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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空间数据基础设施（ＳＤＩ）要面向多领域、多层次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自适应信息服务，基于网络挖

掘技术分析了ＳＤＩ中职能部门的用户背景、服务访问行为和制图规则的关系，提出了自适应部门空间模型和

基于地图服务访问日志的用户偏好挖掘方法，着重讨论了尺度偏好、语义偏好和要素偏好的挖掘过程。通过

对真实服务日志的分析，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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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数字城市建设的全面展开，空间数

据基础设施（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ｓｔｕｒｅ，ＳＤＩ）建

设日益完备，各部门用户的空间化数据逐步形成

体系，ＳＤＩ的建设重点将转向用户驱动的自适应

信息服务。多样化的用户数据内容和应用需求迫

切需要建立用户自适应分类，定制因人而异的服

务模式［１］。地图自适应研究从用户角度出发，通

过研究用户识图、用图的行为特点，设计出更适合

用户使用习惯的地图［２５］。这些研究是地图制图

动机由数据驱动向用户驱动的转变，也是信息服

务技术背景下人们开始关注地图适用性的表现。

ＳＤＩ建设对其服务对象进行了群体划分，不

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需求的用户群体表现出明

显的偏好差异。深度挖掘群体用户的认知目的和

行为特征，能够发现与制图规则相关的群体用户

偏好。该问题的研究在ＩＴ数据挖掘领域属于网

络挖掘的范畴，本文以自适应制图为研究目的，讨

论了适用于ＳＤＩ建设的部门地图空间模型和与

在线制图相关的用户行为偏好挖掘方法，实现部

门用户数据的按需处理和表达。

１　自适应部门地图空间模型

基于ＳＤＩ信息服务用户受众群的划分，将符

合某领域用户共同兴趣的地图定义为部门地图。

以地理数据库系列比例尺为参考，根据用户偏好，

从部门空间数据中检索、提取符合特定尺度和特

定地图表达的地理要素，构建自适应表达数据，即

自适应部门地图空间模型。

与传统多尺度模型相比，本模型基于群体用

户的空间表达层次水平偏好，按需划分数据尺度，

派生差异化的空间数据内容和表达。通过发现用

户偏好需求与制图知识的关联，达到自适应制图

的目的，使部门用户的地理要素数据在不同的尺

度和场景下展示出不同的形式表达。网络地图中

采用的渐进式传输即是建立在对用户尺度需求未

知的基础上，当用户尺度需求已知时，根据用户尺

度需要进行尺度划分是合适的。

自适应部门地图空间模型可以形式化描述

为：

犃犕 ＝ ｛犝，犚，犘，犜｝

部门地图空间可以看作一个包含用户、数据、形式

的多维立方体。其中，犝 为部门用户背景，包括尺

度、精度、场景和任务等参量；犚为部门空间数据

资源，包括数据服务、要素层、对象等参量；犘为用

户偏好，包括尺度偏好、语义偏好、对象偏好、样式

偏好和空间偏好等参量；犜 是由犝、犚、犘 决定的

变换方法，包括尺度变换、内容变换、组织变换和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３年３月

样式变换。

１．１　部门用户背景

部门用户不同于个体用户，地图操作的目的

性较为明确，对用户年龄、性别和学识等用户背景

的个体信息分析意义不大。用户差别更多体现在

管理职能和行业需求的差别上。如表１所示，不

同领域应用中，因业务需求和管理尺度的不同，对

于空间对象的认知也存在总体和局部、概略和细

微、重要和次要的区别。为体现群体用户的认知

特征，适应不同群体的服务需求，可以量化尺度需

求、数据精度、业务需求和场景特征等参量。尺度

需求按照网格、社区、行政管理范畴可以量化到不

同的尺度区间内；数据精度可以通过模糊化的比

例尺表示；业务需求根据所需的地图功能可以定

义为数值参量。

表１　部门地图差异示例

Ｔａｂ．１　ＡＣａｓ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ｍａｉｎＭａｐ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部门 尺度 专题数据 数据精度 业务需求

