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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节点相似度的语义模式匹配方法，首先对元素标签进行概念化，其次计算元素标签间

的语义关系，再次计算节点概念并转化成合取范式ＣＮＦ，最后利用命题可满足性问题解决器ＳＡＴ验证节点

间的概念关系。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提高了匹配的查全率、精度和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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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匹配就是找出两个模式元素间的对应关

系，分为半自动［１３］或自动匹配［４６］。文献［７］对

２００１年前提出的匹配方法进行了分类和评估；文

献［８］研究了基于模式的和以用户为中心的分类。

模式匹配通常分为元素和结构级匹配，又可分为

语法和语义匹配。语法匹配方法的特点是通过某

种算法从句法上对输入进行解释，如ＣＯＭＡ
［１］、

ＳｅｍＩｎｔ
［２］、Ｃｕｐｉｄ

［３］和 ＬＳＤ
［５］等；语 义 匹 配 方

法［９１１］通常是借助一些外部辅助信息，如使用

ＷｏｒｄＮｅｔ
［１２］、ＤＯＬＣＥ

［１３］词库来确定元素间的语

义关系，然后利用语义公式对输入进行解释及结

果验证，如 ＳＭａｔｃｈ
［１０］和 ＳＡＴ

［１４］系统。文献

［１５］使用两个元素组成词元的同义词、缩写及简

写词、数据类型和命名空间等相似值的几何平均

数来确定两个元素的语义相似值；文献［１６］使用

相离、相交和包含来确定两个模式文件元素的语

义相似值，并使用统计学中经典的相关分析法来

计算数值型属性相似性，使用编辑距离来计算字

符型属性相似性。

网络覆盖服务目前包含三个稳定版本（０．９、

１．０和１．１），它提供影像和数字高程模型以“覆

盖”的形式在网络中进行交换。网络覆盖服务模

式除了具有分布式、大规模、元素结构复杂等特点

外，版本差异还造成了语义异质性问题，体现在：

① 类变化：类名改变、类元素增删、类继承变化

等；② 属性变化：属性命名改变、约束条件变化、

引用类型变化等。这些差异增加了模式匹配的难

度，特别是元素语义上的多样性问题，使得

ＳＭａｔｃｈ和ＳＡＴ等模式匹配方法不能完全发现

语义映射。为了有效实现不同版本网络覆盖服务

模式的精确匹配，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节点相似

度的语义匹配方法。

１　基于语义的模式匹配方法体系结

构

　　语义匹配主要从元素标签的概念（即元素标

签表示的本来意义）出发来计算元素间的语义关

系（如相等、包含等关系），而不是从语法上对标签

本身进行比较，得到一个［０，１］范围内的值，它考

虑的是模式的信息，而不是实例。此外，语义匹配

还从元素标签的注释出发来辅助计算元素间的语

义相似值。

图１是语义匹配方法的体系结构，系统由两

个核心处理部件（模式预处理和模式匹配执行器）

和三个辅助部件（知识及数据管理库、语义匹配器

和ＳＡＴ解决器）组成。模式预处理部件主要用来

对输入的模式文件进行预处理，预处理工作主要

包括对输入的模式文件进行动态解析，并生成模

式图；借助知识和数据管理器中的辅助信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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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概念和节点概念。

图１　基于语义的模式匹配方法体系结构

Ｆｉｇ．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ｈｅｍａ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匹配执行器负责计算模式树所有元素标签概

