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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已有的战场环境仿真模型缺乏作战实体与地理实体和地理现象之间相互影响及交互作用的语义表

达，难以反映时空条件下地理环境实体的动态变化规律。提出了一种面向仿真事件的战场地理环境时空过程

模型，实现时空过程语义的一体化描述以及结构化存储，从语义角度表达时空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关

系。该模型采用本体的方法集成描述仿真事件、环境实体及其行为过程的时空语义和属性语义，基于面向对

象的方法构建具有层次结构的时空过程语义逻辑关系，按照数据模型的语义特征建立时空过程数据的组织与

存储结构。基于该模型设计战场环境仿真平台组件并在仿真系统中应用，实验表明,与传统仿真模型相比，该

模型能更好地记录和表达时空过程语义变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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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环境仿真是对真实战场的模拟，是军事

人员认知战场的重要手段［1］。战场环境的变化受

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干预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其涉

及的时空信息贯穿整个动态演变过程，形成相应

的复杂时空过程。传统的战场环境仿真是以地图

数据为基础，多以地理实体及地理现象为仿真对

象，集中在基于不同方式网格剖分下的时空数据

组织与表达［2］，仿真过程中缺乏作战实体与地理

实体和地理现象之间相互影响及交互作用的语义

表达，尚未有统一的数据规范描述其交互影响的

动态变化规律。因而，如何利用时空数据模型分

析战场环境动态变化过程中时空信息的变化规律

以及驱动该变化过程的事件，是战场环境动态建

模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传统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时空数据模型提供了多种类型的静

态数据模型，记录地理实体的位置、属性及其变化

过程，反映某一时刻的时空对象状态［3-4］。为了描

述地理实体的时空变化关系和反映时空过程，研

究者提出面向对象的时空数据模型［5-6］、基于事件

驱动的时空数据模型［7］、基于图论的时空数据模

型［8］以及基于过程的时空数据模型［9］等，建立时

空对象动态演变及历史回溯方法。在现阶段大数

据时代，研究者相继提出动态对象存储模型［10］、

多域集成对象［11］、多粒度对象［12］等时空数据模

型，应用于海量时空数据集的存储和维护，分析时

空对象变化过程及其动态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各

种具有不同特点的时空数据模型与具体应用需求

相 结 合 ，分 别 通 过 不 同 的 改 进 或 者 扩 展 的 方

法［13-18］，在各行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现有的时

空数据模型虽然数量很多，其中不乏时空数据的

基本理论研究和结构设计，但是在应用领域上多

集中于土地管理、林业资源、交通道路等国土规划

领域，缺乏通用的数据模型体系，难以满足军事领

域的需求。

战场环境仿真不仅要描述仿真条件下战场环

境实体状态及其变化过程，而且还要描述环境实

体与其他仿真实体及仿真事件的相互关系。因

此，利用本体方法获取时空数据的丰富语义，在传

统时空数据库基础上用地理语义统一描述地理环

境实体、事件与关系［19］，将各类仿真实体的交互

作用通过时空语义关系反映出来，构建时间、空

间、属性、关系及变化过程特征统一表达的语义操

作数据模型，既能有效管理动态变化的时空数据，

又能有效支持仿真事件驱动下的时空过程模拟，

从而符合仿真环境下战争过程设计规律，用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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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各种环境实体对象与仿真事件、演变过程的关

