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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实现基于多源 ＷＦＳ服务要素层次的语义检索，提出了一个要素本体的五元模型。在此框架下，

研究了要素本体的自动构建方法，形式化定义了要素的空间关系，并扩展了逻辑关系以及空间关系的推理规

则来实现要素层次的联合推理检索，并给出了联合规则推理的要素语义检索算法。实例证明，本文方法对多

源 ＷＦＳ的语义查询具有实际的可行性，为多源 ＷＦＳ服务要素的语义检索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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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ＧＣ标准化的网络要素服务在数据层面上

提供了异构空间数据的共享接口，但仅仅从技术

层面实现空间数据的共享和互操作，不能解决空

间要素语义层面的互操作问题［１］。目前，很多学

者利用本体形式化表达以及逻辑推理方法，试图

解决要素的语义检索问题［２５］。但这些研究忽视

了要素之间的多种空间关系的映射方法研究，而

这恰恰是本体空间推理规则的基础，因为在本体

的实际文件中，如果不明确地存储空间关系，就无

法实施空间推理。因此，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

了要素本体的表达模型以及面向多源 ＷＦＳ服务

的要素语义检索方法，旨在通过自动构建应用本

体，映射多种空间关系（包括拓扑、方位、距离等空

间关系）以及扩展要素推理规则来实现要素的空

间、逻辑联合推理检索，并以具体的算法详细阐述

了语义层次的要素检索过程。

１　“五元”要素本体模型

在要素的本体表达中，需要明确要素类、实

例、属性、关系这四种概念及其规则约束。因此，

定义五元组表示要素本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ＷＯ，ＦＯ，ＡＲ，ＳＲ，ＲＣ＞（以城市基本要素层为

例）。如图１所示，五元组中，ＷＯ是 ＷＦＳ服务本

体的集合，ＦＯ是要素本体及其实例、属性集合，

ＡＲ是要素类之间的逻辑关系集合，ＳＲ是要素之

间空间关系的集合，ＲＣ是上述 ＷＦＳ本体和要素

本体以及要素和要素本体的规则集合，通过使用

这些规则对要素实施语义层面的推理。

１．１　本体的创建

如图１所示，从多 ＷＦＳ数据源中自动提取

要素本体的方法和步骤如下。

１）创建 ＦｅａｔｕｒｅＬａｙｅｒ类，构建 ＷＯ 本体。

通过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请求，获取每一个 ＷＦＳ数

据源的元数据，并分别创建ＦｅａｔｕｒｅＬａｙｅｒ类（要

素层 的 父 类）、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Ｂｏｘ 属 性、空 间 参 考

ＳｒｓＮａｍｅ属性、ＷＦＳ的ＵＲＬ地址属性等。

２）创建 ＦｅａｔｕｒｅＬａｙｅｒ的子类，构建 ＦＯ 本

体。通过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请求，获取每一个 ＷＦＳ

数据源每一层Ｌａｙｅｒ的名称，根据Ｌａｙｅｒ的不同

名称来创建子类。

３）创建要素的实例。通过 ＧｅｔＦｅａｔｕｒｅ（）请

求，获取每一层Ｌａｙｅｒ的要素，创建相应类的每一

个要素实例。



　第３７卷第５期 张建博等：利用本体的 ＷＦＳ要素语义检索研究

４）创建要素的属性。根据 ＷＦＳ要素的特

征，抽象出四种属性：要素的几何坐标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要素的ＩＤ、要素的几何类型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Ｔｙｐｅ以及

要素的其他属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针对每一个要素实

例，将各个属性值映射到各个实例的属性节点上。

图１　ＷＦＳ的本体表达

Ｆｉｇ．１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ＦＳ

１．２　要素关系映射算法

当构建好本体文件ＯＷＬ之后，需要在ＯＷＬ

中添加要素关系，配合特定的推理规则，才能实现

要素的语义推理。要素类之间的关系包括逻辑关

系和多种空间关系。逻辑关系用于描述特定应用

本体之间的关系，是逻辑推理的依据，依赖于所在

领域内专家系统对应用本体的预先定义。本文通

过手工方式为道路层 ＮｅｔＷｏｒｋ和交通枢纽层

ＮｅｔＪｕｎｃｔｉｏｎ添加Ｈａ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逻辑关系；要素空

间关系的形式化表达用于要素的空间推理，是指

在本体表达模型ＯＷＬ中显式地存储要素的空间

关系，包括拓扑、距离、方位关系，以 ＯＷＬ：Ｏｂ

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对象属性标识。

针对要素的空间关系，需要采用相应的算法

实现空间关系到 ＯＷＬ的映射，也就是在构建本

体的同时计算好空间关系。本文只表达当前要素

与邻近要素的空间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邻近”