规土 综合性 规划国土 高 规划审批

监察 细粒度 监察对象 中 违法监察

环保 粗粒度 环境监测 混合 环保分析

教育 细粒度 学校分布 低 学区管理

应急 综合性 应急资源 混合 应急指挥

工商 细粒度 商户分布 低 企业管理

贸工 粗粒度 经济指标 低 产业规划

交通 综合性 交通道路 混合 交通管理

１．２　服务日志分析

ＳＤＩ中的各部门通过发布和注册空间服务，

解决空间数据的多源和异构问题。部门个体用户

通过本部门的 ＷｅｂＧＩＳ系统进行地图互操作，这

种互操作间接触发各种服务请求。因此，用户行

为模式可以通过分析服务访问日志间接得到。

如表２所示，地理信息服务与用户互操作、用

户读图需求之间存在隐性关联关系。如对 ＷＭＳ

服务中的空间尺度记录进行挖掘，可以发现用户

认知与服务尺度的关系。通常，ＳＤＩ中以共享为

主要目的的数据服务粒度较粗，且服务日志以

ＵＲＬ的形式序列化存储，为挖掘更有价值的信

息，需要把原始服务日志根据服务不同的类型进

行更细粒度的划分，处理成可供直接数据挖掘的

行为参量。

设ＳＤＩ中服务集合为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ｓ１，

ｗｓ２，…，ｗｓ狀｝，图层集为Ｌａｙｅｒ＝｛犾１，犾２，…，犾犿｝，

用户集为 Ｕｓｅｒ＝｛狌１，狌２，…，狌狆｝，则部门地图空

间模型的产生可表述为：①ｕｓｅｒ犻以一定的概率狆

（ｗｓ）获取服务功能；②ｕｓｅｒ犻以一定的概率访问

ｗｓ的潜在空间尺度区间｛狊１，狊２，…，狊狇｝；③ｕｓｅｒ犻

表２　服务与用户潜在需求

Ｔａｂ．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ＤｏｍａｉｎＵｓｅｒｓ

服务名称 细粒度功能 读图需求

地图服务

（ＷＭＳ）

漫游、缩放、开关 图

层、…

合适的尺度、密度、

详略、位置、符号

要素服务

（ＷＦＳ）

选择查询、要素定位、

空间统计、…

合适的尺度、详细信

息

事务服务

（ＷＦＳＴ）

要素选取、要素编辑、

…

合适的编辑尺度、要

素参照

处理服务

（ＷＰＳ）

叠加分析、缓冲区分

析、关联分析、…

合适的要素密度、参

照

目录服务（ＷＣＳ）ＳＤＩ资源编目 合适的用户分类

以一定的概率访问图层犾；④ 对于一个潜在的分

类ｃａｔ，该类具有一定的先验知识狆（ｃａｔ｜θ）；⑤ 分

类ｃａｔ含有图层ｌａｙｅｒ的概率为狆（ｃａｔ｜ｌａｙｅｒ，θ）；

⑥ｕｓｅｒ犻以一定的概率访问各个分类｛ｃａｔ１，ｃａｔ１，

…，ｃａｔ狉｝。

挖掘结果以用户偏好文件的形式存储，用户

偏好文件表述为 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犻＝｛≤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ｃａｌｅ，≤ｌａｙｅｒ，≤ｃａｔ，犝犻，犔犻，犆犻｝，其中，“≤”表示

挖掘产生的用户偏好偏序；犝犻标识用户的背景参

量；犔犻表示犖 元组＜ｌａｙｅｒｉｄ，犿１，犿２，…，犿狊＞，其

中，ｌａｙｅｒｉｄ为图层的标识，犿 为挖掘产生的尺度、

频率、样式、功能、方式等各种度量。

２　方法与实现

２．１　日志清理

由于空间数据的固有特性，地图服务相对通

常的 Ｗｅｂ请求日志维度较多，日志序列化记录为

Ｇｅ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ｏｇ：｛Ｓｅｓｓｉｏｎ，ＵｓｅｒＩ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ｙｐ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ＲＬ，ＳｔａｒｔＴｉｍｅ，ＥｎｄＴｉｍｅ，Ｓｔａｔｕｓ｝，其

