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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从空间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了空间关系自然语言描述中谓词、量词等的分类方法；然后，在分

析空间查询语言特点的基础上建立了自然语言空间查询的４类句法模式；最后，设计了一个基于自然语言空

间关系的空间查询系统框架，并进行了初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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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关系是一类描述空间目标间相对位置分

布的空间信息［１］。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使用自

然语言来进行交流，其中一些用来描述空间实体间

的位置关系，称为自然语言空间关系［２］。在ＧＩＳ空

间查询中描述空间关系（简称为图形空间关系）的

方式较为简单，并相对固定。如何建立自然语言空

间关系与图形空间关系之间的联系，其中最基本的

问题是如何用自然语言描述空间关系，以及在空间

查询中如何描述和理解自然语言空间关系。

目前，国外对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研究较

多［３，５］，而国内关于自然语言空间关系查询的研

究工作进展相对缓慢［６９］。在自然语言空间关系

查询的研究中，必须首先理解自然语言中的空间

词汇以及空间语义，然后对空间关系查询形式即

句法模式进行分析。为了解决自然语言空间查询

中查询语句的解析和切分问题，本文首先对自然

语言空间关系谓词和量词进行统计和分类，然后

提出了基于自然语言空间关系查询的４类句法模

式，并初步设计和实现了基于自然语言空间关系

的空间查询方法。

１　各种空间关系自然语言描述谓词

分类

１．１　拓扑关系自然语言描述谓词分类

空间拓扑关系分类方法［５］将拓扑关系分为相

邻、包含、相交、覆盖、相离５类。本文以此方法为

基础，结合点、线、面等不同空间实体类型，对自然

语言中描述空间拓扑关系的谓词进行分类。

在自然语言空间关系查询中，通常只涉及４

种拓扑关系：相交、相邻、相离、包含（见表１）。理

论上，面／面关系中还有覆盖，但在现实生活中，同

级别的地理空间实体往往占据着不同的地理位

置，不同级别的地理实体虽然有覆盖的情况，如

“湖南省覆盖了长沙市”，但在自然语言交流中，人

们通常不会这样描述，而是使用“湖南省包含长沙

市”或“长沙市位于湖南省内”。

由于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以及人的认知能力

的不同，有些拓扑谓词可能有不同的涵义，例如，

线／面关系中的“经过”、“通过”等可以认为是相

交，也可以认为是相邻。进而，在空间查询时，可

能会出现不一致的查询结果。如“查找经过长沙

市的所有铁路”，查询者可能是想找出所有与长沙

相交并且相邻的铁路。这种所属类型不分明的拓

扑谓词称为模糊拓扑谓词。模糊拓扑谓词有：

① 对于点／面情况，主要包括周边、边上、边缘等；

② 对于线／面情况，主要包括边上、围绕、环绕、周

边、经过、通过等；③ 对于面／面情况，主要包括边

上、周围、周边等。

在相离关系的描述中，人们一般不会使用“查

询与参照物相离的目标物”这样的查询语句，因为

在现实世界中与一个目标相离的空间实体通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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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拓扑关系自然语言描述谓词归类