是指在距离上并且四方向邻域最近。具体算法如

下：① 装载ＯＷＬ本体文件；② 遍历每个要素实

例（ＯＷ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同时设当前要素实例为犉，

计算犉和剩余所有要素实例的空间关系。

如果当前要素实例犉、下一个要素实例犉′的

类型都为Ｐｏｉｎｔ，那么比较犉和犉′在东南、西南、

西北、东北方向上的方位关系，并存储这４个方向

上最近距离的点的方位关系；如果犉和犉′的坐标

不同，设置其拓扑关系为Ｄｉｓｊｏｉｎｔ，并存储离犉最

小距离的犉′的距离关系Ｎｅａｒｂｙ，见图２。

如果当前要素实例犉 的类型为Ｐｏｉｎｔ，犉′的

类型为Ｌｉｎｅ，计算犉是否在犉′中，并且计算犉与

犉′的距离。如果犉 在犉′中，设置其拓扑关系为

ＷｉｔｈＩｎ，并存储离犉 最小距离的犉′的距离关系

Ｎｅａｒｂｙ；同样，如果犉和犉′的类型相反，并且犉′

在犉 中，设置其拓扑关系为Ｃｏｎｔａｉｎ，见图３。

如果当前要素实例犉 的类型为Ｐｏｉｎｔ，犉′的

类型为Ｐｏｌｙｇｏｎ，计算犉是否在犉′中，如果在，设

置其拓扑关系为 ＷｉｔｈＩｎ；同样，如果犉和犉′的类

型相反，并且犉′在犉 中，设置其拓扑关系为Ｃｏｎ

ｔａｉｎ，见图４。

图２　点与点的空间关系表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ｉｎｔｓ

　　　　
图３　点与线的空间关系表达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Ｌｉｎｅ

　　　　
图４　点与面的空间关系表达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ｙｇｏｎ

　　通过上述算法，能够存储部分要素实例之间

的空间关系，为某个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部分

空间关系表达。而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以

及隐含的空间关系则需要扩展的描述逻辑推理

得出。

１．３　推理规则

本体描述语言 ＯＷＬ通过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Ｌｏｇ

ｉｃ
［６］推理概念之间的语义关系，但是并不适合特

定应用本体的逻辑关系推理甚至空间关系推理。

为了简要说明要素的语义推理，本文以兴趣点

ＰＯＩ的检索为主，主要研究ＰＯＩ和道路、ＰＯＩ和

区县的空间关系，因此将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表

达局限于点和点、点和线、点和面之间，推理规则

采用三元组［７］形式进行表达。

定义１　？为变量标识，没有？的三元组节

点为常量，（？犪，狉，？犫）为三元组的主谓宾结构，

→为向前推理符号。

１）应用本体逻辑推理规则

ＷＯ的范围推理规则为：根据 ＷＦＳ本体的

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Ｂｏｘ条件，推理检索要素。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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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的关联推理规则为：根据要素类之间的

逻辑关系以及属性，检索要素实例。

２）空间关系推理规则

互反空间关系规则：表示某两个要素空间关

系的对立特征，包括ｉｓ＿ＥａｓｔＳｏｕｔｈ与ｉｓ＿Ｗｅｓｔ

ｎｏｒｔｈ、ｉｓ＿Ｗｅｓｔｓｏｕｔｈ与ｉｓ＿Ｅａｓｔｎｏｒｔｈ、ｉｓ＿Ｅａｓｔ与

ｉｓ＿Ｗｅｓｔ、ｉｓ＿Ｎｏｒｔｈ与ｉｓ＿Ｓｏｕｔｈ、Ｗｉｔｈｉｎ与 Ｃｏｎ

ｔａｉｎ。

传递空间关系规则：表示三个要素空间关系

的传递特征，包括ｉｓ＿Ｅａｓｔｓｏｕｔｈ、ｉｓ＿Ｗｅｓｔｎｏｒｔｈ、ｉｓ

＿Ｗｅｓｔｓｏｕｔｈ、ｉｓ＿Ｅａｓｔｎｏｒｔ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Ｗｉｔｈｉｎ、Ｅ

ｑｕａｌ、Ｎｅａｒｂｙ。

对称空间关系规则：表示两个要素之间的对

立空间关系特征，包括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Ｃｒｏｓｓ、Ｕｎｃｒｏｓ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ｑｕａｌ、Ｏｕｔｓｉｄｅ。

