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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克服依赖常识人工归纳总结的局限性，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自动构建空间关系词汇与地

理要素类型的语义约束关系。首先，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版）》空间关系标注语料库为基础数据，采用

Ｏｖｅｒｌａｐ语义相关度计量方法，挖掘空间关系词汇与地理要素类型约束关系的先验知识；然后以地理要素分类

体系提供的概念语义相关性对先验知识进行扩展；最后采用本体工具Ｐｒｏｔéｇé建立相关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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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关系语义研究是空间关系描述和表达的

前提与基础，了解和分析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考虑和交流空间关系，是空间关系语义研究的一

种重要途径［１］。空间关系表达是人类语言的一项

基本功能，语种与文化对其有着重要影响［２］。语

言学领域侧重于研究表达空间关系的词汇、句法

及语义结构等语言特征及其与空间认知的关

系［３，４］。近年来，自然语言空间关系成为地理信

息科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其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

三个方面：① 通过认知实验方式探讨人们在描述

空间关系时，地理要素类型、空间关系类型、几何

特征和尺度等因素对空间关系词汇选择的影

响［５，６］，建立空间关系词汇与 ＧＩＳ计算模型的映

射关系；② 通过归纳不同地理特征类型地物和空

间关系词汇间的知识规则，建立空间关系词汇的

语义映射模型［７］；③ 采用空间关系描述受限句法

模式，实现 ＧＩＳ自然语言查询语句的形式化

等［８，９］。

空间关系词汇具备反映地理实体间空间关系

状态的能力，对空间关系的表达具有强烈的指示

作用［１０］。相同要素类型的地理实体具有相同或

相似的地理语义特征。在运用自然语言描述某种

地理空间关系时，不仅要考虑地理实体的几何特

征和空间尺度，而且往往根据地理实体的地理要

素类型（概念特征），有针对性地选择空间关系词

汇［１１］。另外，受地理实体要素类型的影响，即使

几何特征相似的地理实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或者相

同（相似）的空间关系类型都可以采用不同的空间

关系词汇进行描述［２］。特别是汉语中部分词汇既

表示地理实体，又蕴含某种空间关系或者包含有

指示地理实体要素类型的字词。很显然，空间关

系词汇和地理要素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约束机

制，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空间关系的语义表达

能力。

１　空间关系词汇及其分类

空间关系是指地理实体对象之间存在的具有

空间特性的关系，在ＧＩＳ领域通常表现为拓扑关

系、距离关系和方向关系［１２］。人们在使用自然语

言交流的过程中所描述的空间关系称为自然语言

空间关系，比ＧＩＳ空间关系更接近于人们的使用

习惯［９］，可以提高ＧＩＳ与用户的自然语言交互能

力，消除自然语言中空间关系描述与ＧＩＳ计算模

型之间的语义鸿沟。自然语言和 ＧＩＳ对于空间

关系的描述和表达形式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

现在三个方面：① 自然语言侧重于方向和距离关

系，而ＧＩＳ比较注重拓扑关系；② 自然语言采用

一定的空间词汇来定性描述空间关系，空间词汇

可以指示一种特定空间关系或多种空间关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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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③ 部分空间关系词汇描述的空间关系语义无

