方法可以借鉴、继承、

集成上述相关领域的成熟研究。本文利用本体思

想解析土地利用规划成果，构建描述规划过程业

务与数据的信息重构模型，设计模型中要素信息

的检索算法与多重语义表达机制，并以海南省昌

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２００６～

２０２０年）为数据实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１　土地利用规划信息模型重构

１．１　土地利用规划信息重构模型

土地利用规划信息重构模型是实现规划中数

据、过程及用户（包括受众）等信息集成与关联的

框架，是土地利用规划成果公示信息多层次语义

表达的基础。土地利用规划信息重构模型的建立

如图１所示。

１）信息分解映射。借鉴土地利用本体
［５］的

思想，参照土地利用规划的业务过程和数据关系，

构建土地利用规划信息的领域本体，即自顶向下

对土地利用规划信息逐级分类、分解，形成数据、

图１　土地利用规划信息重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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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和关系三类本体，并建立规划信息与本体之

间的逻辑关系映射。

２）信息模型重构。参照文献［１３］的思想，设

计基于有向图的土地利用规划信息重构模型。如

图１（ｂ）所示，重构模型由结点、边、有向图等基本

元素组成，通过各元素的拓扑关系表现土地利用

规划过程业务之间及与关联数据之间的关系。

３）要素多重语义描述。多重语义描述遵循

以下规则：① 每一个要素应该针对每一类用户都

有对应的语义描述，即要素与语义描述是一对多

的关系；② 根据用户的专业理解能力由高到低的

差异，同一要素的语义描述相应由概略到详尽，由

专业到通俗；③ 涉及的数据结点采用“限定语＋

数据名称”的构词法进行语义描述，并通过限定语

表达信息的概略或详尽、专业或通俗程度，实现语

义描述的用户分级；④ 涉及的业务结点采用“同

义词、动词＋（补充说明）”，或通过“补充说明＋的

＋动词＋来实现”等构词法进行语义描述，并通过

“补充说明”表达信息的概略或详尽、专业或通俗

程度，实现语义描述的用户分级。

１．２　土地利用规划信息语义表达与检索

为保证各类要素语义的逻辑重构符合语法要

求和计算机的自动实现，需要将三类逻辑关系在

有向图中对应子图的语义逻辑重构进行模板定

义，并设计相应的信息检索和重构算法。

设有向图中结点犃、犆、犈 表示数据结点，结

点犅、犇、犉表示业务结点，针对土地利用规划数

据与业务的三类逻辑关系，定义信息检索的三类

语义重构模板如下：

１）成果数据与关联处理业务的语义重构模

板。该类模板用于用户查询某项成果数据关联的

前向、后向规划业务，具体算法表现为如犃 →犅

→犆→犇→犈所示的有向图中对成果数据结点

犆的前向关联业务结点和后向关联业务结点查

询，并实现语义重构。针对该类关系定义的两个

语义重构模板如下：① 数据结点犆的要素语义

（当前用户）＋ “是”＋数据结点犃的要素语义（当

前用户）＋“经过”＋ 业务结点犅的要素语义（当

前用户）＋“处理后所得到的结果”；② 数据结点

犆的要素语义（当前用户）＋ “在经过”＋ 业务结

点犇的要素语义（当前用户）＋ “处理后得到”＋

数据结点犈的要素语义（当前用户）。

２）规划业务与操作数据的语义重构模板。

该类模板用于用户查询某项规划业务的输入和输

出数据，具体算法表现为如犃 →犅 →犆所示的

有向图中对业务结点犅 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数据

结点的查询，并实现语义重构。针对该类关系定

义的语义重构模板为：业务结点犅 的要素语义

（当前用户）＋ “通过处理”＋ 数据结点犃 的要

素语义（当前用户）＋“，得到结果”＋ 数据结点犆

的要素语义（当前用户）。

３）规划业务与关联规划业务的语义重构模

板。该类模板用于用户查询某项规划业务与其关

联前趋、后继业务，以跟踪业务流程或了解业务细

节，具体算法表现为如图２所示的有向图中对规

划业务结点犇的前趋业务结点、后续业务结点以

及其子业务结点的查询，并实现语义重构。针对

该类关系定义的两个语义重构模板如下：① 业务

结点犇的要素语义（当前用户）＋“是在”＋业务

结点犅 的要素语义（当前用户）＋“处理完成之

后，以及在”＋ 业务犉的要素语义（当前用户）＋

“处理之前进行的一项规划业务”。② 业务犇 的

要素语义（当前用户）＋“的过程处理包含”＋ 业

务结点犇１的要素语义（当前用户）＋“、”＋ … ＋

业务结点犇狀的要素语义（当前用户）＋“等详细处

理过程”。规划信息的多重语义检索算法流程如

图３所示。

图２　规划业务与关联规划业务关系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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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例研究

基于前述研究设计的土地利用规划信息重构

模型、语义表达与检索算法，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Ｃ＃

２００５为编程工具，开发了土地利用规划成果查询

信息系统。系统采用如图４所示的关系数据库，

分别于表犜０～犜５ 中存储了规划信息重构模型中

的业务结点、业务描述、数据结点、数据描述、数据

业务关系和用户类别信息。采用 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Ａｄｄ

Ｆｌｏｗｆｏｒ．ＮＥＴ图形组件实现了土地利用规划信

息重构模型的“有向图”可视化表达、用户查询交

互事件触发基于模板的规划信息语义重构。

以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成果数据为实例，参照《县级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结合规划数据与业务

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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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土地利用规划信息多重语义表达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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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信息重构模型的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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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关系构建规划信息重构模型。按照规划公示

中用户对土地利用规划专业术语的理解深度分类

与排列，将用户划分为规划编制人员、各种用地部

门、政府决策人员、普通公众４类。以信息重构模

型中“历年各类用地面积统计表”数据要素和“各类

用地需求预测”业务要素为例，进行多用户的语义

描述（如表１所示），然后将实例规划数据与模型录

入土地利用规划成果查询信息系统供查询使用。

当规划编制人员和普通公众两类用户查询

“历年各类用地面积统计表”数据结点时，得到了

不同的信息表达结果。该实例证明了重构模型在

面向多层次认知需求用户的不同表达实现的可

行性。

表１　要素多重语义描述实例

Ｔａｂ．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要素名称 用户类别 要素描述

历年各

类用地面

积统计表

规划编制人员 历年各类用地面积统计表

各种用地部门 历年各类用地面积合计表

政府决策人员 历年各类用地面积汇总表

普通公众 存储每年各类用地面积的表格

各类用地

需求预测

规划编制人员 各类用地需求预测

各种用地部门 各类用地回归分析

政府决策人员 各类用地相关性分析

普通公众 分析各类用地随年份的变化关系

　　从图５可以看出，本查询使用了§１．２．１设

计的第二类“成果数据与关联处理业务”语义重构

模板。

图５　面向不同用户的检索信息多重语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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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构建的土地利用规划信息重构模型在语

义表达中融合规划的过程信息，将规划数据与业

务有机地联系起来，解决了规划信息异构集成以

及语义多重表达问题。实例证明了模型应用可以

较好地满足规划公示过程中多层次公众的认知需

求，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公示效果，为规划

决策的信息征询、反馈提供了有效手段。面向多

重语义表达的土地利用规划信息重构模型将是智

能化规划决策支持系统构建所必需的信息模型之

一，具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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