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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现有的 Ｗｅｂ服务分类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流形和流形学习的概念以及将流形学

习引入到 Ｗｅｂ服务领域的目的，提出了利用流形学习进行空间信息服务分类的方法。该方法在空间信息服

务降维前后保持各服务间的相似（近邻）关系不变，并通过对服务进行降维可视化指导，确定初始聚类数和聚

类中心，从而提高利用聚类分析实现空间信息服务无监督分类的精度。实验表明，本文方法不仅能够对抽象

的 Ｗｅｂ服务进行数值化表示，而且能够有效地提高服务分类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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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空间信息服务分

类标准是ＩＳＯ／ＴＣ２１１提出的ＩＳＯ１９１１９，它从信

息视点的角度对地理信息服务进行了分类，但是

分类层次较粗略，忽略了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数据

源的多样性，对处理服务之间的概念和组合关系

缺乏关注，不利于进行地理空间信息服务的自动

发现和组合。ＵＤＤＩ提供了一些服务分类法系

统，包括北美行业分类系统、通用标准产品和服务

分类法等，但这些分类标准并不统一，而且较为粗

糙，大都仅仅依靠服务的领域或地域进行划分，不

能保证所采用的分类方法能够正确反映服务所提

供的功能。文献［１３］分别提出了服务社区、服务

域、服务群和服务分层概念，并通过它们实现

Ｗｅｂ服务的分类。但不管是服务社区、服务域、

服务群或者服务分层，其构建都是通过手工构建

的，一方面，当服务的数量巨大时，利用手工构建

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手工构建

主要是基于构建者的主观经验和判断，无法对各

服务社区、服务域、服务分层或者服务群进行统一

描述。目前，已有一些学者采用服务聚类的思想

实现 Ｗｅｂ服务的分类，从而提高服务发现效率的

研究［４６］。但这些方法中所涉及的参数难以确定，

影响了服务自动分类的精度和效率，且当有新的

服务生成时，不能快速有效地对其进行自动分类。

本文摒弃传统的手工分类方法，通过对空间信息

服务进行 ＭＤＳ降维和犽均值聚类，实现服务的

自动分类，并设计了新生成服务的快速自动分类

方法。

１　关键技术

定义１　Ｗｅｂ服务相似性流形。Ｗｅｂ服务

集中服务之间潜在的相似性结构通过二维数据点

之间的欧氏距离体现原高维空间中服务间的距离

（相似）关系。

定义２　概念集。利用语义推理对 Ｗｅｂ服

务信息（如服务名称、分类、输入、输出、质量和描

述信息等）进行解析获取的概念集合犛。

定义３　概念树。领域本体中包含空间信息

服务概念集的子树犜。

假设某描述概念集为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狏０，狏１，…，

狏犿），其中，狏犻（犻＝１，２，…，犿）为具体的概念，则描

述概念子树 犜 为领域本体中连接的概念集

犆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中所有概念狏０，狏１，…，狏犿 的最小子树。

设置领域本体层次树中顶点的概率值为１，

即其信息量为０，根据其包含的子节点个数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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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节点的概率和包含的信息量，以此类推，计算领

域本体层次树中各节点的信息量［７］。根据式（１）

计算树犜中各边的权值：

狑（犮，狆）＝
１

犿
ＩＣ（犮）－ＩＣ（狆）

ＩＣ（犮）＋ＩＣ（狆）
（１）

其中，ＩＣ（犮）为子节点的信息量；ＩＣ（狆）为父节点

的信息量；犿为父节点的子节点数量。由于子节

点要比父节点更具体，故其含有的信息量要比父

节点多，则ＩＣ（犮）≥ＩＣ（狆），保证了权值计算的非

负性。各节点的信息量根据式（２）计算：

ＩＣ（犮）＝－ｌｏｇ２犘（犮） （２）

式中，犘（犮）是概念犮在词汇集中出现的概率。

根据空间信息服务描述概念集，获取领域本

体中包含描述概念集的概念子树，即描述概念树

犜犇，其节点信息量和边权值的计算方法与领域本

体层次树中各节点信息量和各边权值的计算方法

相同。

定义４　概念关系。设置概念间的关系包括

Ｅｘａｃｔ、ＰｌｕｇＩｎ、Ｓｕｂｓｕｍｅ和Ｄｉｓｊｏｉｎｔ四种，各关系

的语义相似性比较为Ｅｘａｃｔ＞ＰｌｕｇＩｎ＞Ｓｕｂｓｕｍｅ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８］，具体说明如图１所示（各关系相对