联关系，解决仿真事件驱动下地理实体在时空上

的分布状态及其变化过程的特性描述、推理预测

和演化机制。

1 基于本体的时空过程抽象与分析

地理对象状态及其变化过程并不是独立存在

的 ，而 是 与 引 起 该 变 化 的 事 件 和 过 程 紧 密 相

关［20］。因而，战场地理环境实体之间及其与其他

仿真实体的相互作用是由仿真事件来传递的。在

一定条件下，仿真事件驱动环境实体状态发生变

化，环境实体的时空状态变化序列形成了该实体

的时空行为变化过程［21］，由此构成了仿真事件驱

动下战场地理环境时空过程的动态演变。虽然时

空过程没有明确统一的概念，但是为了确保不同

仿真系统理解的一致性，本文通过本体的方法定

义仿真事件与时空行为过程的语义概念，并对其

进行统一描述。

1.1 仿真事件的语义抽象

仿真事件是引发仿真实体对象发生变化的外

部原因，具体表现为仿真实体对象随事件时间发

展而发生空间特性及其属性变化。仿真事件的描

述尺度由仿真任务决定，复杂事件可以按照特定

尺度 α进行层次结构划分，细分至不可再分的基

元事件，反映在时间上形成事件序列，表达了事件

对 象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即 Event=

∪
i= 1

n

(Event ( i )，t ( i )，α) ，i= 1，2…n。基元事件的

时空语义本体可以表示为：Event（i）=（EventOB，
EventPR， EventSLoc， EventELoc， EventST，

EventET，EventSta，EventRL，EventH），分别表

示事件对象概念、属性描述、发生位置、结束位置、

发生时间、结束时间、当前状态、对象之间的语义

关系及语义操作规则，反映了事件对象内部组成

要素的语义概念。

在军事仿真系统中，仿真事件初始化由仿真

想定中的任务要素进行定义，如机动防御任务分

解形成的事件有机动集结、路线选择、道路设障、

阵地防御，按照仿真实体的尺度可以将各类事件

作 进 一 步 细 分 ，满 足 仿 真 实 体 行 为 的 一 致 性

描述。

1.2 时空行为过程的语义抽象

环境实体的时空行为过程是实体对象从输入

到输出所经过的一系列时空状态变化过程，在仿

真事件的驱动下，记录环境实体之间及其与其他

仿真实体相互关联或者相互影响的活动集合。时

空行为过程的定义往往建立在若干个仿真事件之

间，根据事件的尺度形成引发环境实体发生状态

变化的操作序列；也就是说，仿真事件记录的是环

境实体对象变化的状态，时空行为过程记录的是

环境实体对象变化的具体操作。同样，复杂行为

过程在特定尺度 β下可以分解至不可再分的基元

行为过程，按照时间和一定规则组成，表达了行为

过 程 对 象 之 间 的 相 互 关 系 ，即 Beh Process=

∪
i= 1

m

( )Beh Process ( i )，t ( i )，β ，i= 1，2…m。 以 道

路设障事件为例，原先道路网的拓扑关系因为障

碍物的出现导致重构，道路节点的状态发生改变，

部分路线从正常状态变化为消亡状态；则在规定

尺度下，分别对涉及范围内的环境实体的位置、形

状、属性以及拓扑关系按照事件时间进行状态更

新，形成新的时空状态集合。

基元行为过程的时空语义本体可以表示为：

BehProcess（i）=（EnvOB，EnvPR，EnvSLoc，
EnvELoc，EnvST，EnvET，EnvAct，EnvRL，
EnvH），分别表示环境实体对象概念、对象属性描

述、对象变化发生位置和结束位置、对象变化发生

时间和结束时间、对象行为变化集合（如实体对象

的创建、修改、终止、消亡、再生、合并、分离等类

型）、对象之间的语义层级关系（如父子关系、包含

关系、关联关系等）以及对象的语义操作规则，反

映了行为过程对象内部组成要素的语义概念。

1.3 基于仿真事件的时空过程语义表达

在 GIS领域中，时空过程可以描述为由空间

对象的产生、扩展、稳定、消弱与消亡等连续渐变

的阶段组成［9］；在仿真系统中，环境实体对象是时

空过程演变的载体，通过对象的一系列状态变化的

过程来记录空间与时态信息，时空变化过程由对象

行为操作完成，并通过对象的时空语义属性体现，

如图 1所示。

图 1 基于仿真事件的时空过程语义抽象示意图

Fig.1 Abstract Diagram of Spatio‐temporal Processes
Semantic Based on Simulation Events