Ｔａｂ．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实体类型
拓扑关系（自然语言拓扑谓词）

相离 相邻 相交 包含

点／点
旁边、远处、附近、近旁、

靠近、周围

点／线

旁边、远处、附近、近旁、

靠近、周围、路旁、河边、

边上、路边

上、经过

点／面
旁边、远处、附近、近旁、

靠近、周围、周边、边缘
周边、边缘 包含、里面、内部、里、内

线／线 平行、一致、沿着 并入、流入 相交、交叉、垂直、穿过、跨过、横跨

线／面

旁边、远处、附近、近旁、

靠近、周围、围绕、环绕、

周边

经过、通过

穿过、跨过、横贯、横越、穿越、横

穿、斜穿、横过、横断、划分、竖直穿

过、进入、穿出、流出、流经、通过、

通往、截断、汇入、并入、流入

包含、内、内部、里面、里

面／面
旁边、远处、附近、近旁、

靠近、周围
相邻、相接、邻接、连接 相交

包含、里面、内部、里、内、

上

很多，这样的查询限制条件太过广泛，没有实际意

义。在描述两个空间目标相离时，通常会采用“附

近”、“周围”等谓词。在人的认知中，上文归纳的

描述空间目标相离的谓词“旁边”、“附近”、“周

围”、“周边”、“路旁”、“路边”、“河边”、“边上”、“远

处”、“靠近”等都是根据两个空间目标之间的距离

远近来判断的。因此，在空间查询中可以转换成

度量谓词来实现。

１．２　方向关系自然语言描述谓词分类

方向谓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定性词

汇。空间实体间的方向关系建立在一定的参考框

架基础之上，如果参考框架改变了，方向也就相应

地发生改变。文献［１０］提出相对参照框架、内在

参照框架和绝对参照框架的分类。在此基础上，

可以对方向谓词进行分类和归纳。① 相对参照

框架（以观察者自我为中心）：前、后、左、右；② 内

在参照框架（以参照物为中心）：前、后、上、下、内、

外；③ 绝对参照框架（以地球为中心）：东、南、西、

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中、中东、中西、中南、

正东、正南、正北、正西、偏东、偏西、偏南、偏北等。

在空间查询中不宜使用相对参考框架来描述

空间关系。对于内在参考框架，空间谓词“上”、

“下”一般很少用到；“内”、“外”在空间查询中作为

拓扑谓词更恰当。因此，人们通常采用绝对参照

框架下的方向谓词。但是，人们对同一种方向关

系会选择不同的描述，如正东、偏东、中东等。由

于自然语言描述的多样性，同一种方向关系也有

多种不同的语义变体。因此，可以在东、南、西、

北、中这５个基本的空间方位词的基础上，通过两

两组合，并结合各种不同的语言变体总结出了４０

个常用的方向关系谓词：东（面、部、边、方）、南

（面、部、边、方）、西（面、部、边、方）、北（面、部、边、

方）、中（部、心、间）、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中东、

中西、中南、中北、正中、正东、正南、正北、正西、偏

东、偏西、偏南、偏北等。

１．３　距离关系自然语言描述谓词分类

自然语言中对距离的描述分为两种：空间距

离和时间距离［１１］。其中，空间距离可以分为定性

描述与定量描述。定性描述距离的基本词（或称

为模糊距离）有远和近。在描述空间实体远近程

度时，为了加强或减弱语气，加强或减弱肯定的程

度，会在远、近前面加一个程度副词，如“很”、“非

常”、“特别”、“极”、“比较”、“最”、“更”、“更加”、

“格外”、“十分”、“极其”、“相当”、“稍微”、“略微”、

“多么”、“太”、“靠”、“偏”、“有点”等。另外，拓扑

谓词中“旁边”、“附近”、“边上”、“周围”、“周边”、

“路旁”、“路边”、“河边”等在人们的认知中通常根

据距离远近来判断，可以认为是距离的定性描述。

定量描述是通过“数词＋长度单位”的方式对空间

距离进行精确度量，其中常用的长度单位有：纳

米、毫米、厘米、分米、米、千米、里、公里、英里、海

里、丈、尺、寸、码、英尺、英寸等，然而在空间查询

中，描述任何两个空间实体间的距离都不会用到

毫米、厘米、分米，并且丈、尺、寸、码、英尺、英寸等

在空间查询中也用得比较少，因此在距离关系的

描述中常用的长度单位有米、千米、里、公里、英

里、海里。

时间距离是通过“运动方式＋数词＋时间单

位”的方式来表示空间距离，如“从中南大学坐车

到湖南大学北校区大概需要２０ｍｉｎ”。常用的时

间单位有：秒、分、小时、天、星期、月、年、季度、旬、

年等，但由于现有的交通工具非常发达，从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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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到另一地方通常不会用到星期以上的时间单

