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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映射异构空间要素的语义，实现空间数据的本体集成，提出了针对海图和地形图的本体构建方法

及其空间要素的本体映射算法。在海图和地形图本体的构建过程中，通过建立域本体概念树以及概念之间的

约束规则，自动地从空间要素中提取应用本体。对于空间要素的语义映射，提出了一种基于规则约束的语义

深度和编辑距离的本体映射算法。该算法结合概念约束规则，从语义和语法两个方面计算来自海图和地形图

的空间要素的相似度，弥补了知网只能计算概念相似度，不能计算要素实例相似度的不足。海图和地形图集

成实验证明，所提出的本体构建方法和本体映射算法具有较高的可用性，能够实现空间要素在本体层面的动

态关联，为解决跨领域的空间数据集成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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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军用数字海图和地形图都沿用各

自领域内的标准，导致不同的应用部门对于同一

地区、同一要素的分类分级方法各不相同，这就出

现了概念上的异构问题。采用本体［１］的方法集成

异构空间数据，是现阶段空间数据共享和互操作

的重要课题［２］，它包含两个关键步骤：地理本体的

构建［３］和空间要素的本体映射［４６］。然而，当前的

研究主要侧重于同一领域内的异构数据集成。海

图和地形图的集成不仅涉及不同领域内共享概念

的语义异构，同时涉及来源于不同应用专题图层

的要素实例的语义异构，其集成方法既要考虑不

同域本体的概念相似度，也要考虑空间要素的实

例相似度。本文讨论了基于本体的海图和地形图

空间要素的语义映射思路，提出了本体构建方法、

空间要素的映射算法，并针对海图和地形图数据

进行了实例验证。

１　海图和地形图本体集成技术路线

　　如图１所示，本文提出的海图和地形图本体

集成的技术路线主要分为三个步骤：① 从海图和

地形图领域内的标准中提取共享词汇，建立概念

树，构建域本体。② 应用本体从具体的海图和地

形图数据文件中提取，并且其概念来自于域本体

的共享词汇库，即“概念提取”。③ 从概念和实例

两个层面对海图和地形图的要素实施语义映射。

图１　域本体支持的异构空间数据集成模型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

２　域本体支持的海图和地形图的本

体构建

２．１　域本体的语义表达

本文的海图和地形图域本体的语义表达主要

来自于各个专家领域制定的基础地理信息分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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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ＧＢＴ１３９２３２００６、ＧＪＢ２６８０９６）。李霖等
［３］将

地理概念的语义定义为犌犮＝（犮，｛犃｝），犃 为概念

的属性。这里，概念由分类名称表示，概念的属性

由分类编码表示，由海图和地形图的标准提供。

对于域本体的构建，仍然需要依赖专家系统，通过

手工的方式建立，如图２所示。

图２　海图域本体和地形图域本体的

部分概念语义表达

Ｆｉｇ．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ｏｆ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ａｐａｎｄｔｈｅ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ｔＰａｒｔｌ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２．２　概念规则约束

对于域本体的概念异构，需要建立概念之间的

关系映射。如表１所示，犠１、犔２和犔３来源于海图概

念树，其对应于地形图的概念及其父概念或者子概

念为犠′１、犠′２、犚′３、犚′４、犛′５，映射规则（下文称规则约

束）主要包括≡、、、四种类别，并且四种语义

关系具有不同优先级，等价关系优先级最高，父概

念／子概念关系其次，语义不交的语义关系最低。

通过规则约束，能够实现概念之间的语义映射，快

速计算概念之间的相似度。如果犠１≡犠′１，则可

以认为犠１和犠′１的概念相似度为１。

表１　概念关系映射

Ｔａｂ．１　Ｍａｐｐ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犠′１ 犠′２ 犚′３ 犚′４ 犛′５