法用现有的ＧＩＳ空间关系计算模型进行表达。因

此，自然语言中空间关系表达手段比ＧＩＳ更加丰

富，但是具有较强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非结构性。

ＲＣＣ（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ｕｓ）模型将现

实世界中的地理实体视为区域，使用区域连接方

法描述空间关系，比较符合人类的认知习惯，更适

用于定性空间关系表达和推理［１３］。本文在参照

ＲＣＣ８的基础上，结合自然语言中空间关系词汇

的使用频率，将空间关系词汇指示的空间关系类

型进行分类（见表１）。对于不能够使用ＧＩＳ空间

关系计算模型表达的空间关系词汇，将根据其表

达的空间关系语义类型与ＲＣＣ８的类别相对应，

如“流入”、“支脉”等划分为“包含／包含于”类型。

在本文中，只讨论自然语言中表达两个地理实体

间的二元空间关系实例，复合空间关系可以看作

是多个二元空间关系的组合。对于本身蕴含一定

地理位置的词汇，如“［武大铁路］以［黄石港］为

［终点］、［大沙线］以［黄石港］为［起点］中的“终

点”、“起点”等同样表达了两个地理实体间的一种

二元空间关系。因此，此类词汇也被视为空间关

系词汇。另外，对于组合式方位词，则根据最后一

个方向词确定其空间关系类型，如“中南部”按照

“南部”处理。

表１　空间关系词汇分类样例

Ｔａｂ．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ｓ

类号 类名（中文） 空间关系词汇

１００００ 拓扑关系

１００１００ 包含／包含于（ＩＮ） 包含，包括属于，隶属于，支流，支脉，交汇，相会，汇入，流入

１００２００ 相接（ＥＣ） 相接，起点，发源地，紧依，背靠，背依，终点，流入，汇入

１００３００ 相离（ＤＣ） 相离，相隔，相距，相间，隔，相望，相峙，对面

１００４００ 交叠（ＰＯ） 横贯，横卧，横跨，流过，纵贯，贯穿，交叠，穿越，纵横，横切

１００５００ 相等（ＥＱ） 相等，等同，语意为，改为，改置，简称，别名，又称，等称，又名

２００００ 方向关系

２１０００ 相对方向关系

２１１００ 前（Ｆ） 前端，前头，面前，前，前边，前面，前部，前上方，前下方

２１２００ 后（Ｂ） 后端，后头，尾，背后，后，后边，后面，后部，后上方，后下方

２１３００ 左（Ｌ） 左端，左头，左岸，左上头，左下头，左前端，左后端，左

２１４００ 右（Ｒ） 右端，右头，右岸，右上头，右下头，右前端，右后端，右

２１５００ 上（Ａ） 上游，上源，上端，上头，上，上边，上面

２１６００ 下（ＢＷ） 下源，下游，下端，下头，下，下边，下面

２１７００ 内（ＩＮＴ） 内，内部，内侧，之内，以内，里，里边，里头，里面

２１８００ 外（ＥＸＴ） 外，外部，外面，外边，外头，外界，以外，之外，外侧，岸外

２２０００ 绝对方向关系

２２１００ 东（Ｅ） 东面，东方，以东，之东，东隔，东端，东头，东侧，东源，东岸

２２２００ 西（Ｗ） 西端，西头，西侧，西源，西岸，西边，西郊，以西，之西，西

２２３００ 南（Ｓ） 南部，南支，南段，南麓，南隅，南坡，南境

２２４００ 北（Ｎ） 北面，北方，北，北东东，北西西，以北，之北，北隔

２２５００ 中（Ｃ） 中部，中心，中游，中上游，中下游

２２６００ 东北（ＮＥ） 东北面，东北方，东北，东北偏东，东北偏北，东北东，东北北

２２７００ 东南（ＳＥ） 东南面，东南方，东南，东南偏东，东南偏南

２２８００ 西北（ＮＷ） 西北，西北方，西北部，西北境，西北坡，西北麓，西北端，西北角

２２９００ 西南（ＳＷ） 西南部，西南境，西南麓，西南端，西南角，西南头，西南边，西南

３００００ 距离关系 距离，离，相隔，距，相距，相离，相隔

２　空间关系词汇与地理要素类型的

语义约束关系构建

　　一般情况下，空间关系词汇能够直接体现所

描述的空间关系类型或者几何特征，但是不能显

著指示相关地理实体的要素类型。采用人工归纳

方法获取空间关系词汇与地理实体要素类型之间

的约束关系，不仅覆盖度有限，而且不能定量表达

它们之间的关联度。自然语言文本是人类空间认

知结果的主要表达形式，蕴含丰富的地理实体、空

间关系、地理属性等信息。因此，从大规模文本语

料中挖掘空间关系词汇和地理实体要素类型之间

的语义约束关系具有较为可靠的数据基础。同

时，为了解决语料库的覆盖度问题，以地理要素分

类体系提供的语义关系再进行扩展，具有一定的

可行性和可靠性。

２．１　基于语料库的计算方法

自然语言中描述的二元空间关系可形式化为

（地理实体犃′，空间关系词汇，地理实体犅′）。一

７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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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空间关系词汇必须与两个地理实体相关联，而