位，并且如果从犃 地到犅 地只用多少秒钟，那么

空间查询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时间单位“ｓ”也不

太可能会用到。因此，日常生活中人们在用时间

单位来表示空间距离时常用到的有分、小时、天。

时间距离的描述中常用的运动方式有：走（步行）、

跑、骑自行车、坐车、坐火车、坐飞机、乘船等。

２　空间查询语言中修饰谓词的量词

和前置词

　　在空间查询中，人们经常使用自然语言来表

达两个空间实体间的空间关系，在空间查询语句

中除了有空间实体和空间关系谓词之外，还可能

会有一些修饰谓词的量词和前置词。

２．１　空间查询语言中的量词

量词在空间查询语言中通常有两种作用：

① 修饰目标物；② 修饰空间谓词。根据量词所

扮演的角色不同，将量词分为全称量词、存在量

词、模糊量词和临界量词。

１）全称量词。短语“所有”、“每一个”、“任何

一个”、“任意一个”、“一切”等在指定范围内，表示

整体或全部的含义，这样的词叫作全称量词。常

见的全称量词有所有、任意、全部、每一个、一切、

任给、任意一个、任何一个、凡是等。

２）存在量词。短语“有些”、“至少有一个”、

“有一个”、“存在”等都有表示个别或一部分的含

义，这样的词叫作存在量词。常见的存在量词有

存在一个、至少一个、有些、有一个、有的、某个、很

少、基本上、一般等。

３）模糊量词。介于全称量词和临界量词之

间。文献［１２］将模糊量词分成３种类型：① 绝对

型量词，这类量词的例子有几个、将近１０、接近６

等；② 相对型量词，这类量词的例子有大多数、很

少、很多、几乎所有、部分、大部分等；③ 比例型量

词，这类量词的例子有专家系统中的置信因子等。

由于自然语言本身就具有模糊性，而且汉语的表

达能力也非常强，使得模糊量词与存在量词之间

的界线并不是非常明确，如“有些”既是存在量词，

同时也是模糊量词。自然语言中常用的模糊量词

有部分、少部分、很少部分、大部分、绝大部分、半

数、将近、接近于、许多、少许、近乎、大概等。

４）临界量词。根据人的空间认知，当一种空

间关系有向另一种空间关系变化的趋势，并且变

化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可能会采用另一个空间谓

词来表示。为了与表示具体程度的拓扑谓词（即

模糊拓扑谓词）进行区分，将这种描述临界状态的

量词称为临界量词。自然语言中常用的临界量词

有几乎、差不多、基本上全部等。

２．２　空间查询语言中的前置词

前置词主要用于表示词语之间的语法语义关

系，起介绍和连词成句的作用。在例子“找出位于

长沙市正东面的所有商场”中，“位于”就是一个前

置词。在空间查询中充当前置词的一般有两类：

介词和连词。空间查询语句中常见的介词有在、

不在、位于、距离、离等，介词短语有从…到…、

从…到…内等；连词主要有和、跟、与、同、或、又

等。

３　空间查询句式解析

空间查询可以分为两类：① 只涉及空间属性

的查询，称为属性查询；② 涉及到空间关系的查

询，称为空间关系查询。其中，属性查询又可以分

为两类：① 属性查图形，如“在中国行政区划图上

查询人口大于４００万且城市人口大于１００万的所

有城市”；② 图形查属性，如“查询湖南省的人口

总数”。空间关系查询也可以分为两类：① 找出

所有与给定对象存在空间关系犚的空间对象，如

“查找位于长沙市内的所有车站”；② 查找或判定

空间对象犃和犅 存在什么样的空间关系，如“湖

北省与湖南省相邻吗？”

在空间查询中，人们通常使用陈述句或疑问

句，且句子一般没有主语。不管使用哪种句式，一

条查询语句中都含有目标物、参照物、空间关系谓

词。进而，将它们任意搭配组合，并考虑各种组合

的合理性，可归纳为４种句式，分别为：① 参照物

＋空间关系谓词＋目标物（句式１）；② 空间关系

谓词＋参照物＋目标物（句式２）；③ 目标物＋空

间关系谓词＋参照物（句式３）；④ 目标物＋参照

物＋空间关系谓词（句式４）。

观察空间查询句式可以发现，对自然语言空

间查询语句进行正向最大匹配法分词处理（只对

空间实体和空间关系谓词进行处理）时，如果空间

关系谓词前没有空间实体，则可以判定其为句式

２；如果两个空间实体均位于空间关系谓词前面则

为句式４。根据自然语言的使用习惯，如果目标

物在空间关系谓词和参照物前面（句式３），则目

标物前一定有疑问代词（如“哪些”）。为了对句式

１和句式３进行区别，本文对空间查询语句所使

用的疑问代词进行了归纳，常用疑问代词有哪些、

多少、哪几条、哪几个、什么等。进而，可以建立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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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查询语句的解析流程，如图１所示。