中，ＳｅｓｓｉｏｎＩＤ可以标识从用户打开浏览器到关闭

浏览器期间的系列服务会话；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ｙｐｅ标识服

务访问的类型；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ＲＬ包含服务实际请求的

内容；ＳｔａｒｔＴｉｍｅ和ＥｎｄＴｉｍｅ表示服务请求时间

和结果返回时间；Ｓｔａｔｕｓ表示请求成功标识。一

条有效的服务日志最有价值的信息包含在Ｓｅｒｖｉ

ｃｅＵＲＬ中，对服务ＳｅｒｖｉｃｅＵＲＬ进行预处理，形成

多维日志立方体。

服务日志的预处理流程如下：① 对日志进行

清洗，剔除异常访问；② 根据部门ＩＰ划分日志，

找到每个部门的服务日志集；③ 对每个日志子

集，根据用户会话进行分割，找到每个访问者的连

续服务会话序列；④ 构造 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结构，对每

类数据，每个部门均建立独立的数据描述；⑤ 并

行处理各日志子集，根据会话，把日志处理成各个

维度的挖掘参量。

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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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预处理后，可针对不同维度的结构进行

挖掘操作。从尺度维发现尺度访问偏好；从要素

维发现要素关联规则；从对象维发现特定要素的

访问偏好和样式偏好。

２．２　尺度偏好挖掘

基于服务会话序列的尺度挖掘基于以下假

设：① 用户倾向于在合适的尺度下、合适的范围

内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地图操作；② 若两个连续

服务请求间隔较大，则用户对前次请求的内容较

为关心；③ 用户对于图层进行操作或对要素进行

查询，说明用户对于要素较为关心。

对于一次 ＷＭＳ服务犛犻，尺度可通过式（１）进

行计算：

Ｓｃａｌｅ（犛犻）＝
Ｄｉｓｔ（Ｍｉｎ犡，Ｍａｘ犡）

ＩｍａｇｅＷｉｄｔｈ犛犻
×犇 （１）

其中，Ｄｉｓｔ（Ｍｉｎ犡，Ｍａｘ犡）为图片宽度代表实际距

离；犇为屏幕分辨率到距离的换算常数。

通过式（２）计算用户在当前帧停留的时间，作

为尺度频率的精确度量。为避免用户打开地图后

长时间离开导致的误差，时间权重阈值设为

１００ｓ。

ｆｒｅｑ（犛犻）＝ＳｔａｒｔＴｉｍｅ犛犻－１ －ＥｎｄＴｉｍｅ犛犻 （２）

　　由于用户操作的随意性，显示比例尺离散地

分布在任意的线性尺度空间中。发现用户访问最

频繁的尺度区间，需要根据电子地图可视化的最

大尺度和最小尺度进行尺度区间划分。划分可以

ＳＤＩ中存储的多级要素比例尺为参考，并对非关

键尺度进行进一步细分，构成连续的尺度区间。

为了保证挖掘尺度的连续性，原则上区间个数不

应小于ｌｏｇ２（ＭａｘＳｃａｌｅ／ＭｉｎＳｃａｌｅ）。

采用犓均值、犓 中心点、ＣＬＡＲＡＮＳ等多种

聚类方法均可实现尺度聚类［６］。考虑到服务会话

的伸缩性，本文采用犓均值进行聚类。每个聚类

内，图层犾犻对尺度犛犻的偏好度量计算式为：

ＳＦ（犛犻，犾犼）＝犘（ｆｒｅｑ（犛犻，犾犼））＝

ｆｒｅｑ（犛犻，犾犼）／∑ｆｒｅｑ（犛，犾犼） （３）

２．３　关联规则挖掘

网络日志的关联规则挖掘有很多成熟的方

法［７］，由于ＳＤＩ服务日志数据具有高维和海量的

特征，这些方法并不直接适用。本文通过走访各

个部门，得到全市空间资源统一编目，作为分类的

先验信息，避免无监督挖掘产生过量规则。

采用相关度作为图层之间关联程度的度量，

利用相关性统计向上封闭的特性，发现用户倾向

于一起访问的多个图层，把关联度超过阈值的多

个图层作为新分类固化。相关度计算式为：

Ｃｏｒ（犡，犢）＝犘（狓，狔）ｌｇ
犘（狓，狔）

犘（狓）犘（狔）
－

∑
（犡＝狓，犢＝珔狔）（犡＝珔狓，犢＝狔）

犘（犡，犢）ｌｇ
犘（犡，犢）

犘（犡）犘（犢）
（４）

２．４　要素偏好挖掘

对象偏好挖掘以访问计数为主，包括每类要

素的服务访问、服务类型、服务样式等频度，要素

偏好反映用户希望如何使用一个要素。若对每个

对象进行计数，可以得到更细粒度的访问特征。

由于对个体对象的统计开销很大，本文以对要素