念间及节点概念间的语义关系。基于标签在

ＷｏｒｄＮｅｔ中的词义及标签注释文本向量空间模

型，应用一种标签词义计算和标签注释文本相似

值计算相结合的混合方法来计算标签间的概念关

系，根据标签概念间的关系计算节点概念间的关

系，根据节点概念间的语义关系确定模式元素间

的对应关系。

２　基于语义的模式匹配方法的运行

２．１　模式预处理

１）生成模式图。主要目标是通过对输入的

模式进行动态解析，并表示成树的结构形式［１７］。

ＷＣＳ模式文件中由于包含分布式命名空间，以及

通过重定向如ｉｎｃｌｕｄｅ、ｉｍｐｏｒｔ导入了其他模式文

件，所以为了方便处理，在解析过程中，动态地把

那些包含或导入的模式文件下载到本地，然后把

对应的所有引用的内容都导入到一个独立的文件

中，再使用内部模式树进行表示。图２是模式文

件ｗｃｓ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ｘｓｄ的树表示形式。

图２　ＷＣＳ模式的树表示形式

Ｆｉｇ．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ｅｏｆＷＣＳＳｃｈｅｍａ

２）计算标签概念。其思想是把自然语言表

达式转化为命题逻辑公式，基于一个标签单词可

能的意思计算其概念和内部关系。对于任何标

签，通过分析其在现实世界中的语义，返回其标签

概念，用犮犔 表示。用命题逻辑公式对标签概念进

行编码，编码步骤为：① 对标签进行符号化，即标

签根据标点符号，如空格、单词大小写等分割成符

号，如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② 对符

号进行归类 ，主要是从单词的字形上进行分析，

找出标签的各种可能形式，如标签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有名

词、名词复数等形式，即有（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ｓ）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③ 建立所有符号的原子概念，即找

出符号在 ＷｏｒｄＮｅｔ中的所有词义，如ＧｅｔＣｏｖｅｒ

ａｇｅ，其中ｇｅｔ有３６种动词词义，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有３种

名词词义。④ 根据标签中的介词、连词来构建复

杂的概念。如连词ｏｒ用连接符号“∩”表示，连接

词ａｎｄ用“∪”表示。如标签 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表示

为 犮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ｇｅｔ，ＷＮｇｅ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Ｗ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其中，“∪”是 ｇｅｔ和ｃｏｖｅｒａｇｅ在

ＷｏｒｄＮｅｔ中意义的联合。

３）计算节点概念。其思想是通过了解树的

结构，即给定标签概念出现的上下文，把标签概念

扩展到节点的概念。一个节点的概念是对从根到

该节点的所有标签概念的合取，如计算图３中第

一棵树（左边）标号为７的节点概念，计算结果用

公式表示为：

犆１
７
＝犆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犆ｒａｎｇｅＳｕｂｓｅｔ∩犆ａｘｉｓＳｕｂｓｅｔ∩犆ｎａｍｅ

图３　ｗｃｓ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ｘｓｄ两种版本模式树及部分映射

Ｆｉｇ．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ｏｆ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ｏｆ

Ｔｗｏ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Ｓｃｈｅｍａｓｏｆｗｃｓ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ｘｓｄ

２．２　模式匹配执行

语义匹配核心是使用标签概念关系和节点概

念关系分别从元素语义上和结构上来表示两个模

式元素间的关系，如相等、包含、被包含、不相关，

如果上述关系都不成立，就用ｉｄｋ关系表示。其

中相等关系是最强关系，其相似度值用１表示，

对于本文中所有的ｉｄｋ关系，规定其相似度值均

定义为０，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强度相等，其值可以

由用户选择，在本文中，其相似度值用０．８表示。

语义匹配计算出的每个映射元素是一个四元组，

即 ＜ＩＤ犻犼，狀１犻，狀２犼，犚＞，犻＝１，…，狀１，犼＝１，…，狀２，

其中，ＩＤ犻犼是映射元素的唯一标识符；狀１犻是第一个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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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图的第犻个节点；狀１ 是第一个模式图的节点