在解析自然语言空间查询请求时，空间关系

谓词、空间实体以及疑问代词的自动抽取非常重

要。如图１，根据疑问代词、空间实体、空间谓词

的位置关系，则可以推算出查询语句的句式，进而

通过对查询句式的判断，可以很快地解析出空间

查询目的。

图１　空间查询语句解析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Ｍｏｄｅ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Ｑｕｅｒｙ

４　自然语言空间查询系统设计与初

步实现

　　自然语言空间查询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是：

用户输入自然语言查询语句，得到的查询结果使

用自然语言或图形的形式返回。ＧＩＳ理解自然语

言的核心任务是完整地理解句子，进行信息提取；

然后，进行语义分析，将自然语言转换成中间形式

化查询语言；最后，通过空间运算和查询取得空间

查询结果。因此，本文设计了一个空间数据库自

然语言查询系统。

自然语言空间关系查询系统主要包含４个核

心部分，分别为提取关键词、句式解析、语义分析、

空间运算和查询，其中，每一部分都有其相对独立

的功能。提取关键词主要是实现对自然语言空间

关系查询语句的切分问题，包括根据人们的认知

习惯和用语习惯对空间关系谓词以及量词进行分

类整理，建立空间关系谓词库、量词库以及疑问代

词库，以便在用户输入查询请求后，将查询语句与

各种空间词库进行匹配，有效地抽取查询语句中

的空间实体、空间关系谓词、量词等关键词。句式

解析是在提取出关键词的基础上，对查询语句进

行句式分析，区分出参照物和目标物，并对提取的

量词是修饰空间实体还是空间关系谓词作出判

断。语义分析主要完成对查询语句的规格化处

理，生成中间形式化查询语言。空间运算和查询

是整个查询系统的关键，主要是实现自然语言空

间关系与图形空间关系之间的转化，包括：① 研

究建立空间关系谓词的概念邻近关系表；② 研究

空间关系谓词相同的情况下“谓词＋量词”与“谓

词＋度量参数”的转换关系；③ 研究空间关系谓

词不相同的情况下“谓词＋量词”与“谓词＋度量

参数”的转换关系。

本文利用Ｃ＃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来实现

查询语句的解析，并取得了较好的解析结果，如图

２所示，不论用户输入哪种查询句式，本文的方法

均能有效地对其进行解析，通过对句式进行判断，

进而快速区分出查询涉及到的参照物、目标物、空

间关系谓词和量词。虽然本文实现了对查询语句

的信息提取和句式解析，但在语义分析、空间运算

和查询方法以及技术实现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

从而使得基于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空间查询系统

得以更好地发展和完善。

图２　空间查询语句句式解析示例

Ｆｉｇ．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Ｑｕｅｒｙ

５　结　语

本文从自然语言查询句式的特点入手，建立

了空间关系谓词库、量词库等，将自然语言空间查

询语言归纳为４种基本的句法模式。本文针对查

询语言特有的句式特点，通过最大匹配法遍历查

询语言，对查询语言进行句法模式判断，不仅可以

较好地解决查询语言切分问题，降低查询语言的

解析难度，取得较好的解析结果，而且能够提高从

查询语言中提取空间信息的效率，算法的时间复

杂度仅为Ｏ（狀）。此外，本文仅对单一空间关系查

询的句法模式进行了判断，对于复杂的空间查询，

如涉及到多种类型空间关系的空间查询还有待进

一步地研究；对自然语言空间关系查询句式解析

的研究仍是初步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还应包括

在句式判断的基础上进行语义分析，生成中间形

式化语言，以及建立自然语言空间关系与图形空

间关系的转换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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