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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语义相似性度量是实现多源矢量空间数据集成与融合的关键技术。首先以地理实体为研究对象，从

矢量空间数据表达视角对地理实体的语义信息进行分析与描述，提出基于多特征约束的语义相似性度量模

型。然后该模型将地理要素分类关系作为控制条件提取目标实体集，在构建实体间语义特征对应关系的基础

上引入属性特征熵的概念，计算不同特征的权重值，进而综合多特征相似性来度量地理实体的整体语义相似

程度。最后将该模型应用到道路实体匹配实验中，通过计算实体之间的语义相似性实现匹配，验证了该模型

的有效性。实验结果表明，基于多特征约束下的语义相似性度量模型能够合理计算地理实体的语义相似度，

且提高了地理实体语义匹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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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理空间数据资源呈现出多源化、异

构化、异质化等特点，如何合理利用空间数据特

征，建立同名地理实体关联、消除数据不一致性，

实现多源矢量地理空间数据的融合与更新显得

尤为重要［1］。地理对象的客观存在决定了不同来

源的矢量空间数据对地理实体的表达具有相似

性，利用相似性度量技术解决地理信息领域问题

一直备受关注［2］。现阶段，关于空间数据的几何

相似性度量研究较多，成果也较为丰富［3-5］，然而

空间数据的语义模糊性、多义性、不易量化等特

征给语义相似性度量模型的构建提出了挑战，当

前的语义相似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度量地理概念

或者地物分类信息的语义相似性［6-10］，少有关于

地理实体语义相似性度量的研究。

语义相似性度量是描述、评价不同概念之间

含义相似程度的重要方法［7］，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特征集合法，通过提取概念或者对象的性质、

作用、属性等，建立特征综合评价模型来判断语

义相似度，如特征模型、对齐模型等，但是特征集

建立的自动化能力较低，且需要保证特征权重设

置的合理性；（2）语义关系法，通过构建概念间的

语义关系网络，利用概念在语义知识结构中的位

置或层次来计算语义相似性，如概念层次模型、

语义距离模型等，该方法依赖于事先定义的语义

关系结构；（3）信息统计法，利用大规模语料中概

念上、下文关系的统计信息来判断概念的语义相

似性，如向量空间模型等，该方法的计算过程较

为复杂，且受语料库的质量影响较大［11-14］。

本文将多源矢量地理空间数据表达的地理

实体作为研究对象，以地理要素分类语义关系作

为控制条件，建立一种基于多特征约束的地理实

体语义相似性度量模型。该模型能够充分利用

矢量地理空间数据中地理实体的语义描述信息

和特征统计信息，综合多特征相似性值来计算地

理实体的整体语义相似度，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合

理性。

1 地理实体的语义结构模型

地理实体是现实世界中独立存在，能够唯一

标识的自然或人工地物，在矢量地理空间数据

中，被表达为与二维属性表中的一组属性字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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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的点、线、面等几何形态，这是地理实体的数