层的偏好代替要素对象偏好，把要素偏好的挖掘

过程纳入统一日志挖掘过程。

２．５　算法流程

算法对于每个用户开启不同的进程进行并行

的日志挖掘。挖掘流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初始

化、服务会话挖掘、用户分类剪枝。

初始化流程为：① 对于每个用户ｕｓｅｒ犻，初始

化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犻；② 基于先验知识建立概念层次

Ｃａｔ，在内存中生成一个完整的树；③ 设定随机样

本总数，随机抽取服务会话进行挖掘。

服务会话挖掘流程为：① 采用受控层交叉单

向过滤策略，每个概念层计算频繁集累加计数，直

至不能找到频繁图层，记录频繁图层的各度量的

计数至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的图层标注中；② 根据Ｕｓ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犻尺度划分，利用犓均值聚类此次会话的尺

度，得到新的尺度划分；③ 更新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犻。

规则剪枝流程为：① 删除不满足最小支持度

的子枝和叶；②犐←Φ，犐←犾１，遍历计算 项集犐与

图层犾犻的相关度，若相关度大于阈值，则犐←犾犻；

③ 若犐犻Ｃａｔ，，则从底层分类开始剪枝；④ 由

犐犻所在的层开始，向上按层遍历树，直至犐犻的置信

度大于犐犻中所有频繁子集的祖先分类；⑤ 形成新

的分类，并把犐犻的子集从树的分支中剪下。

算法随机选取服务会话进行并行挖掘，使用

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缓存挖掘结果，同时对多个度量进行

测算，降低了算法的平均时间复杂度。

２．６　自适应变换

对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中的尺度度量ＳＦ从大到小排

序，可以构建某一要素层用户偏好尺度空间，该空

间中的实体目标表达∑犚犛 构成了矢量数据在自

适应尺度模型中的自适应表达，其中，犚犛为尺度犛

处的表达，犛为目标要素层的偏好尺度。这里的

尺度空间是非均匀线性的，各类偏好度量可以要

素在不同区间的自适应变换规则。对于要素的分

类形式，根据分类结果，提供用户分类视图，形成

以用户为中心的数据资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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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要素的组织和表达，由挖掘参量决定制

图表达目标的等级和优先级。根据用户偏好，可

以对要素排序，并建立线形结构，在服务中优先推

荐用户偏好的图层。

可以采用决策树方法［８］，参考经典的Ｂｅｒｔｉｎ

参量体系，通过设计参量地图符号发生器，实现地

图表达生成条件的选择与协同控制，实现表达的

自适应变换。

３　实验评估

３．１　实验构造

本文实验数据来源于深圳市空间基础信息平

台，各部门基于全市统一资源目录系统注册，并发

布本部门的空间数据服务，由平台运维监控系统

记录各部门服务的访问信息。选取２０１０年５月

的服务日志，记录了４２个部门对３７５类数据进行

的９２７４９１次服务访问。为保证样本的数量，选

取应急办、工商局、环保局、贸工局等４个日访问

量超过３０００次的部门进行分析。

３．２　尺度聚类结果

深圳ＳＤＩ基础数据存储１∶１０００、１∶１万、

１∶５万、１∶２５万４个尺度，以１∶５０万为最大显

示比例尺划分１３个尺度区间，偏好阈值大于

０．０５，得到的结果见表３。尺度聚类结果清晰地

反映了用户尺度需求的差异。环保部门７９％的

访问时间集中在小比例尺，工商部门８０．６％集中

在大比例尺。结果与环保局以专题展示、工商局

以社区管理的应用现状相符。

表３　服务日志挖掘结果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ｃａｌ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部门
犛１ 犛２ 犛３