1368



第 45 卷第 9 期 朱 杰等：面向仿真事件的战场地理环境时空过程建模

具体来说，一个仿真事件引起一个或者若干

个环境实体对象的变化，那么仿真事件语义与一

个或者若干个实体对象语义相关联，如机动路线

的选择事件关联一条道路或者若干条道路；一个

环境实体对象可参与若干个仿真事件，那么环境

实体对象语义与若干个事件语义相关联，如一个

居民地参与集结、设障等多个仿真事件；多个环境

实体对象在多个事件序列中发生变化，那么多个

实体对象通过语义操作关联多个事件，如多条道

路或者多个居民地在机动任务仿真过程中与不同

的事件关联并发生变化，包括创建、消失、合并、分

割等行为操作。

因而，基于仿真事件的时空过程语义可以在

仿真事件语义发生变化条件下，通过记录环境实

体对象的时空状态及其语义关系的变化过程来

表达，即 STProcess=∪（Event（i），Behprocess（i），

OS（i），OT（i），OA（i），OR（i），semtype），分别表

示仿真事件对象的语义集合以及环境实体对象的

行为过程语义集合、空间属性语义集合、时态属性

语义集合、其他属性语义集合、语义关系集合和语

义操作类型集合。

2 面向仿真事件的时空过程模型

2.1 时空过程概念模型

在战场环境仿真系统中，地理环境实体是仿

真事件参与者，仿真事件必须有地理环境实体参

与，地理环境实体在仿真事件的驱动下产生时空

行为，致使实体对象的时空状态发生变化。仿真

事件和地理环境实体都具有空间特征、时态特征

和属性特征 3类语义信息，从面向对象的角度，将

其分别抽象为仿真事件语义对象类、实体语义对

象类和实体行为过程语义对象类，对三者的时空

语义和属性语义用本体进行概括描述，并用语义

关系和语义操作规则将三者语义概念集成起来，

通过五元组来形式化表达其结构化概念模型，从

而建立时空过程对象语义本体，即：

STP= ｛EnvObjectSem， SimEventSem，

BehProcessSem，SemRL，SemOperate｝
STP表示时空过程对象语义本体，其具体参

数描述如下：

1）地理环境实体语义对象（EnvObjectSem）
地理环境实体语义对象是地理环境实体在某

时刻所表现出来的空间语义特征的抽象，是环境

实体的时空语义表达，可形式化描述为四元组：

EnvObjectSem= ｛ObjectID， SpatialSem，

TimeSem，PropertySem｝
其中，ObjectID表示环境实体对象的唯一标

识，用以区分对象类型；SpatialSem表示环境实体

对象的空间特征语义概念，包括几何特征、位置特

征、关系特征等语义概念；TimeSem表示环境实

体对象的时态特征语义概念，记录某个时刻或者

持续时间的特征语义概念；PropertySem表示环

境实体对象的属性特征语义概念，包括结构特征、

功能特征、量表特征等语义概念。

2）仿真事件语义对象（SimEventSem）
仿真事件语义对象是仿真事件内部要素状态

的时空特征抽象，是仿真实体对象在某时刻或者

某空间中值域的语义表达，可形式化描述为五

元组：

SimEventSem=｛EventID，EnvObject，Event‐
Spatial，EventTime，EventAttr｝

其中，EventID表示仿真事件对象的唯一标

识，用以区分事件对象类型；EnvObject表示仿真

事件中所参与的环境实体对象集合，可以是一个

或者若干个实体对象，通过实体对象的出现和消

亡等状态表示事件作用的语义；EventSpatial表
示仿真事件作用的空间特征语义，如事件发生的

位置语义；EventTime表示仿真事件作用的时间

特征语义，如事件发生的时间语义；EventAttr表
示 仿 真 事 件 的 属 性 特 征 语 义 ，如 事 件 的 主 题

特征。

3）实体行为过程语义对象（BehProcessSem）
实体行为过程语义对象是环境实体在仿真事

件作用下时空特征和属性特征发生变化的过程抽

象，是环境实体对象在时间序列上形成空间特征

和属性特征的语义表达。

实体行为过程对象的时空语义更加强调多个

时间的空间行为特征值，反映在客观世界的时间

轴上形成为时空行为状态序列，状态的开始和结

束代表了行为过程生命周期的线性时态特征，可

形式化描述为五元组：

BehProcessSem= ｛ProcessID， BehProEv，
BehProSpatial，BehProTime，BehProAttr｝

其中，ProcessID表示实体行为过程对象的

唯一标识，用以区分过程对象类型；BehProEv表
示产生行为过程主体的环境实体对象集合，记录

不同时间段内发生不同行为的实体对象语义信

息；BehProSpatial表示行为过程作用的空间特征

语义，如过程发生的空间区域特征语义；BehPro‐
Time表示行为过程作用的时间特征语义，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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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的时间特征语义；BehProAttr表示行为过程