数目；狀２犼表示第二个图的第犼个节点；狀２ 是第二

个模式图的节点数目；犚是两个节点概念的具体

语义关系，这些具体的语义关系最后转化成具体

的相似度值。

以图３中的两个版本模式文件为例，每个节

点前的数字唯一标识节点，用字母“犆”表示节点

和标签的概念，用犆１、犆２ 分别表示第一棵树和第

二棵树的节点和标签概念，如犆１
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犆１
３
分别

表示第一棵树标签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的概念和第一棵

树节点３的概念。语义模式匹配执行包括标签概

念关系和节点概念关系的计算。

标签概念关系计算的思想是利用先验知识，

如 ＷｏｒｄＮｅｔ词典、专业知识来帮助确定元素标签

语义上的匹配结果。对于两个模式图中的所有标

签对，通过元素级语义匹配器，并借助 ＷｏｒｄＮｅｔ

词典等来计算两个标签间的相等、包含等关系。

一个单词在 ＷｏｒｄＮｅｔ中的词义有很多，通常选择

这些词义中第一个满足上下位关系的词义作为单

词的词义，否则，将 ＷｏｒｄＮｅｔ统计的使用频率最

高的含义作为单词在当前的确切含义。

当前还没有一个语义词库能处理所有形式的

词语语义，ＷｏｒｄＮｅｔ也一样。使用 ＷｏｒｄＮｅｔ词

义库有以下问题：① 复合词和缩写词不被支持；

② 简写词不支持；③ ＷｏｒｄＮｅｔ中收录的专业技

术单词也不是很充足，所以当计算的元素标签本

身是一个合成词时，即标签符号化后，被分解成几

个单词序列（去除其中的停止词）。为了计算合成

词间的语义关系，则先要把所有合成词的组成成

分转化为普通的 ＷｏｒｄＮｅｔ可以识别的单词，如

ｍａｘ→ｍａｘｉｍｕｍ、ｍｉｎ→ｍｉｎｉｍｕｍ等。接下来要

确定这些单词的词性，并通过语法分析得到单词

序列中的关键成分集合狊ｋｅｙｐａｒｔ和非关键成分集合

狊ｎｏｎｋｅｙｐａｒｔ。给定狑１、狑２ 两个合成词，其语义相似度

表示为：

ｓｉｍ（狑１，狑２）＝狌×ｓｉｍｓｅｔ（狊１ｋｅｙｐａｒｔ，狊２ｋｅｙｐａｒｔ）＋

θ×ｓｉｍｓｅｔ（狊１ｎｏｎｋｅｙｐａｒｔ，狊２ｎｏｎｋｅｙｐａｒｔ） （１）

其中，μ和θ是可调参数，且μ＋θ＝１，它们用来控

制关键成分和非关键成分对合成词语义相似度的

影响程度，其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专家设定，如

计算复合标签 ｗｃｓ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与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间的语义相似值转化为计算标签 Ｇｅｔ与ｇｅ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与Ｃｏｖｅｒａｇｅ间相似值的组合值，其中

名词Ｃｏｖｅｒａｇｅ为复合标签的关键部分，Ｇｅｔ为非

关键部分，所以利用式（１）计算相似值时，μ取值

为０．６，则θ取值为０．４，有ｓｉｍ（ｗｃｓＧｅｔＣｏｖｅｒ

ａｇｅ，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０．６×ｓｉｍ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ｃｏｖｅｒ

ａｇｅ）＋０．４×ｓｉｍ（ｇｅｔ，ｇｅｔ）＝０．６＋０．４＝１．０。

式（１）中，每个简单单词间的相似度计算是根

据它们在 ＷｏｒｄＮｅｔ中的词义关系确定的，把词义

关系转化为单词间的相似度值。计算出合成词相

似度值时，为了计算节点概念关系，把合成词间根

据其相似度值也转化成合成词间的标签关系，如

相似度值为１，则为相等关系；如果小于１但大于

０．６，定义为包含或被包含关系；小于０．５，定义为

不相关关系。

以图３为例，表１是根据式（１）计算的最终相

似度值，表２是根据相似度值转换后的语义关系。

表１　图３部分标签相似值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ｏｆＬａｂｅ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Ｆｉｇ．３

１．０

１．１

ＧｅｔＣｏｖ

ｅｒａｇｅ

Ｉｄｅｎ

ｆｉｆｉ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ｕｂｓｅｔ

Ｒａｎｇｅ

Ｓｕｂｓｅｔ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ＡｘｉｓＳ

ｕｂｓｅｔ

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１．０ ０．１４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０．２１ ０．６７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ｄｏｍａｉｎＳｕｂｓｅｔ ０．０ ０．０ １．０ ０．２１ ０．０ ０．２１