字形式。对地理实体的描述往往建立在特定的

语义体系之上，即使在同一国家，不同部门生产

的矢量地理空间数据所采用的语义划分方法也

不尽相同，它们在要素分类分级、属性字段设计

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15］。因此，需要定义一个

统一的地理实体语义结构模型，来准确描述矢量

空间数据中地理实体的语义信息，建立不同来源

矢量数据之间的语义关联。

本文将地理实体的语义结构模型定义为

G (C，O，P，R），其中，C表示地物类概念集；O表

示地理实体集；P表示地物属性特征集；R表示关

系集，包括 RC× C、RC× O和 RO× P，分别表示 C、O、P
三 者 之 间 的 二 元 关 系 ，若 c1、c2 ∈ C，

( c1，c2 ) ∈RC× C，则称地物类概念 c1与地物类概念

c2 存在语义关系，记为 R（c1，c2）；若 c∈ C，o∈O，

( c，o ) ∈RC× O，则称地理实体 o是地物类概念 c的

实 例 化 ，记 为 R ( c，o )；若 o∈O， p∈ P，
( o，p ) ∈RO× P，则称地理实体 o具有属性特征 p，

记为 R( o，p )。其中，R（c，o）对 R（o，p）具有约束

关系。将地理实体的语义结构以知识图谱的形

式进行表达（以国标公路为例），如图 1所示。

根据地理实体的语义结构模型，在计算地理

实体的语义相似性时存在以下规则：（1）约束规

则。地理要素分类是地理实体属性特征描述的

基础，确定地物所属类别就能够约束该地物类别

对应的属性特征项集合，因此可以根据分类编码

信息确定地理实体的全部属性特征项。（2）强弱

规则。属性特征项对于地理实体的区分作用存

在强弱关系，不同地理实体的一些属性特征项取

值差异较大，个性化明显，如名称等，可以称其为

强约束型属性特征；而有些属性特征项是从固定

有限的属性特征值集合中选取，如道路技术等级

等，被称为弱约束型属性特征，可以根据取值分

布特征来确定不同属性特征项的权重。（3）最小

类匹配规则。最小类别中地理实体的属性特征

已得到完全抽取和细化，可以选用的语义特征最

为丰富，因此度量地理实体语义相似性时，至少

需要保证匹配的一方是最小类别的地理实体集

合。不同矢量地理空间数据的分类细化程度不

同，有时需要结合分类编码与分化程度较低类的

属性项，建立地理要素类别间的对应关系。

2 多特征约束下的语义相似性度量

模型

地理实体的语义信息以二维属性表的形式

存储，属性表的每一行数据为一个记录，利用多

个属性字段描述一个地理实体的特性，以区别同

一类别下的其他地理实体。因此，地理实体的语

义相似性度量依赖于各个属性特征项的相似度

计算，需要综合地理实体属性特征项的相似性表

达地理实体的整体语义相似度。

设 G (C，O，P，R )、G ′ (C′，O ′，P′，R′ ) 为 不 同

矢量空间数据集的地理实体语义描述结构，O、

O ′是在不同语义体系下的同一地理实体，它们之

间存在语义度量关系 S：O× O ′→ [ 0，1 ]，如果满

足条件 S (O，O )= S (O ′，O ′ )= 1，且 S (O，O ′ ) =
S (O ′，O )，则称 S (O，O ′ )为 O 与 O ′的语义相似

度，S ( )为语义相似度函数。本文将地理实体语

义相似性度量函数定义为：

SMix (O,O ′ )= ∑
i= 1

n

[ wp ⋅ ST ( pi,pi ′ ) ] （1）

式中，pi和 pi ′表示不同来源的两组矢量数据中相

同地理实体类所对应的属性特征项；wp表示对应

属性特征项的权重值；n为对应属性特征项的组

数；ST（）表示不同类型属性特征项的相似性度量

算法。

2.1 语义特征对应关系的建立

2.1.1 建立地理要素类的对应关系

数据分类分层是矢量地理空间数据抽象组

织的重要方式，具有相同属性特征描述的地理实

体经过要素分类被划分到同一实体集合中，并表

达在同一图层上，以地理要素分类编码作为地物

类别的关键性约束语义信息。因此可以在建立

地理实体所属地理要素类之间对应关系的基础

图 1 地理实体的语义结构模型（以公路为例）

Fig.1 Structure Model of Geographical Entities (Taking
Highwa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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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要素编码信息作为主要控制条件，筛选出