地理实体的概念特征可由其地理要素类型进行定

义。因此，一个二元空间关系可以进一步抽象为

＜地理实体要素类型犃′，空间关系词汇，地理实

体要素类型犅′＞。部分空间关系描述具有方向

性，即参照物和目的物具有一定的描述顺序。为

了简化计算方法，本文中不区分地理实体犃、犅的

顺序。

Ｏｖｅｒｌａｐ是一种经典的语义关系计算方

法［１４］，以两个事件在数据集中的共现频率为基

础。基于语料库的空间关系词汇与地理实体要素

类型之间的语义约束关系，计算可以定义为：

犚（犜，犃′犅′）＝
狘犜∩犃′犅′狘

ｍｉｎ（狘犜狘，狘犃′犅′狘）

其中，犜表示语料库中某个空间关系词汇出现的

次数；犃′和犅′分别表示两种地理要素类型出现的

次数；犚表示空间关系词汇犜 和地理要素类型对

（犃′和犅′）之间的约束关系程度。

语料库是以计算机为工具建立、存储和使用

的语言素材集合，具有真实性、有限性、代表性几

个特点，是语言特征和领域知识获取的数据基础。

本文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版）》空间关系标注

语料库［１５］为实验数据，计算空间关系词汇和地理

实体要素类型之间的语义约束关系（见表２）。

表２　基于语料库统计的语义关联度计算结果样例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ｓ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ｒｐｕ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空间关系词汇犜 地理要素类型犃′ 地理要素类型犅′ 犚