于概念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ｅｒｖｉｃｅ而

言）。

计算概念集中各概念在概念子树中的相似

度，计算方法如下：① 若两概念Ｅｘａｃｔ，设置ｓｉｍ

＝１；② 若两概念ＰｌｕｇＩｎ或Ｓｕｂｓｕｍｅ，计算领域

本体层次树中连接两概念节点的最短路径中各边

的权值和犱，利用ｓｉｍ＝１／（１＋犱）将权值和犱转

换为相似度ｓｉｍ；③ 若两概念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ｓｉｍ＝０。

图１　概念间语义关系

Ｆｉｇ．１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２　空间信息服务的 犕犇犛降维分类

空间信息服务概念空间中无法保证其服务的

描述概念集的线性结构和变量独立无关，因此，线

性降维方法不能有效地发现空间信息服务概念集

中隐藏的复杂结构。本文采用非线性降维方法

ＭＤＳ实现空间信息服务概念空间到低维空间的

映射。ＭＤＳ是基于流形学习的非线性降维方法

的基础，它可分为度量性 ＭＤＳ 和非度量性

ＭＤＳ
［９］。

２．１　相似性保持和数据流形正确展开的 犕犇犛

降维

２．１．１　相似度计算

本文利用描述信息来度量服务的相似性，即

用描述概念集间的相似性来表示服务的相似性。

获取空间信息服务描述信息后，对描述文本进行

分词和词频统计，利用产生的词长和词频数据抽

取特征词，选择相应的领域本体对特征词进行本

体概念标注，标注后的特征词组成服务的描述概

念集。由于空间信息服务的描述信息较少，获取

的描述概念集中包含的概念十分稀疏，为了进一

步对服务进行描述，本文对描述概念集进行了扩

展，根据领域本体层次树获取描述概念集中各概

念的直接包含和被包含概念，即直接子概念和父

概念，将其加入描述概念集中。循环上述操作，直

至原有空间信息服务描述概念集中的所有概念判

断完毕。根据描述概念集获取相应的概念树，利

用下式计算空间信息服务犻和犼的相似度：

ｓｉｍ（犻，犼）＝
∑犿∑狀

ＩＣ（犿）ＩＣ（狀）ｓｉｍ（犿，狀）

∑犿∑狀
ＩＣ（犿）ＩＣ（狀）

（３）

其中，犿、狀是概念集中包含的概念，犿∈犛犻，狀∈

犛犼；ＩＣ（犿）是概念犿 在概念树犜 中的信息量；ＩＣ

（狀）是概念狀的信息量；ｓｉｍ（犿，狀）是概念犿 和狀

在概念树犜 中的相似度。

２．１．２　降维映射

设空间信 息服 务描 述概念 空间 为 犡＝

犡１，犡２，…，犡｛ ｝狀 ，其中狀为服务的个数；犡犻为第犻

个空间信息服务的描述概念向量（通过向量的形

式对描述概念集合进行表示）。根据语义相似性

度量方法获得空间信息服务的相似度矩阵：

犛＝

１

犛２１ １

犛３１ 犛３２ １

… 

犛狀１ 犛狀２ …

熿

燀

燄

燅１

（４）

　　根据公式犎犇
２
犻犼＝１－犛

２
犻犼，将相似度矩阵转化

为距离矩阵犎犇。聚类过程中，数据间的相似关

系需要满足两个一致性假设：局部一致性（即邻近

的数据点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和全局一致性（即同

一流形上的数据点具有较高的相似度）。对于

图２所示的情况进行相似性度量时，数据点１和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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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３之间的欧氏距离明显小于数据点１和点２之