语义相似度量的候选实体集。在建立地理要素

类对应关系时，需引入专家知识，重点分析地物

类概念的内在含义和分类层次结构，通过语义描

述的逻辑推理确定概念间的关系，最终形成地物

类概念集中最小类概念的语义匹配映射，建立地

理要素分类编码的对应关系。

2.1.2 建立属性特征项的对应关系

建立地物类概念集 C与 C′中最小类概念的

对应关系后，根据 R（c，o）对 R（o，p）的约束规

则，以数据字典为参考，获取对应地物类别下地

理实体具有的所有属性特征项，并筛选出可以应

用于语义相似性度量的属性特征。经过专家分

析属性特征的定义、特征描述以及取值等，建立

属性特征项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实现地物属性特

征集 P与 P′在类别约束下的属性特征项一一对

应，并根据属性类型采用相应的语义相似性度量

规则。

2.2 属性特征项权重的确定

根据属性强弱规则，不同的属性特征项对于

地理实体的约束能力各不同，需要根据其对地理

实体的区分能力定义不同的权重。熵值法是常

用的客观赋权方法，可以直接从数据本身获取权

重值，客观且容易量化［16］，属性特征熵的基本思

想是利用属性特征取值集合的复杂程度，反映该

属性特征项对于评价地理实体相似性的重要程

度，属性特征项的熵值越大，该属性特征的取值

差异就越大，对于地理实体的区分能力也越大，

相应的权重值也就越大。参照香农（Shannon）定

义的信息熵公式，本文将属性特征项 p的熵值计

算公式定义为：

Φ ( p )=-∑[ nviNV
⋅ log2 (

nvi
NV

) ] （2）

式中，V为属性特征项 p的取值集合，vi ∈V；NV

为所有属性取值的个数；nvi 为属性取值为 vi的个

数。下一步，需要对属性特征熵值进行归一化处

理，考虑到属性特征项之间可能存在权重差异较

大的问题，在归一化处理前需要对属性特征熵值

进行开平方。本文将属性特征项权重Wpi的计算

公式定义为：

Wpi= Φ ( p ) /∑
i= 1

n

Φ ( p ) （3）

式中，n为属性特征项的个数。

2.3 属性特征项相似性度量方法

根据属性特征项的数据类型和描述作用不

同，可以将其分为数值型、指代型、区间型、组合

型、枚举型等［7，17］，不同属性特征项的语义相似性

度量算法定义如下。

1）数值型属性项。数值差距越大，语义差异

也就越大，本文采用属性值的相对距离来评价其

属性相似度，计算公式为：

SN ( pi,pi ′ )= 1-
|| pi- pi ′

Max ( pi,pi ′ )
（4）

式中，Max（）为取最大值函数。

2）指代型属性项。指代型属性项是指采用

抽象概念代表某一具体事物，该属性特征项指代

标识作用明显，属性值之间不存在较大的语义关

联，例如名称、编号等，本文根据字符类型采用不

同方法来度量。

（1）英文字符型。当属性值是英文时，可以

将其看作一个英文字符串，本文定义其相似性为

最大公共子串长度的 2倍与两字符串长度和之间

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SE ( pi,pi ′ ) =
2LCommon ( )pi,pi ′

Lpi+ Lpi ′
（5）

式中，Lpi、Lpi ′分别表示 pi、pi ′取值的字符串长度；

LCommon ( pi，pi ′ )表示二者取值的最大公共子串长度。

（2）中文字符型。当属性值是中文字符串

时，本文采用编辑距离来度量其属性相似性，计

算公式为：

SC ( pi,pi ′ )= 1-
Distance ( pi,pi ′ )
Max ( Lpi,Lpi ′ )

（6）

式中，Distance ( pi，pi ′ )表示 pi、pi ′取值的编辑距

离；Max ( Lpi，Lpi ′ )表示二者取值的最长字符串

长度。

3）区间型属性项。区间型属性项的取值为

区间值，重叠部分越大，属性值表达的语义也就

越接近，本文将取值的交区间与并区间的比值作

为其相似性值，计算公式为：

SR ( pi,pi ′ )=
Rpi ∩ Rpi ′

Rpi ∪ Rpi ′
（7）

式中，Rpi ∩ Rpi ′表示 pi、pi ′取值的交区间；Rpi ∪ Rpi ′

表示二者取值的并区间。

4）组合型属性项。组合型属性项的取值是

实体公共属性特征值集合的子集。特征取值集

合的交集大小反映了该类属性项的相似程度，计

算公式为：

SS ( pi,pi ′ )=
Spi ∩ Spi ′
Spi ∪ Spi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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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pi ∩ Spi ′表示 pi、pi ′取值的交集；Spi ∪ Spi ′表