２　基于联合推理规则约束的要素语

义检索

　　要素的语义检索基于上述要素本体模型构建

算法，通过各种检索条件以及联合推理规则约束

从要素本体中筛选符合条件的要素实例。

２．１　主要方法

１）ＳＰＡＲＱＬ
［８］查询接口。利用ＳＰＡＲＱＬ语

言实现自然语言对本体的查询。

２）相似度匹配。相似度公式如下：

犛（犉，犉′）＝犛犜（犜，犜′）犠犜＋犛犐（犐，犐′）犠犐＋

犛犘（犘，犘′）犠犘＋犛犅（犅，犅′）犠犅＋

犛犌（犌，犌′）犠犌 （１）

其中，犛犜（犜，犜′）为两个本体要素类的相似度；犛犐

（犐，犐′）为实例的相似度；犛犘（犘，犘′）为属性相似

度；犛犅（犅，犅′）为范围相似度；犛犌（犌，犌′）为要素的

几何坐标相似度；犠 为各个参量的权重，由专家

或者用户直接按照需求设定，其中，

犠犜＋犠犐＋犠犘＋犠犅＋犠犌 ＝１ （２）

　　３）联合规则约束过滤。规则约束的相似度

计算公式如下：

犛＝犛（犉，犉′）（１＋μ犛（ＲＡ，ＲＡ′）） （３）

犛＝犛（犉，犉′）（１＋φ犛（ＳＡ，ＳＡ′）） （４）

其中，犛（ＳＡ，ＳＡ′）为空间关系相似度；犛（ＲＡ，

ＲＡ′）为逻辑关系相似度；μ和φ分别为空间关系

和逻辑关系的影响因子，用于调节规则影响的权

重。

２．２　检索流程

文献［５，９］在要素的检索匹配过程中并不考

虑逻辑和空间关系规则，在获取最大的要素相似

度之后，就将检索结果映射为 ＷＦＳ请求，并将服

务器端生成的ＧＭＬ返回客户端。本文算法如图

５所示，在其基础之上顾及实例、几何要素等多条

件要素匹配，并利用自适应推理规则约束筛选要

素。具体流程如下：① 解析用户的自然语言请

求，将其转换成ＳＰＡＲＱＬ（插入引文）语言；② 通

过相似度匹配方法获取最大相似度的要素实例；

③ 通过逻辑关系和空间关系的自适应算法实现

要素的过滤；④ 将子查询语句转换为 ＷＦＳ的规

范要素查询接口，为用户提供满足要求的空间要

素，以ＧＭＬ数据格式返回。

图５　要素检索流程

Ｆｉｇ．５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２．３　检索算法

这里定义三组概念作为检索变量。

定义２　犜 为要素类名称，犐为要素实例名

称，犘 为要素属性，犌 为要素几何坐标，犅 为

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Ｂｏｘ范围，犜′、犐′、犘′、犌′、犅′分别为用户

输入的匹配项。

定义３　要素本体ＦＯ，规则集合ＲＳ，属性对

象关系集合ＡＲ，空间关系集合ＳＲ，犛为要素之间

的对象关系，包括 ＡＲ、ＳＲ；ＦＯ′、ＲＳ′、ＡＲ′、ＳＲ′为

用户输入的匹配项。

定义４　Ｆｉｌｔｅｒ（犡，犢，犣）为要素实例的过滤

函数，其中，犡 为ＦＯ本体的要素实例；犢 为实例

之间的关系犛；犣为对应的推理规则ＲＳ。

要素检索的具体算法如下：

１）从 ＷＯ以及ＦＯ本体中匹配要素实例

输入：检索条件犙（犜′，犐′，犘′，犌′，犅′）

输出：要素实例集合Ｆ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ＦＯ′＝ｅｍｐｔｙｓｅｔ，ＷＳ′＝ｅｍｐｔｙ

ｓｅｔ

ｆｏｒｅａｃｈＦＯ′∈ＦＯ

ｉｆ犙．犜′∈ＦＯ′．犜 ∩犙．犐′∈ＦＯ′．犐∩犙．犘′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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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犘 ∩犙．犌′∈ＦＯ′．犌∩犙．犅′∈ＷＳ′．犅

ａｄｄ　ＦＯ′ｔｏ　Ｆ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２

２）最大相似度计算

输入：要素实例集合 Ｆ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２，阈值

Θ，检索条件犙（犜′，犐′，犘′，犌′，犅′）

输出：要素实例集合Ｆ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３

ｆｏｒｅａｃｈＦＯ′∈Ｆ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２

ｉｆ犛犜（犜，犜′）犠犜＋犛犐（犐，犐′）犠犐＋犛犘（犘，

犘′）犠犘＋犛犅（犅，犅′）犠犅＋犛犌（犌，犌′）犠犌＞Θ

　ａｄｄ　ＦＯ′ｔｏ　Ｆ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３

３）根据要素的对象关系进一步过滤要素实

例

输入：检索条件犙（Ｆ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３，ＡＲ，ＳＲ）

输出：要素实例Ｆ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４

ＩｎｉｔｉａｌｉｚｅＦＯ′＝ｅｍｐｔｙｓｅｔ，犛′＝ｅｍｐｔｙｓｅｔ

ｆｏｒｅａｃｈＦＯ′∈犙．Ｆ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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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检索实验与分析