间的欧氏距离，但在流形结构上，点１和点２的距

离却小于点１和点３之间的距离，因此欧氏距离

不能反映数据的全局一致性。

图２　相似性度量的全局不一致

Ｆｉｇ．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ｏ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通过给定邻域大小，用近

邻法创建距离矩阵相应的邻域图，并判断图的连

通性，对连通图运行Ｆｌｏｙｄ最短路径算法，得到最

短路径距离矩阵犇。由于空间信息服务概念矩阵

不是数值矩阵，ＭＤＳ降维中的矩阵犎 不能通过

服务概念矩阵犡 获取，而只能利用距离矩阵进行

计算。将 ＭＤＳ中的欧氏距离矩阵替换为矩阵

犇，利用相应公式对犇进行变换，根据变换后矩阵

的特征值和相应的特征向量对服务概念空间进行

二维转换，在转换过程中，使各二维对象间的欧氏

距离趋近于服务间的最短路径，即对原空间信息

服务概念空间中的服务对象进行二维数值化，且

各空间信息服务间的相似关系得到保持［１０］。

２．２　空间信息服务的 犕犇犛降维分类

定义５　空间信息服务可视化。利用二维坐

标点来代表空间信息服务，其中各二维坐标点间

的欧氏距离近似等于相应服务间的最短路径距

离，即通过二维坐标点间的相似关系体现服务间

的相似程度。

空间信息服务的 ＭＤＳ降维分类在服务降维

前后保持各服务间的相似（近邻）关系不变，能够

正确地展开空间信息服务的相似性流形结构，通

过对服务的降维可视化指导初始聚类数和确定聚

类中心，从而提高空间信息服务无监督分类的精

度。该方法首先根据文中设计的空间信息服务间

语义相似度的计算公式获取服务的相似度矩阵，

并将其转换为距离矩阵。考虑相似关系的全局一

致性，需对距离矩阵进行最短路径距离矩阵变换；

然后利用 ＭＤＳ对空间信息服务进行相似性保持

和数据流形正确展开的二维映射处理，获取二维

对象和原空间信息服务的对应关系，并对映射结

果进行可视化分析，获取初始聚类数和聚类中心；

最后对二维映射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对聚类结果

进行解释，获取空间信息服务的分类规则。

对于服务注册，传统的 ＵＤＤＩ按照已定义好

的分类标准进行人工分类，即由服务提供者将服

务注册到 ＵＤＤＩ适当的目录位置。因此，在传统

的服务注册过程中，服务提供者必须事先了解服

务注册中心的分类标准，从而使得服务注册到合

适的位置。根据本文提出的空间信息服务的

ＭＤＳ降维分类方法，服务提供者注册服务犘ｎｅｗ

时，通过计算犘ｎｅｗ与各空间信息服务聚类中心的

相似度或降维映射后坐标与二维聚类中心之间的

欧氏距离，自动判断新注册服务的归属。新注册

服务的二维映射坐标犘′ｎｅｗ根据其与近邻服务犘犻（犻

＝１，２，３）（其中，犘１ 为新注册服务的最相似服务，

犘２ 次之，犘３ 再次之）间的相似度构建如下方程组

进行计算：

１－犛
２
ｎｅｗ１ ＝ 犘′ｎｅｗ－犘′１

１－犛
２
ｎｅｗ２ ＝ 犘′ｎｅｗ－犘′

烅
烄

烆 ２

（５）

其中，犛ｎｅｗ１、犛ｎｅｗ２分别为新注册空间信息服务犘ｎｅｗ

与犘１、犘２ 间的相似度；犘′１和犘′２分别为空间信息

服务犘１ 和犘２ 的二维坐标；· 代表两点之间的

欧氏距离。对方程组进行求解，由于此方程组为

二次的，通常情况下会存在两个解，设为犘′和犘″，

选取与犘′３间的距离最接近１－犛
２
ｎｅｗ３的点作为新注

册空间信息服务犘ｎｅｗ的二维映射坐标犘′ｎｅｗ。

３　实验分析

本文选取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的基于

ＯＷＬＳ的服务语义匹配测试集 ＯＷＬＳＴＣ４中

有关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领域的６０个 Ｗｅｂ服务以及相关

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ＵＭＯ、ｐｒｏｔｏｎｕ和ｐｒｏｔｏｎｔ

本体进行相似性保持的空间信息服务可视化与分

类实验。对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领域的６０个服务进行人

工分类（将功能相同或相近的服务划分为一类，如

表１所示），根据本体层次树的描述方法和概念间

语义的相似性度量方法计算空间信息服务的相似

度矩阵，利用ＭＤＳ获取服务的二维映射坐标，在

表１　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狔领域 犠犲犫服务人工分类