示二者取值的并集。

5）枚举型属性项。如果地理实体某一属性

项的取值是可以枚举罗列的几个固定值，并且这

些值可以反映属性特征的等级差异，则称该属性

项为枚举型属性。根据属性取值的等级差异，本

文采用排序法对属性值进行编号，通过编号距离

来描述枚举型属性值的相似性［7］，计算公式如下：

SG ( pi,pi ′ )= 1-
|| Npi- Npi ′

N
（9）

式中，Npi 和 Npi ′分别表示 pi、pi ′取值的编号；N为

最大编号值。

3 基于语义相似性度量的道路匹配

及分析

3.1 样本数据集选取及分析

在矢量地理数据中，公路图层包含了国道、

省道、县道等多种类别的线状道路实体，其语义

信息采集相对较为完善。为验证本文算法的有

效性，采用不同来源、比例尺均为 1∶25万的两组

道路数据进行匹配测试。

3.2 地理实体语义相似性计算

地理实体语义相似性计算的基本过程如图 2
所示。

1）分析地理要素分类编码规范，建立数据源

A、B中道路数据的分类编码对应关系，将地物编

码作为约束条件，从数据图层中抽取目标数据集。

本文以县道数据为例，利用县道编码分别从数据

源A中选取某一区域县道数据 130条，从数据源 B
中提取同一区域的县道数据 547条，如图 3所示。

2）对两种数据源的数据字典进行分析，根据

目标实体所属地物类别，获取目标数据集的属性

设置信息和属性特征定义，其中数据源 A中用于

描述县道数据的属性特征项包含 GB、RN、RD‐
PAC、RTEG、NAME、MATRL、LANE、SDTF、
WIDTH、TYPE、PERIOD等，数据源 B中的县道

属性特征项则包含编码、名称、类型、编号、等级、

路宽、铺宽、净空高、里程等［18］。查看属性信息

表，在分析属性内容的完整性和属性描述信息的

基础上，建立数据源A、B中县道实体之间的特征

对应关系，如 NAME-名称、TYPE-类型、RN-编

号、RTEG-等级、WIDTH-路宽等组合。

3）从目标数据集中抽取所有县道地理实体的

属性特征信息，分别统计步骤 2）所获得的属性特

征项组合中各个特征取值的分布信息，利用式（2）
计算属性特征熵值，结果如表 1所示。

4）将属性特征熵值转换成属性特征项的权

重值，利用式（3）对步骤 3）获得的熵值进行计算，

实现归一化处理，进而获得不同属性特征项的权

重，这里将对应属性特征的权重的均值作为属性

特征组合的权重，结果如表 2所示。

5）根据属性特征项的取值类型，分别采用对

应的语义相似性度量算法进行计算，并利用式（1）

图 2 地理实体语义相似性计算过程

Fig.2 Semantic Similarity Computational Process of
Geographical Entities

图 3 同一地区不同来源的县道数据

Fig.3 County Roads Data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the Same Area

表 1 属性特征熵值

Tab.1 Attribute Feature Entropy

数据源

A

B

属性特征项

NAME
TYPE
RN
RTEG
WIDTH
名称

类型

编号

等级

路宽

属性熵

5.37
1.68
5.37
1.98
3.46
5.66
1.86
5.47
2.0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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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个地理实体的综合语义相似性，结果如表 3
所示。