作用的属性特征语义，如过程的行为特征语义。

4）时空对象语义关系（SemRL）
时空对象语义关系是地理环境实体对象、仿

真事件对象和行为过程对象内部及其相互之间发

生关联关系的语义特征表达，可形式化描述为六

元组：

SemRL=｛RLID，RLType，RLOB，RLTime，
RLAttr，RLStr｝

其中，RLID表示时空对象语义关系的唯一

标识，用以区分单一关系或者组合关系的类型；

RLType表示时空对象语义关系的类型，包括空

间关系（如位置关系、距离关系、方向关系、拓扑关

系等）、时态关系（如顺序关系、并行关系、周期关

系等）和属性关系（如继承关系、因果关系、组成关

系、连接关系等），其可以是同类对象之间的语义

关系，如环境实体对象之间空间关系，也可以是不

同类对象之间的语义关系，如仿真事件触发环境

实体及其行为过程发生属性变化的语义关系；

RLOB表示发生语义关系的时空对象集合，用以

记录时空对象节点；RLTime表示时空对象语义

关系作用的时间特征语义，如关联开始和结束时

间语义；RLAttr表示时空对象语义关系的属性特

征语义，如拓扑关系的包含、相邻、相接等属性特

征语义；RLStr表示时空对象之间发生语义关系

的关联强度，用以标识关系强度是否引起时空对

象状态的改变。

5）时空语义操作规则（SemOperate）
时空语义操作规则是对上述时空特征语义抽

象规则的定义和描述，是仿真事件、实体行为过程

和实体对象定义本体语义概念和语义关系的实例

化操作，只有满足一定约束条件时，才能通过语义

规则操作存储在空间数据库中的时空数据对象，

可形式化描述为三元组：

SemOperate=｛SemID，SemDec，SemTc｝
其中，SemID表示时空语义操作规则唯一编

号；SemDec表示时空语义操作规则概念定义和

描述；SemTc表示时空语义操作规则触发的约束

条件描述。

在 Protégé中开发时空过程对象语义本体结

构，以巴科斯范式语法对本体概念进行结构化描

述，如：

<时空过程>：：=<地理环境实体><仿真

事件><实体行为过程><语义关系><语义操

作规则><实例描述>

<地理环境实体>：：=<空间特征><时态

特征><属性特征>
<仿真事件>：：=<作用空间域><作用时

间域><作用属性域><作用实体对象集>
<实体行为过程>：：=<行为主体对象集>

<行为作用空间域><行为作用时间域><行为

作用属性域>
<语义关系>：：=<关系类型><关联对象>

<关联时间><关联属性><关联强度>
<语义操作规则>：：=<定义条件><操作

条件>
通过上述形式化描述方法，将环境实体、行为

过程与仿真事件的语义概念集成为时空过程对象

语义本体，从而构建时空过程的结构化概念模型，

实现三者一体化表达与描述，一方面用本体定义

三者的时空特征语义，有利于对象语义的共享和

一致性理解，另一方面完整地保留三者之间的相

互关系，有利于提高模型的语义完整性。

2.2 时空过程逻辑模型

2.2.1 基于对象的时空过程语义逻辑关系

基于对象的时空过程语义逻辑关系是采用

面向对象的方法描述空间对象在事件作用过程

中生成的时空关系语义和属性关系语义。时空

关系语义包括对象本身的时空关系，对象与对象

之间的时空关系以及对象与事件之间的时空关

系，如某一时刻事件发生地域环境实体对象的自

身位置、与其他实体间的距离及方位。属性关系

语义包括因果关系、继承关系、连接关系、认知关

系等描述属性关联关系的语义，随着空间对象与

事件发生关系而建立生成、消亡以及变化等不同

属性语义，如环境实体受事件作用而产生的属性

变化。

从面向对象的角度，按照“个体—部分—整

体”认识地理空间的原则，采用自顶向下的方式构

建时空过程语义逻辑关系。首先，将时空过程本

体作为一个整体类进行描述，包括类的空间语义

特征、时态语义特征和属性语义特征；然后，根据

一定尺度分解形成该类的子类，将子集部分作为

一个新的整体作进一步分解，形成下一级子类；接

着，将对象子类的基本组成单元对应空间数据库

中的概念元素，作为概念集合的个体进行描述；最

后，类、子类与个体单元之间的语义关系采用谓词

逻辑进行描述，从而形成具有层次结构的语义逻

辑关系树，如图 2所示。

语义逻辑关系树具有概念知识树的结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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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每一层语义关系可根据需要分解或者组合形