Ｔａｂ．１　Ｍａｎｕ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类别 空间信息服务ＩＤ

距离计算 ｛１，３，４，６，１９，２０，２１，５９，６０｝

定位

｛２，７，１０，１２，１３，１４，１７，１８，２５，２６，２７，

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６，４２，４６，４８，

５２，５３，５４，５６，５７｝

编码获取 ｛８，９，１１，４３，４７｝

时间获取 ｛５，３８，３９，４０｝

高程计算 ｛１５，１６，２３｝

地图信息获取 ｛２２，３４，３５，４１，４９，５１，５５，５８｝

区域概况获取 ｛２４，３７，４４，４５｝

单位换算 ｛５０｝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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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几里德二维空间中对其进行显示。图２（ａ）是

未对相似度矩阵进行最短路径变换的二维映射坐

标可视化结果，图２（ｂ）是进行最短路径变换后的

二维可视化结果。

　　根据空间信息服务的二维可视化显示结果，

选取初始聚类数犽＝８进行犽均值聚类，初始聚类

中心设置为图３中虚线框的圆心坐标（图３中用

虚线框对初始聚类数和聚类中心的选取进行了标

识）。对相似度矩阵进行最短路径变换和未进行

变换的聚类结果对比如图４所示。为了更简单、

更直观地分析聚类效果的好坏，根据各空间信息

服务人工分类的结果，对图４的聚类结果进行标

注，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３　Ｗｅｂ服务二维可视化

Ｆｉｇ．３　２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图４　空间信息服务聚类结果

Ｆｉｇ．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ＧＷＳ

　　　
图５　空间信息服务聚类结果加标注

Ｆｉｇ．５　Ｍａｒｋｅ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ＧＷＳ

　　对服务的聚类精度进行准确而有效的量化分

析是评价某种方法进行服务聚类性能的客观依据，

常用的精度评估指标有查准率和查全率［４］。其中，

查准率和查全率分别是对聚类方法的准确性和分

类完全性的度量。服务聚类精度如表２所示。

表２　空间信息 犠犲犫服务聚类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ＧＷＳ／％

聚类簇
欧氏距离 最短路径

查准率 查全率 查准率 查全率

簇１ 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簇２ ８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簇３ ９０．９ ７６．９ ９５．７ ８８

簇４ ７５ ７５ １００ １００

簇５ 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簇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８７．５

簇７ １００ ８８．９ ６２．５ １００

簇８ ３３．３ １００ ８０ １００

总体精度 ７４．９０ ８６．３５ ９２．２８ ９６．９４

　　从图３可以看出，利用 ＭＤＳ进行相似性保

持的空间信息服务的降维可视化方法能够有效地

指导服务初始聚类数和聚类中心的确定。从图５

可以看出，根据最短路径进行聚类的各聚类簇的

纯度要高于直接利用欧氏距离对空间信息服务进

行聚类的纯度。从表２可知，以人工分类结果为

比较标准，本文提出的空间信息服务的聚类方法

的查准率和查全率都要远高于基于欧氏距离的空

间信息服务聚类，更能满足实际应用的需要。

根据进行最短距离变换的空间信息服务聚类

结果获取各聚类簇的中心，并对其进行存储。各

聚类簇通过簇中心进行表示，在对新服务进行分

类时，计算服务的二维映射坐标与各聚类簇中心

的距离，通过距离的远近判断服务的类别归属。

选取ＯＷＬＳＴＣ４查询服务集中部分空间信息的

相关服务进行服务自动分类实验，选取的空间信

息服务文件名及人工分类结果如下：ｇｅｏｃｏ

ｄｅＵＳＡｄｄｒｅｓｓ（定 位）、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ｍａｐ＿ｓｅｒｖｉｃｅ（地图信息获取）、