犠１ ≡    

犔２   ≡  

犔３     ≡

２．３　应用本体的提取

海图和地形图的应用本体来自于具体的空间

数据文件，一个空间要素对应一个应用本体实例。

应用本体的提取过程分为３个步骤：① 首先获取

某一空间要素的分类编码，然后遍历所在领域（如

海图）的概念树；② 通过匹配概念的分类编码属

性，寻找当前要素的所属概念；③ 在匹配的概念

下，创建要素实例。

３　基于规则约束的语义测度和语法

测度的语义映射算法

　　在分别为海图和地形图创建了空间要素的本

体概念、概念规则约束以及实例之后，可以实施空

间要素的语义映射。设海图的空间要素为犲１，地

形图的空间要素为犲２，将犲１到犲２的本体映射函数

形式化定义为：

犳＝ Ｍａｐ（犲１，犲２）＝

Ｍａｐ（｛犚犆１ ∩犚犆２｝，｛犐１ ∩犐２｝） （１）

其中，犆为要素的概念；犚 为概念之间的规则约

束，来源于域本体；犐为要素的实例，来源于应用

本体。

３．１　算法原理

如图３所示，将空间要素的邻近度分解为语

义测度方法和语法测度方法两个向量。空间要素

的概念都来自于概念树，具有域本体的支持，如概

念犆、犆′，因此可以采用语义测度的方法。而空间

要素的实例往往具有特殊性，如实例犐、犐′无法从

语义上实施映射，因此，针对空间要素的实例，采

用语法测度的方法计算相似度。

图３　本体映射算法

Ｆｉｇ．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Ｍａｐｐｉｎｇ

３．１．１　基于规则约束的语义测度

在语义测度的度量中，通常采用语义距离的

方法。利用知网词库实施汉语词汇的相似度计

算［７］也是采用语义距离的方法，但是知网词库并

不针对地学领域，无法全部收录具有地学特征的

特殊词汇，而海图和地形图的域本体提供了地学

领域的通用概念树，可以弥补知网词库领域相关

性的不足。因此，考虑在知网的基础上，结合海图

和地形图的概念树，利用两个概念在概念树中的

语义距离计算相似度。两个概念的综合相似度计

算公式定义为：

Ｓｉｍ（犆，犆′）＝αλ／（Ｄｅｐｔｈ（犆，犆′）＋λ）＋

（１－α）ＨｏｗＮｅｔＳｉｍ（犆，犆′） （２）

其中，λ／（Ｄｅｐｔｈ（犆，犆′）＋λ）为基于语义距离的概

念相似度；Ｄｅｐｔｈ（犆，犆′）为概念犆和犆′的语义距

离，由连接这两个概念通路中的最短路径所跨的

边数计算获取，并且受到约束规则的限制，采用不

同的约束规则，语义深度的计算方法有所变化；λ

为控制概念深度的参数，０＜λ＜１；ＨｏｗＮｅｔＳｉｍ

（犆，犆′）为知网相似度；α为调节知网相似度和基

于语义距离的概念相似度的权重参数，０＜α＜１。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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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测度的最相似概念满足Ｓｉｍ（犆，犆′）＝Ｍａｘ