成具有上下级语义关系的层次结构树，从而形成

嵌套式的层级语义关系［22］。对象语义关系可分

为对象内部语义关系和对象外部语义关系，本文

中分别记为 IR、OR。
将一个地理环境实体时空过程模型语义关系

视为整体，由环境实体 IR 和 OR 组成，即 R=

∪
i= 1

n

Ri且 Ri⊆ ∑{ }IR i，OR i ，i=1，2…n，从语义关

系逻辑树的角度，同一层级的语义关系具有对象

传递性，即在相同尺度下可以进行语义关系的平

移操作；上下层级的语义关系具有对象继承性，即

在不同尺度下可以进行语义关系的补充操作，进

而使语义逻辑关系符合空间对象操作规律。

2.2.2 基于UML的逻辑模型数据结构

基于事件的时空过程语义模型是战场地理环

境实体在仿真事件作用下时空数据发生动态变化

过程的抽象和概括，采用统一建模语言（unified
modeling language，UML）描述其逻辑模型数据结

构，表达仿真事件、行为过程和实体对象三者本体

域之间的空间、时态和属性等语义信息和语义关

系，为时空过程存储和管理提供支持，如图 3
所示。

其中，环境实体对象类 ObjectClass是数据结

构的基础，派生出时态对象类 TimeClass、空间对

象类 SpatialClass和属性状态 PropertyClass类，分

别描述参与仿真事件和行为过程的实体对象的相

关语义信息，同时也是仿真事件类 EventClass、行
为过程类 BehProcessClass时空语义信息的基础

类；仿真事件类 EventClass用于描述仿真事件发

生的时间、位置和相关属性等语义信息，事件类根

据时间序列组成事件序列类 EventSerialClass来
描述连续事件信息；行为过程类 BehProcessClass
与事件序列类相关联，用于描述环境实体在仿真

图 2 基于对象的时空过程语义逻辑关系树

Fig.2 Spatio‐temporal Process Semantic Logical Relation Tree Based on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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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作用下形成的动态变化过程，包括过程持续

的时间、位置和相关属性等语义信息，根据时间序

列组成形成过程序列类 BehProcessSerialClass；语
义关系类 SemRelationClass描述仿真事件、行为

过程和实体对象之间的语义关系，通过对象 ID记

录与仿真事件和行为过程相关联的实体对象，以

及描述对象之间的空间关系。

由此，通过面向对象的方法对基于事件的时

空数据语义模型进行逻辑结构设计，使事件域、过

程域和对象域之间的语义描述和关系操作能够符

合地理空间认知规律。

2.2.3 基于事件触发的语义约束

环境实体对象在仿真事件作用条件下产生的

行为过程需要符合语义约束，由此形成的语义操

作条件集合是时空数据对象之间交互、影响和作

用的前提，使得时空数据能够由产生到消亡不断

变化，最终演变形成综合性系统效果。引起时空

数据动态变化的外因是由于仿真事件作用于环境

实体对象上，因而时空数据的动态变化机制是基

于事件触发形成的约束条件，通过触发规则的语

义约束来操作对象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由语义

约束构成的时空算子在存储结构中提供时空数据

变化的接口函数。

按照时空数据“产生—消亡—再生”连续渐变

过程，根据仿真事件的主题特征，将事件的类型、

作用条件和范围注册至语义操作规则中，在仿真

事件初始化条件下表达环境实体对象的时空状

态，这一般由军事仿真想定中给出各要素的初始

环境；当仿真事件达到一定条件时，根据触发规

则，实体对象的时空状态发生改变，生成新的对象

类型；然后新对象的产生反作用于原事件，产生新

的事件类型；最后新的事件按照触发规则作用于

旧对象，旧对象消亡，新对象再生，由此形成对象

的动态变化过程。将实体对象“产生—消亡”前后

语义变换过程用代数的方法表示如下：

ì

í

î

ï
ï
ï
ï

∃ event ( en→ eo ),if en≠∅ ∧ eo=∅;
en ∈ EN,eo∈ EO
∃ sobj( sn→ so ),sn ∈ SN,so∈ SO
∃ event ( en→ eo )∝ sobj( sn→ so ),
if EN≠ SN,EO≠ SO