3.3 结果分析

本文引入查准率 QA与查全率 QC对匹配结果

进行评价［5］，计算公式如下：

QA=
Nr

N 1
× 100% （10）

QC=
Nr

N 2
× 100% （11）

式中，N1为匹配集包含的实体对数目；N2为两种

数据源中客观存在的相同实体对数目；Nr为正确

匹配的实体对数目。

为了确定合理的地理实体匹配阈值，分别设

置不同的语义相似性约束值，其查全率与查准率

变化如图 4所示。从图 4中可以看出，当阈值设

定为 0.8时，匹配结果的查全率与查准率较好。

为了提高计算地理实体语义相似性的效率，

本文将权重较大的属性特征项组合作为条件，缩

减参与匹配的地理实体对集，其基本思想是所选

取的属性特征项的差异损失值要小于匹配阈值

允许损失值。假设地理实体语义匹配的阈值为

T，利用式（3）计算得到属性特征项组合的权

重，将属性特征组合按照权重大小进行排序：

W（p1，p1′）> W（p2，p2′）>…>W（pn，pn′），选取权

重较大的属性特征项组合作为语义约束来缩减

范围：（1）当W（p1，p1′）>1−T时，若参与匹配的地

理实体对满足W（p1，p1′）×（1-ST（p1，p1′））≤1-T
时，则可以参与下一步匹配；（2）当W（p1，p1′）≤
1-T时，优先选取m个较大的属性特征组合，使其

权重之和满足∑W（pi，pi′）>1-T，1<m≤n，其
中，n是属性特征项组合的个数。若参与匹配的

地理实体对满足∑W（pi，pi′）×（1-ST（pi，pi′））≤
1-T时，则可以参与下一步匹配。上述过程中已

经能够剔除大量的实体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

定是否继续加入其他属性特征项组合进一步缩

减范围，以获得较满意的匹配对集。

本文将道路地理实体的语义相似性阈值设

定为 0.8，其属性特征项组合“NAME-名称”的权

重值最大，并且大于 0.2，符合第一种情况。经过

一次缩减得到实体对为 5 080个，此时完成道路

实体匹配的计算量为两两结合方式的 25.7%，节

约了大量数据处理时间。采用上述方法进行计

算，当地理实体的语义相似性值大于 0.8时，部分

道路地理实体匹配结果如表 4所示。

语义信息对于地理实体的界定较为明确，属

性语义信息较为丰富时，一般不会出现语义相

同、位置相距较远的实体匹配情况。但是在进行道

路实体语义匹配过程中，存在许多 1∶N、M∶N的匹

配关系。其中M∶N的情况主要是由道路分段采

集导致，需要先通过分段道路连接将 M∶N问题

转化为 1∶N的情况，再利用缓冲区增长方法判断

其匹配是否成功。

在同一语义描述体系下，一条道路在语义特

征信息上是无差别或者差异很小的，为了更好地

描述地理实体在语义相似条件下的匹配关系，本

文假设某一段道路 R在数据源 A、B中被划分为

n、m段，分别由包含 n个道路实体集合 RA、包含m
个道路实体集合 RB组成，若 RA中某一道路与 RB

中任意一个道路实体实现匹配，即认为其匹配正

确。若道路实体集合 RA与 RB均正确匹配，则认

为存在 n×m个正确匹配的实体对。

图 4 不同阈值下地理实体匹配的查全率与查准率

Fig.4 Recall and Precision of Geographic Entity
Matching Under Different Thresholds

表 3 地理实体语义相似性度量的结果

Tab.3 Results of Geographic Entity Semantic Similarity
Measurement

实体编号

3
6
7
17
31

1
0.45
0.45
0.37
0.31
0.36

6
0.28
0.28
0.42
0.50
0.55

36
0.34
0.34
1.00
0.65
0.62

38
0.28
0.28
0.42
0.50
0.55

40
0.27
0.27
0.62
0.64
1.00

41
0.23
0.23
0.58
0.61
0.97

表 2 属性特征组合权重值

Tab.2 Weight Values of Attribute Feature Groups

属性特征组合

NAME-名称

TYPE-类型

RN-编号

RTEG-等级

WIDTH-路宽

数据源A

0.26
0.15
0.25
0.15
0.19

数据源 B

0.25
0.15
0.25
0.15
0.20

平均值

0.255
0.150
0.250
0.150
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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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评价本文方法的地理实体匹配效果，根