尺度 偏好 尺度 偏好 尺度 偏好

环保 １∶３３４００００．４３２１∶１２８００００．２３６１∶６４０００ ０．１２２

工商 １∶４０００ ０．４３２１∶８０００ ０．２４６１∶２０００ ０．１２８

应急 １∶１２８００００．３９３１∶３３４００００．１３５１∶８０００ ０．１６３

贸工 １∶３３４００００．７４３１∶１２８００００．２１４１∶６４０００ ０．０５２

　　显然，深圳现存ＳＤＩ固定尺度的划分要么太

概略，要么太详细，用户必须通过格外的操作得到

合适的图面负载。挖掘结果为制图综合变换的目

标尺度提供了切实的依据。现阶段，渐进式传输

技术方面仍有很多壁垒，可以基于用户偏好在尺

度区间内对非关键尺度进行离线综合，存储于部

门地图空间，根据ＵｓｅｒＰｒｏｆｉｌｅ为不同用户提供不

同的要素表达。

３．３　关联规则结果

对挖掘的中间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用户

会话与图层关联度之间的关系。图１显示了每个

服务会话新产生的频繁２项中两要素之间的关

联度。可以看出，用户对于某些图层组合的兴趣

是稳定的，这些稳定的兴趣作为新的用户分类是

合适的。各部门挖掘产生的最大频繁项集如表４

所示。

图１　关联度与用户会话

Ｆｉｇ．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ｓｅｒＳｅｓｓｉｏｎ

表４　关联规则挖掘结果

Ｔａｂ．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Ｍｉｎｉｎｇ

部门 频繁项集 相关度 部门 频繁项集 相关度

环保＜５６，５７，５８，５９，６１＞ ０．２２２ 应急＜６，５６，５７，５８，６８，９８＞０．３２６

工商 ＜１４１，２４０＞ ０．８９７ 贸工 ＜１４１，２３８＞ ０．９９３

　　除了新发现的分类外，从挖掘结果可得出，几

乎所有要素的分类均被裁减。在全市空间资源目

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用户要素关联度，可以为用

户提供更加精确的分类目录。

３．４　要素偏好挖掘结果

封三彩图２、彩图３直观地反映了各部门在

专题数据和服务功能方面的不同访问偏好。工商

局、贸工局业务主要集中在对企业分布的访问，偏

好均大于４０％，而两部门的访问方式有明显的差

异；应急办相对各类资源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

分析还发现，尽管ＳＤＩ提供的要素总数诸多，除

应急和公安这类特殊行业，大部分职能部门关心

的图层数仅在５～１２个之间，为用户推送因人适

宜的服务显然是合适的。

３．５　自适应制图

以贸工局为例构造部门地图空间模型，该部

门只需在小比例尺下浏览统计类型的数据，对于

数据精度没有特别的要求。如图２所示，相对通

用地图，贸工地图展现行政区划为中心的示意性

统计地图就可以满足环保局的应用；底图服务仅

包括４个小比例尺的地图，同时舍弃了建筑物、绿

地等贸工完全不关心的基础图层。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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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实例分析

Ｆｉｇ．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４　结　语

ＳＤＩ可以集成不同来源、不同时间、不同精度

的空间数据集，自适应部门空间的提出可以增强

不同数据的集成问题，为不同群体提供自适应的

地图表达。基于ＳＤＩ服务日志进行尺度偏好、语

义偏好和要素偏好的挖掘能够发现用户对于数据

内容和表达方面的认知需求。该方法可以改变现

有ＳＤＩ数据形式单一、缺乏深度应用的现状。由

于制图知识的复杂性和服务粒度的局限性，本文

方法只能挖掘到有限的制图知识，用户和行为模

型上还有待完善，自适应处理也限于特定要素数

据。在以后的研究中，将对底图和专题图的自适

应统一过程和相关模型的建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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