其中，en、eo分别表示仿真事件在规则触发前后

的时空语义特征，EN、EO为集合；sn、so分别表示

实体对象在规则触发前后的时空语义特征，SN、

SO为集合；event（）表示仿真事件时空语义转换

函数；sobj（）表示实体对象时空语义转换函数；∝
表示时空属性语义关联，表示由仿真事件触发规

则引起实体对象时空状态发生改变的语义转换

过程。

2.3 时空过程物理模型

2.3.1 基于语义的时空过程数据组织与存储

根据时空过程的语义逻辑关系，时空过程物

理模型是对仿真事件对象、环境实体对象和行为

过程对象的时空语义及其语义关系进行一体化存

储与管理，按照数据模型的语义特征建立分级存

储数据结构，分别构建仿真事件对象表、行为过程

图 3 基于UML的时空过程逻辑模型数据结构

Fig.3 Data Structure of Spatio‐temporal Process Semantic Logic Model Based on U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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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表、环境实体对象表以及语义关系表。对象

表字段按照规则进行映射建立语义一致性理解的

逻辑关系，结合时态信息完整地记录基于仿真事

件的地理环境时空过程语义信息，对象表结构及

其关联关系的存储视图结构如图 4所示。

仿真事件对象表 SimEventObjectTable以仿

真事件对象本体为基础，存储仿真事件对象的语

义信息；行为过程对象表 BehProcessObjectTable
以环境实体行为过程对象本体为基础，存储行为

过程对象的语义信息；环境实体对象表 EnvEnti‐
tyObjectTable以地理环境实体对象本体为基础，

存储环境实体对象的语义信息；语义关系规则表

SemRelaRuleTable存储环境实体对象、仿真事件

对象和行为过程对象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语义关

系 操 作 规 则 的 元 数 据 ；时 态 信 息 表 TimeSta‐
teTable集成事件发生的时态信息、行为过程持续

的时态信息、实体时态信息以及规则有效时间等

上述对象表中时态语义信息，统一按时间序列进

行存储。

从空间信息上，行为过程对象表通过事件类

型 ID与仿真事件对象表关联，仿真事件表、行为

过程表通过实体对象类型 ID与环境实体对象表

关联，保证了三者在空间语义特征上的连续性；从

时态信息上，仿真事件对象表、行为过程对象表与

环境实体对象表在存储过程中利用时态信息表对

时态信息进行关联，保证三者时态语义特征的连

续性；从语义逻辑上，仿真事件对象表、行为过程

对象表与环境实体对象表根据语义规则表关联语

义操作，保证三者空间、时态与属性语义信息的一

体化存储与管理。

2.3.2 基于事件驱动的语义映射

基于仿真事件的战场地理环境对象时空过程

变化是由仿真事件与地理环境实体的共同作用引

起的，反映在空间数据库中建立由仿真事件域、环

境实体对象域与实体行为过程对象域组成的语义

映射关系，即通过映射规则 X，使得：

F：SimEventDomain→ X ( EnvObjectDomain，
Beh Pr ocessDomain )

其中，F表示从事件域 SimEventDomain到实体对

象 域 EnvObjectDomain 和 行 为 过 程 域 BehPro‐
cessDomain的语义映射关系。

根据已有数据模型中的语义信息，通过建立

仿真事件对象到环境实体对象、行为过程对象的

时空属性语义映射关系，形成基于事件驱动的语

义映射机制，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根据三者语义逻辑关系及其结构特点，

对已有仿真事件域、行为过程域和环境实体对象

图 4 时空过程对象表结构及其关联关系存储视图

Fig.4 Spatio‐temporal Process Object Table Structure and Its Associated Relation Storage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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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分别抽取时态特征属性集、空间特征属性集和