｛Ｓｉｍ（Ｃ犻，犆′犻）｝，在实际计算过程中，α和λ的取值

要视结果而定，用户可根据计算结果的合理性以

及满意程度对其值进行适当的调整。

３．１．２　语法测度

考虑到算法的效率，采用编辑距离的方法［８］

计算空间要素的实例相似度。编辑距离是指两个

字符之间由一个转成另一个所需的最少编辑操作

次数。其相似度定义为

Ｓｉｍ（犐，犐′）＝

１－犱（犐，犐′）／Ｍａｘ（ｌｅｎｇｔｈ（犐），ｌｅｎｇｔｈ（犐′））（３）

其中，犱（犐，犐′）为两个实例犐、犐′之间的编辑距离；

ｌｅｎｇｔｈ为字符串长度函数。

３．２　算法描述

定义海图本体犗＝｛犐１，犐２，…，犐狀｝∪｛犆１，犆２，

…，犆犽｝和地形图本体犗′＝｛犐′１，犐′２，…，犐′狀｝∪｛犆′１，

犆′２，…，犆′犽｝，建立基于概念、实例＜犆犽，犐狀＞两个

层面的相似度匹配项，为其分配权重向量 犠

｛犠犆，犠犐｝，其中犽＜狀（一个类可能包含多个实

例），并且犠犆＋犠犐＝１，犠犆＞犠犐。在本体相似度

计算的实际情况中，可适当调整权重的大小，直到

相似度计算的结果满足用户要求。

１）遍历海图本体犗，获取当前实例犐１及其概

念犆２。

２）遍历海图本体犗′，根据规则犚 的四种类

别≡、、、分为四种情况计算要素的相似度。

① 当犆２≡犆′２，即地形图概念集合｛犆′狀｝中存

在与犆２相同的概念犆′２，此时，犆２和犆′２的概念距离

Ｄｅｐｔｈ（犆２，犆′２）＝０，调用式（２），得出概念相似度

为 Ｓｉｍ（犆２，犆′２）＝ αλ／（０＋λ）＋ （１－α）

ＨｏｗＮｅｔＳｉｍ（犆２，犆′２）。寻找犆′２的实例，如果存在

实例，遍历实例列表，调用编辑距离公式计算实例

相似度，获取实例的最大相似度Ｓｉｍ（犐１，，犐′１）＝

Ｍａｘ｛Ｓｉｍ（犐，犐′１）｝。如图４所示，犆２≡犆′２，假设犐１

和犐′１最相似，则综合相似度为犛＝犠犮Ｓｉｍ（犆２，犆′２）

＋犠犻Ｓｉｍ（犐１，犐′１）。

② 当犆２≠犆′２，并且犆２犆１，犆１≡犆′１，即地形

图概念集合｛犆′狀｝中不存在与犆２相同的概念，但是

其父类犆１存在相同的概念犆′１。此时，犆１和犆′１可

以看成一个根节点，犆２和犆′２的语义距离由各自到

父节点的语义深度之和得出，在图４（ｂ）中，语义

深度Ｄｅｐｔｈ（犆２，犆′２）＝２。调用式（２），得出概念相

似度为 Ｓｉｍ（犆２，犆′２）＝αλ／（２＋λ）＋（１－α）

ＨｏｗＮｅｔＳｉｍ（犆２，犆′２），然后遍历地形图节点犆′２的

所有子概念，分别计算子概念实例的最大相似度

Ｓｉｍ（犐１，，犐′犻）＝Ｍａｘ｛Ｓｉｍ（犐，犐′犻）｝。综合相似度与

步骤①类似。

③ 当犆２≠犆′２，并且犆２犆１，犆１≡犆′１，即地形

图概念集合｛犆′狀｝中不存在与犆２相同的概念，但

是其子类犆１存在相同的概念犆′１，如图４（ｃ）所示。

此时，犆１和犆′１也可以看成一个根节点，犆２和犆′２的

语义距离由各自到等价的父节点犆１和犆′１的语义

深度之和得出，但是在实际情况中，一个概念跟其

祖先相比的相似程度高于其祖先与它相比的相似

程度［９］，也就是说，Ｄｅｐｔｈ（犆２，，犆１）≥ Ｄｅｐｔｈ（犆′２，

犆′１），因此Ｄｅｐｔｈ（犆′２，犆′２）可以量化为犓１×１＋ 犓２

×１，且犓１≥犓２，那么犆２和犆′２的概念相似度为

Ｓｉｍ（犆２，犆′２）＝α
λ

犓１＋犓２＋λ
＋ （１ －α）

ＨｏｗＮｅｔＳｉｍ（犆２，犆′２）。实例相似度和综合相似度

类似步骤①。

④ 当犆２≠犆′２，并且其子类和父类都没有相

交，即地形图概念集合｛犆′狀｝中不存在与犆２相同的

概念，也不存在与犆２父类或者子类相同的概念，

如图４（ｄ）所示，那么语义距离在海图和地形图概

念树中无法度量，即Ｄｅｐｔｈ（犆′２，犆′２）＝∞，因此概念

相似度由知网相似度计算得出Ｓｉｍ（犆２，犆′２）＝

ＨｏｗＮｅｔＳｉｍ（犆２，犆′２）。综合相似度与步骤①相同。

３）如果综合相似度犛＝犠犆Ｓｉｍ（犆犻，犆′犻）＋

犠犐Ｓｉｍ（犐犻，犐′犻）≥θ，认为当前海图和地形图的元素

最相似，并建立映射关系。

４）对错误的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元素关系进

行专家纠正。

图４　４种情况计算要素的相似度

Ｆｉｇ．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ＦｏｕｒＣａｓｅｓ

４　实例验证

采用Ｃ＋＋语言以及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开发包，设计

和开发了海图和地形图数据集成与查询系统，主

要实现空间要素的相似度计算以及基于本体的要

１２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３月

素查询。

图５中列出的相似度是两个要素的最大相似

度，即所有空间要素中当前两个要素最相似。其

中，有些相似度为０，表明在海图或者地形图中不

存在与之对应的空间要素。通过相似度计算，系

统自动将用户主观上认为是同一个概念的空间要

素通过本体关联到一起。部分不符合主观要求的

要素关联需要采用手工方式进行重新关联。

图５　空间要素的相似度计算实例

Ｆｉｇ．５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ｍｏ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为了检验算法的可行性，本文对来自海图领

域的沿海人工地物图层和来自地形图的沿岸图层

进行了测试。在实际海图和地形图（总的要素个

数分别为４３６个、７８个）图层中，实际要素最相似

的对数共有７５对（由用户主观判断、统计得出），

而采用本文算法匹配出来的最相似要素对为５９

对，其成功率为７８％。测试结果表明，结果与用

户主观上对最相似空间要素对的判断较相符，人

工干涉后能够满足空间要素的动态映射以及基于

本体的要素关联查询的要求。

基于本体的要素查询依赖于上述的相似度计

算，当完成相似度计算之后，也就完成了空间要素

在本体层面的关联。如图６所示，用户可以根据

空间要素的任意维度的属性向量，如根据来自海

图的要素属性“ｃｈｉｋａｎ”，获取当前实例“赤坎”，检

索对应于海图或者地形图中的最相似要素“赤坎

水库”以及对应的所有要素属性。

图６　异构空间要素查询实例

Ｆｉｇ．６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Ｑｕｅｒｙｉｎｇ

５　结　语

本文针对在跨领域空间数据集成过程中存在

的概念、实例异构问题，提出了基于规则约束的语

义测度和语法测度的本体映射算法，并通过基于

本体的空间数据集成系统进行了实例验证。实例

证明，本文提出的域本体能够为空间要素的应用

本体提供概念支持，并且在规则约束下，能够很好

地度量语义距离。其算法简单，具有很高的可用

性，能够动态地进行要素语义映射，实现要素的语

义查询，为解决跨领域的空间要素的语义映射提

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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