河流 海洋要素 ０．８３３３

流入 河流 湖泊 １．００００

河流 河流 ０．１３３３

居民地 自然地貌 ０．１４２８

北部
居民地 河流 ０．０７１４

自然地貌 自然地貌 ０．０４４４

自然地貌 湖泊 ０．２２２２

　　实验发现，语料的不平衡性和概念标注粒度

较粗等问题可能导致部分词汇与地理要素类型之

间的犚值较高。另外，由于现实世界中各种地理

现象存在不平衡性，越是常见的现象，其犚 值越

高。如在自然语言中描述河流流入海洋和湖泊的

情况比较常见，说明“流入”与地理要素类型对（河

流，海洋要素）和（河流，湖泊）的犚 值较高，也就

是说，“流入”常用来表示此两类地理要素实体之

间的空间关系。

２．２　基于地理要素分类体系的计算方法

地理要素分类体系表示地理要素类型之间的

等级层次关系，可以看作一个地理语义知识网络

图。其中，各个节点代表地理要素类型，边代表关

系，边的权数看作为语义距离。利用语义距离分

析地理要素类型之间的语义相关性，可以建立地

理要素类型之间的概念语义关系。从理论上讲，

存在父子关系的两个地理要素类型之间的语义相

关性明显高于兄弟关系或者叔侄关系。但是，用

于描述子类的空间关系词汇一定能够用于描述其

父类，反过来则并不一定成立。因此，地理要素概

念间的语义相关性需要综合考虑语义距离和概念

的继承方向。

假设犆１、犆２ 分别表示一个分类体系中的两

个地理要素类型，其语义关系表示为犚′，其中α

表示定义的语义关系值。具体计算规则如下：

１）如果犆１、犆２ 是父子关系，则犚′（犆１，犆２）＝

α（０＜α＜１，缺省值为０．７５）；如果是子父关系，则

犚′（犆１，犆２）＝１。

２）如果犆１、犆２ 通过狀个概念间接继承，由父

类到子类，则犚′（犆１，犆２）＝α
狀（０＜α＜１，缺省值为

０．７５）；如果是子类与父类的关系，则犚′（犆１，犆２）

＝１。

３）如果犆１、犆２ 为兄弟关系，则犚′（犆１，犆２）＝

α（０＜α＜１，缺省值为０．５０）。

４）其他关系的定义则通过以上方式组合获

得。

假设在语料库中，空间关系词汇犜和地理要

素类型犃′、犅′共现，则以犃′和犅′为起点，以犚为

权值，采用上述计算方法，可以扩展空间关系词汇

与各地理要素类型间的语义约束关系。然后再以

扩展后的语义约束关系为先验知识，采用相同的

方法进行迭代计算，直至没有新的语义约束关系

产生为止。地理要素分类体系是一个连通的树状

结构，理论上可以建立任何空间关系词汇和任何

两种地理要素类型的语义约束关系。当然，在实

际的自然语言表达中，这种语义约束关系并非都

存在，可以通过阈值设置和调整进行过滤，并辅以

一定的人工判断进行筛选。

本文实验采用《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

码（ＧＢ／Ｔ１３９２３２００６）》分类体系，以ＧｅｏＣｏｒｐｕｓ

中的５００个空间关系词汇为例。约束关系迭代结

果可以表示为一张庞大的网状结构图，图１描述

了拓扑关系词汇“流入”和不同地理要素类型之间

的约束关系。由于分类体系中同一等级层次的地

理要素类型的语义距离相等，因此导致网状结构

图存在部分语义约束关系相等的现象。实验结果

显示，扩展后，大多数语义约束关系值较低（≤

０．０５），因此可以考虑以０．０５为阈值进行初步筛

８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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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总体上来看，该实例中语义约束关系值较高

的地理要素类型主要集中在水系，比较符合人类

的语言习惯和认知习惯。但是，细化到小粒度的

地理要素类型，则存在部分判断错误的情况，如

＜河流，“流入”，海岸带＞，主要原因在于语料库

中地理要素类型只划分到中类。另外，拓扑关系词

汇对地理实体要素类型的语义约束关系明显强于

方向和距离词汇，而且同一拓扑关系词汇可能描述

多种空间关系类型。这种现象说明自然语言中拓

扑关系描述比方向和距离描述更加复杂灵活。

图１　“流入”与不同地理要素类型之间的约束关系

Ｆｉｇ．１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ｉｕＲｕ”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２．３　基于本体的知识表达

本体模型具有丰富的知识表达能力，同时具

有保证知识理解和运用的一致性、精确性、可重用

性和共享性的特点［１６］。本文在地理要素本体表

达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空间关系词汇与地理要素

类型之间的语义约束关系知识库，形成空间关系

分类、地理要素分类和空间关系词汇的规范化、显

式化和形式化表达，以便应用于ＧＩＳ空间关系查

询、空间信息检索、地图理解等领域。其中，地理

要素分类和空间关系分类采用Ｐｒｏｔéｇé的本体描

述语言 ＯＷＬ中的类Ｃｌａｓｓ进行表达，并用子类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建立等级层次关系。空间关系词汇

与地理要素类型的语义约束关系使用对象属性

（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表达，语义约束关系的量化值

采用数据属性（ＤａｔａｔｙｐｅＰｏｐｅｒｔｙ）进行组织。对

每一个语义约束关系属性都设定一个定义，使用

ＲＤＦＳ中的ｒｄｆｓ：ｄｏｍａｉｎ和ｒｄｆｓ：ｒａｎｇｅ规定它

对应的地理要素概念和空间关系词汇，约束其应

用领域和范围。根据 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和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Ｐｏｐｅｒｔｙ的约束关系对空间关系词汇进行实

例化（见图２）。

３　结　语

本文以语料库和地理要素分类体系为数据

源，探讨了空间关系词汇和地理要素类型的语义

约束关系构建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但是仍存在下列问题需要解决：

图２　空间关系知识表达模型及可视化

Ｆｉｇ．２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① 本文主要研究地理实体间的二元空间关系，但

是自然语言中也存在大量的复合空间关系，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复杂空间关系描述的词汇特点

及其语义约束关系。② 为了简化计算方法，本文

对空间关系描述中地理实体的顺序没有进行区

分。很显然，增加空间关系描述的方向性定义，可

以进一步提高语义关系约束知识库的准确度。

③ 地理实体间的空间关系描述跟地物类别、几何

特征及空间尺度均有联系，本文侧重于研究空间

关系词汇和地理要素类型的约束关系，未来研究

中将进一步探讨空间尺度和几何特征对空间关系

描述的约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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