主题特征属性集。

1）已有仿真事件对象域 SimEventDomain，设
其时态特征属性集为 TE=｛te1，te2…ten｝，空间特

征属性集为 SE=｛se1，se2…sen｝，事件主题特征属

性集为AE=｛ae1，ae2…aen｝；

2）已有行为过程对象域 BehProcessDomain，
设其时态特征属性集为TP=｛tp1，tp2…tpm｝，空间

特征属性集为 SP=｛sp1，sp2…spm｝，过程主题特

征属性集为AP=｛ap1，ap2…apm｝；

3）已有环境实体对象域 EnvObjectDomain，
设其时态特征属性集为TOB=｛tob1，tob2…tobq｝，

空间特征属性集为 SOB=｛sob1，sob2…sobq｝，实

体主题特征属性集为AOB=｛aob1，aob2…aobq｝；

其次，根据事件域的主题属性特征，通过映射

规则建立事件域与实体对象、行为过程对象主题

属性特征语义映射关系A，即：

A：AE→ X ( AOB，AP )
由此，在事件语义映射关系 A的触发下，建

立三者时空特征属性集语义映射关系 C，即：

C：( TE，SE ) ¾ ®¾¾A X ( TOB，SOB；TP，SP )；
再次，根据时空特征属性集语义映射关系，设

已建立属性映射关系的实体对象时空数据特征集

为 D，变化后的实体对象时空数据特征集为 E，对

于任意 e∈ E，若满足 d ∈ D，且存在映射 c∈ C，可

建 立 时 空 数 据 变 化 前 后 的 语 义 映 射 关 系 c：
e→ X ( d )；若不能确定建立属性语义映射关系，

则将其保留在数据模型中，作为其他关系保存；

最后，将时空数据变化前后的映射关系按照

一定规则形成编码序列，作为仿真事件触发的语

义约束条件，使得环境实体对象及其行为过程的

时 空 特 征 根 据 条 件 发 生 变 化 ，形 成 新 的 空 间

对象。

3 应用实例

在战场环境仿真系统中，战场地理环境时空

过程与作战行动过程紧密联系，基于仿真事件的

时空过程表达了地理环境实体对象在某个时刻由

仿真事件引发时空状态发生变化而形成新的时空

状态及其时空关系的过程，因而，基于仿真事件的

地理环境时空过程模型不仅能够描述环境实体对

象在仿真事件中时空状态发生变化的过程，而且

能够描述仿真事件与环境实体对象相互作用而发

生的实体行为变化过程，根据时空对象变化前后

的仿真事件、行为过程和实体对象之间的语义关

系进行双向查询，实现时空过程数据的历史回溯

和动态演变推理。

以××型战场环境仿真系统平台为基础环

境，通过面向对象的组件化模式将基于仿真事件

的时空过程语义模型嵌入其中，利用仿真系统定

义仿真事件，通过模型关联关系调用时空数据库

和地理环境本体库，从数据层上实现时空过程的

语 义 属 性 记 录 ，为 时 空 数 据 推 理 与 回 溯 提 供

服务。

根据基于仿真事件的时空过程语义模型设计

思路，加载仿真事件及战场地理环境仿真数据，对

于每一个事件和实体对象的时空过程，都有相应

的空间语义、时态语义、属性语义发生变化。以开

辟通路任务作为仿真过程为例，与其关联的仿真

事件包括破障、扫残、清障、建路、通路等事件，与

其关联的地理环境实体主要是道路和人工地物，

环境实体表现出的行为过程主要是人工地物由存

在变为消失以及新的道路生成的过程。上述过程

相关的所有时空变化语义信息通过数据库操作进

行存储和管理，并用关联图的模式表达时空对象

之间的语义关系。

如图 5（a）所示，当前所选人工地物时空状态

信息表中分别记录了对象的时空信息和属性信

息，从关系图中可看出，该实体时空状态是由上一

个仿真事件作用而形成；当破障事件发生时，如图

5（b）所示，由该仿真事件触发，当前环境实体对象

时空属性发生变化，空间对象属性类型为“人工地

物”的状态从“良好”变化为“损毁”，表示该实体对

象属性已经发生变化，从关系图中可看出该实体

时空状态的变化是由对应的仿真事件作用而引起

实体行为发生改变形成；当建路事件发生时，如图

5（c）所示，由该仿真事件触发，当前环境实体对象

时空属性再次发生变化，该对象的属性类型变化

为“道路”，几何类型从原先的“点状”变化为“线

状”，表示新对象的生成并成为道路一部分，其拓

扑关系也相应的发生变化，从关系图中可看出新

旧对象时空语义转变过程是由旧实体对象经过一

系列仿真事件作用最终发生“消亡”而触发新对象

生成的过程。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仿真事件语义描述的

是引起环境实体对象发生变化的原因；环境实体

对象的空间语义描述的是对象的空间位置、几何

类型及其拓扑关系的变化信息；环境实体对象的

时间语义描述的是对象在仿真过程中发生变化的

时间信息；环境实体对象的属性语义描述的是对

1374



第 45 卷第 9 期 朱 杰等：面向仿真事件的战场地理环境时空过程建模

象类型、结构及其功能变化信息；实体行为过程通

过实体对象的属性语义按照时间序列进行一系列

操作组成表示。

由此可见，记录仿真事件与实体对象的语义

变化过程能够清楚地描述两者在时空上相互影响

和交互的逻辑关系，不仅在过程回溯时可以通过

实体对象的语义变化信息来查询引发该对象变化

的仿真事件的语义信息；而且在语义推理时也可

以通过仿真事件的触发进行实体对象可能发生的

状态变化以及对新实体对象生成的推理。

4 结 语

战场环境仿真是对真实战场的模拟，是军事

人员认知战场的重要手段。目前，多数战场环境

仿真系统集中在时空表达模型的研究上，并未从

仿真事件引发战场环境动态变化的角度来描述时

空过程。已有的战场环境仿真模型缺乏作战实体

与地理实体和地理现象之间相互影响及交互作用

的语义表达，难以反映时空条件下地理环境实体

的动态变化规律。本文以本体思想为核心建立时

空过程语义模型，与传统仿真模型结构相比，以集

成时空对象语义信息为核心建立模型整体框架，

利用本体对时空语义进行一体化描述和表达，形

成符合认知规律的对象化结构体系，从语义角度

反映战场地理环境的动态变化规律及其与仿真事

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使得时空数据变化符

合战场仿真发展规律，从功能上加强了时空数据

与事件信息的语义关联度，完善了战场环境动态

建模理论与方法。该模型以传统GIS领域的时空

数据模型为基础，具有一般时空数据语义特征，同

时在模型结构上又有以下几个特点：（1）采用本体

的方法对仿真事件、实体对象及其行为过程的时

空语义和属性语义进行集成概括描述，从而建立

时空过程语义本体；（2）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构

建具有层次结构的时空过程语义逻辑关系，并建

立基于事件触发的语义约束条件；（3）根据数据模

型特征建立时空过程语义模型的物理存储结构，

并给出了基于事件的语义映射机制。本文模型对

构建虚拟地理环境的时空演变过程具有借鉴

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方法在连续事件条件下

的时空数据动态演变机制仍存在局限性，对数据

语义模型的扩展性和重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模

型在复杂系统中应用并实现有待探索，以适应未