假设用户请求为“百货大厦北部，位于未央区

的重点中学有哪些，并且找出这些重点中学最近

的交通枢纽点以及所在的道路网”。提供５个

ＷＦＳ数据源：某城市的学校Ｓｃｈｏｏｌ层、商业中心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Ｍａｌｌ层、道路网ＮｅｔＷｏｒｋ层、路网节点

ＮｅｔＪｕｎｃｔｉｏｎ层、行政区 Ｒｅｇｉｏｎ层，由 Ｇｅｏｓｅｒｖｅｒ

（ｈｔｔｐ：／／ｇｅｏｓｅｒ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ｇｅ．ｎｅｔ／ｈｔｍｌ／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发布，所有图层客户端的可视化结果见图６。

首先根据本文提出的要素本体模型以及本体

构建方法构建要素本体（见图１）；然后按照本文

定义的空间关系将每个 ＷＦＳ要素层中要素之间

的空间关系进行形式化表达，并扩展推理规则；再

将用户请求映射为ＳＰＡＲＱＬ查询语句。

按照本文提出的要素检索算法实现要素的语

义推理检索，并获取要素实例的ＦＩＤ（要素标识），

将ＦＩＤ作为参数封装为 ＷＦＳ的要素查询接口，

如 ｈｔｔｐ：／／ｓｅｒｖｅｒ？ｒｅｑｕｅｓｔ＝ Ｇｅｔ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Ｌａｙｅｒ＝ｓｃｈｏｏｌ＆＆ＦＩＤ＝ｓｃｈｏｏｌ．３；然后

发送 ＷＦＳ要素查询请求，获取 ＧＭＬ结果，将

ＧＭＬ查询结果通过 Ｏｐｅｎｌａｙｅｒ（ｈｔｔｐ：／／ｏｐｅｎｌａｙ

ｅｒｓ．ｏｒｇ）可视化，其结果如图７所示。

从图７中可以看到，按照用户的查询要求（点

图６　ＷＦＳ要

素层

Ｆｉｇ．６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ＷＦＳ

　　　　

图７　多源 ＷＦＳ要

素语义检索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ｕｌｔｉ

ＷＦ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Ｌａｙｅｒｓ

击的链接）检索出两个重点中学“２３中”和“市立

中学”以及这两个学校最近的交通枢纽，还有经过

交通枢纽的道路网。

整个检索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步骤：① 经过

交通枢纽的道路网，通过应用本体类的逻辑关系

获取。② 根据点与点、点与面的空间关系推理检

索符合条件的重点中学，主要满足条件ｓｃｈｏｏｌ

（狓），狓ｉｓ＿Ｎｏｒｔｈ＿ｏｆ“百货大楼”∩狓．ｌｅｖｅｌ＝ｋｅｙ∩

狓ＷｉｔｈＩｎ“未央区”（ｌｅｖｅｌ代表学校的级别，主要

分为ｎｏｒｍａｌ、ｋｅｙ两类）。③ 当获取重点中学后，

系统根据点与点的空间关系推理学校“最近”的交

通枢纽，主要满足条件ｎｅｔｊｕｎｃｔｉｏｎ（狓），狓Ｎｅａｒ

ｂｙｓｃｈｏｏｌ。对于前两个步骤，系统算法自适应地

检验要素的形式化关系，本体中的Ｓｃｈｏｏｌ类、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Ｍａｌｌ类和 Ｒｅｇｉｏｎ类并没有逻辑关系，

系统按照空间关系推理规则（如 Ｒｕｌｅ３、Ｒｕｌｅ４、

Ｒｕｌｅ５）推理检索要素实例。对于交通枢纽的检

索，同样不需要逻辑关系，通过 Ｎｅａｒｂｙ这一距离

关系过滤交通枢纽要素实例获取。而道路网不需

要空间运算或者空间关系推理，直接由逻辑规则

推理获取（如 Ｒｕｌｅ２）。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仅仅

通过逻辑关系推理是无法推理检索相关结果的，

因为“重点中学最近的交通枢纽点”只能通过空间

关系推理获取，而它正是检索所在道路网的关键

条件。因此，从检索实例中可以看出，辅助以多空

间关系的联合推理检索方法很好地弥补了逻辑关

系推理检索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实用性。

４　结　语

根据本文提出的五元组要素本体模型以及要

素语义检索方法，用户可以自动地构建多源 ＷＦＳ

的应用本体，实现多空间关系的要素推理检索，并

且弥补了单单基于逻辑关系检索要素的不足。实

验证明，该方法是保证多源 ＷＦＳ要素语义检索

的重要手段，能够减少语义检索中涉及到的空间

运算，提高检索速度，具有较高的实用性。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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