ｇｅ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ｂｏｖｅＳｅａＬｅｖｅｌＯｆＬｏｃａｔｉｏｎ（高 程 计

算）、ｇｅ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ｉｔｉｅｓ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距离

计算）、ｇｅ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定位）、ｇｅｔ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Ｃｉｔｙ（定位）、ｇｅ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Ｚｉｐｃｏｄｅ

（定位）、ｇｅｔＭａｐＯｆＵＳＡｄｄｒｅｓｓ（地图信息获取）、

ｇｅｔＳｕｎｓｅｔＳｕｎｒｉｓｅＴｉｍｅＯｆ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时 间 获 取）、

ｇｅｔＺｉｐｃｏｄｅＦｏｒＵＳＣｉｔｙ（编码获取）。根据获取服

务二维映射坐标的计算方法和设计的空间信息服

务自动分类方法计算选取服务的二维坐标，并根

据二维坐标判断服务的类别归属，如表３所示。

表３　选取服务的二维映射坐标和类别判断

Ｔａｂ．３　２ＤＭａｐｐ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Ｄ 二维映射坐标 自动分类（簇对应类）

１ （０．０２５２４，０．１６００５） 簇３（定位）

２ （－０．１１７２６，－０．１０３９２） 簇６（地图信息获取）

３ （－０．０２０８７，－０．３１５７５） 簇２（高程计算）

４ （０．３６３６６，－０．１８９２４） 簇５（距离计算）

５ （０．１３８５９，０．１８９８６） 簇３（定位）

６ （０．０３９１８，０．１７１６４） 簇３（定位）

７ （０．０１８２２，０．００４１０） 簇７（编码获取）

８ （０．１６６３０，０．１６８９７） 簇３（定位）

９ （－０．３２３５１，０．０９２２３） 簇４（时间获取）

１０ （０．０２２２２，０．００４８６） 簇７（编码获取）

　　将手工分类和自动分类的结果进行对比，可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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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在选取的服务中，本文设计的类别归属判

断方法能够对绝大多数服务进行正确的判断。本

文提出的利用流形学习进行空间信息服务分类的

方法实现了对服务的自动分类，解决了人工分类时

主观因素对分类结果造成的影响以及分类成本过

高的问题，且在聚类过程中，根据空间信息服务降

维可视化结果指导和确定初始聚类树和聚类中心，

解决了现有的利用聚类实现服务自动分类方法中

聚类参数难以选取的问题，提高了服务分类的效率

和精度。当有新的服务生成时，能够快速有效地自

动判断其类别归属，而不需人工干预和对所有空间

信息服务进行重新分类。在空间信息服务发现应

用中，由于服务分类可以事先进行并存储，分类时

间开销并不会影响服务发现的时间效率。针对某

一服务请求，若按照传统的顺序查找方法，则需遍

历查找所有服务，时间复杂度为犗（狀）（其中，狀为注

册中心服务的数量）；若采用本文提出的分类方法

对空间信息服务进行分类预处理后再查找，则时间

复杂度为犗（狀犆＋狀犆犿）（其中，狀犆 为聚类簇的个数，

狀犆犿为服务请求最匹配聚类簇中包含的服务个数）。

通过空间信息服务分类，过滤了大量的无关服务，

有效缩小了服务搜索的空间。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利用流形学习进行空间信息服务

分类的方法，利用语义关系将功能相同或相近的

空间信息服务划分在一起，进而对它们进行抽取

并封装，使用服务簇概念来描述一类服务，利用服

务簇来辅助服务的注册、查找，实现对服务方便、

快捷的发现和组合。空间信息服务的降维分类过

程可以在空余期间进行同步操作，从而进一步提

高服务发现和组合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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