ｒａｎｇｅＳｕｂｓｅｔ ０．０ ０．０ ０．２１ １．０ ０．０ ０．２１

ａｘｉｓＳｕｂｓｅｔ ０．０ ０．０ ０．２１ ０．２１ ０．０ １．０

Ｎａｍｅ ０．０ ０．８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６ ０．０

表２　图３部分标签关系结果

Ｔａｂ．２　ＰａｒｔｏｆＬａｂｅ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Ｆｉｇ．３

１．０

１．１

ＧｅｔＣｏｖ

ｅｒａｇｅ

Ｉｄｅｎ

ｆｉｆｉ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ｕｂｓｅｔ

Ｒａｎｇｅ

Ｓｕｂｓｅｔ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

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

ＡｘｉｓＳ

ｕｂｓｅｔ

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

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ｄｏｍａｉｎＳｕｂｓｅｔ ＝ ⊥

ｒａｎｇｅＳｕｂｓｅｔ ⊥ ＝

ａｘｉｓＳｕｂｓｅｔ ＝

Ｎａｍｅ 

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

　　节点概念关系计算的思想是减少匹配问题，

把匹配问题变成一个验证问题，通过对上一步计

算的标签概念关系作为定理来推理节点概念间的

关系。对两个模式图中的所有节点对使用结构级

语义匹配器来计算它们间的节点概念关系。要证

明节点间的语义关系，则先假定节点间存在某种

语义关系，然后把节点间的关系命题公式转换成

合取正则式（ＣＮＦ），最后使用基于标准ＤＰＬＬ的

ＳＡＴ解析器
［１４］进行验证。

表３是图３中部分节点概念间的关系结果。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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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图３中部分节点概念关系

Ｔａｂ．３　ＰａｒｔｏｆＮｏｄ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ｎＦｉｇ．３

犆２
２

犆２
３

犆２
４

犆２
１３

犆２
１４

犆１
２ ＝ ｉｄｋ ｉｄｋ ｉｄｋ ｉｄｋ

犆１
３ ｉｄｋ ＝ ｉｄｋ ｉｄｋ ｉｄｋ

犆１
４ ｉｄｋ ｉｄｋ ＝ ｉｄｋ ｉｄｋ

犆１
５ ｉｄｋ ｉｄｋ ｉｄｋ ＝ ｉｄｋ

犆１
６ ｉｄｋ ｉｄｋ ｉｄｋ ｉｄｋ ＝

３　实验及讨论

实验选择网络覆盖服务模式１．１版本和１．０

版本 的 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ｇｅ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三种类型的模式文件，分别使用 ＣＯ

ＭＡ、ＣＯＮＴＥＸＴ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三种方法对两

种版本模式文件进行匹配，并选取模式匹配方法

研究中最常用、最能够反映模式匹配方法性能的

查准率、查全率和全面性［７］这３项指标来进行对

比。

从匹配结果图４可以看出，在三种方法中，基

于语义的匹配方法无论是在查全率还是匹配的精

度和质量上都好于ＣＯＭＡ和ＣＯＮＴＥＸＴ。基于

语义方法匹配的查全率均值达到８２％，平均精度

均值达到９１％，匹配质量全面性均值达到６７％；

ＣＯＭＡ匹配的查全率均值为７２％，平均精度均

值为８５％，匹配质量全面性均值为６２％；ＣＯＮ

ＴＥＸＴ匹配的查全率均值为６０％，平均精度均值

为７８％，匹配质量全面性均值为４４％。

基于语义的模式匹配方法通过模式元素间的

语义进行深度分析，借助 ＷｏｒｄＮｅｔ等外部语义知

识库来发现元素语义上的本来关系，从而为那些

从语法上无法进行匹配的元素对找到了一种新的

对应关系，即相等或包含等关系，能够发现模式元

素间更多的映射关系，因此在查全率和精度等质

量指标上取得了比ＣＯＭＡ等匹配方法更好的结

果。但基于语义的方法并不能找到全部的映射关

系，特别是对那些从语义上都无法确定关系的映

射，如元素对（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无论

从语法或语义上都不能确定它们是对应的关系，

但实际上在 ＷＣＳ两种版本的模式元素描述中，

它们表示的是同一意义，即是对某个具体ｃｏｖｅｒ

ａｇｅ名称的描述。对于这些模式映射，只能通过

匹配后的专家干预来发现。此外，在本文中并没

有分析语义匹配方法的性能问题，语义匹配方法

由于需要额外对所有元素进行预处理（特别是对

合成词的处理）、ＷｏｒｄＮｅｔ知识库初始化、语义分

析和关系识别及验证，所以效率上明显低于ＣＯ

ＭＡ等方法，这将是以后需要改进的方面。

图４　实验结果比较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ａｔ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　结　语

本文在分析 ＷＣＳ不同版本模式文件特点的

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的模式匹配方法。

从实验结果看出，基于语义的模式匹配方法在匹

配结果的查全率、精度和全面质量指标上比ＣＯ

ＭＡ 匹配方法分别提高 １０％、６％ 和 ５％，比

ＣＯＮＴＥＸＴ 匹配方法分别提高 ２２％、１３％ 和

２３％。下一步将重点研究从语法和语义综合方向

上去提高匹配质量，并改进算法，提高匹配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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