来系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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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lefield Geographic Environment Spatiotemporal Process Model

Based on Simulation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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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lacks of the semantic expression of the mutual effect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operational en‐
tities and geographical entities and geographical phenomena in the existing simulation model of battlefield
environment, and consequently, it is hard to reflect the dynamic change rules of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
tal entitie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 spatio‐temporal process model of battlefield geography
environment based on simulation events is proposed to realize the integrated description and structured stor‐
age in spatio‐temporal process semantics, so as to express the mutual effect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spa‐
tio‐temporal objects from semantic perspective. In this model, the ontology method is used to comprehen‐
sively describe the spatio ‐ temporal semantics and attribute semantics of simulation events, environmental
entities and their behavioral process. Firstly, the spatio ‐ temporal process semantic concepts are abstractly
described based on object ‐oriented method, and the structural conceptual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integrat‐
ing the semantic relations and semantic operation rules.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 individual-part-
whole” cognitive principle of geospatial, the semantic and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spatio ‐ temporal process
with hierarchical structure is constructed by top ‐ down method,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are established
based on event triggering to standardize semantic operation. Thirdly, the organization and storage structure
of spatio‐temporal process data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data model, and the dy‐
namic change process of spatio‐temporal data driven by simulation event is realized through semantic map‐
ping mechanism. Through the simulation events defined by the simulation system, and the spatiotemporal
database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ntology database called by the model association relationship,
the semantic attribute record of spatiotemporal process is realized from the data layer, which providing ser‐
vices for spatiotemporal data reasoning and backtracking.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is as follows: (1) the se‐
mantic description of the simulation events is the cause of the change of the environmental entity object; (2)
the spatial semantics of the environmental entity objects describe the change information of the spatial loca‐
tion, geometric type and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object; (3) the temporal semantics of the environ‐
mental entity objects describe the temporal information of the object during the simulation process; (4) the
attribute semantics of the environmental entity objects describe the change information of the object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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