据 道 路 正 确 语 义 匹 配 的 定 义 ，分 别 对 平 均 权

重［19］、专家评估权重以及本文熵值法权重的匹配

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5所示。

由表 5可以看出，在查准率和查全率方面，本

文方法能够充分利用属性特征项的特点，合理分

配权重，获得的结果优于目前常使用的平均权重

方法的结果，与专家评估权重方法的结果也比较

接近。但是在查全率方面，3种方法获得的结果

均较不理想，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属性特征项内容

缺失，尤其是权重较大的属性缺失，对于语义相

似性度量的影响较大，从而造成实体匹配成功率

低。此外，属性信息的错误采集、描述存在差异、

同一条道路分段命名等也是造成地理实体匹配

失败的原因，因此属性特征项的完备性与准确性

对于地理实体语义匹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结 语

本文充分利用矢量空间数据中地理实体的

各项语义描述信息和特征统计信息，通过地理要

素分类映射、属性特征项对应建立地理实体集的

语义关联，针对不同类型的属性特征建立适合的

相似性计算方法，并结合实际数据对各个属性特

征赋予客观的权重值，综合多特征约束计算地理

实体的整体语义相似性。该方法考虑了地理要

素分类对地理实体特征抽象的影响，能够客观科

学地计量不同地理实体之间的语义描述差异，帮

助建立不同来源数据中地理实体的匹配关系。

随着传感器网络的建立，数据挖掘、文本分析等

技术的不断发展，关于地理实体的属性描述信息

会越来越丰富，种类也会越来越多，需要根据具

体情况进一步丰富更多属性类型的相似性度量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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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Entity⁃Oriented Semantic Similarity Measurement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oad Matching

ZHAO Yunpeng 1 SUN Qun 1 LIU Xingui 1 CHENG Mianmian 1 YU Tong 2 LI Yuanfu 1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patial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2 Henan 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Zhengzhou 450003, China

Abstract：Semantic similarity measurement is the key technology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and fusion of
multi ‐source vector spatial data.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escribes the semantic information of geo‐
graphical ent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ctor spatial data representation, and proposes a semantic similari‐
ty measurement model based on multi‐feature constraints.Secondly,the model uses the classification relation
of geographical elements to control the extraction of the target entity set.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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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of semantic features among entities, the concept of attribute feature entropy is in‐
troduced to calculate the weight values of different features, and then the overall semantic similarity of geo‐
graphical entities is measured by synthesizing the multi ‐ feature similarity. Finally, the model is applied to
road entity matching. The road matching is realized by calculating the semantic similarity between entities.
Meanwhile,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 is verifi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mantic similarity
measurement model based on multi ‐ feature constraints can reasonably calculate the semantic similarity of
geographical entitie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emantic matching of geographical entities.
Key words：geographical entities；semantic similarity；attribute feature entropy；road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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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social media data in disasters. A method of study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topic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common word network is proposed, s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disaster situation can be
sensed.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word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analysis, the key words related
to the topics are selected and a social media co‐word network with keywords as nodes is constructed. Thus,
the topic community detection is performed on the social media co‐word network based on the module opti‐
mization. Secondly, on the basis of verifying the topic detection, and the time window division, the evolu‐
tion types of the topic communities in adjacent time windows are distinguished, and then the result of the
topic community evolution is obtained. Finally, taking the 7.21 Beijing Heavy Rainstorm disaster event in
2012 as an example, the proposed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microblog data.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method can reflec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topics well. It can further reveal the develop‐
ment trend of the disaster, and help emergency managers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disasters,
so as to assist managers to take appropriate emergency response measures in appropriate time.
Key words：social media；co‐word network；disaster situation；topic mining；topic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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