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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遥感数据需求文本中获取时间要素并进行语义计算是实现遥感数据需求文本可理解的关键步骤之

一。通过对遥感数据需求文本时间要素及其构成形式的分析，建立了融合时间形式表达与语义计算一体的时

间本体，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遥感数据需求文本时间信息抽取及其语义计算方法。实验表明，该方法对于遥

感数据需求文本的时间要素具有较好的解析与推理效率，有助于提升自然语言获取遥感数据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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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数据是空间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

种应用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现代遥感技术

为人们带来不同图像特征的海量遥感数据［1-3］，遥

感数据的应用也日趋复杂。遥感数据服务所面

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更好地理解用户对

于数据的需求［4-5］，快速响应用户所需要的遥感数

据。遥感数据需求文本是一种基于自然语言的

遥感数据需求表达方式，对用户专业知识要求不

高，易于普通用户使用［6］。对遥感数据需求文本

的理解是快速响应用户的基础。

时间是遥感数据的本质属性，是遥感数据检

索 的 常 用 条 件 ，也 是 遥 感 数 据 需 求 的 基 本 要

素［6-7］。对遥感数据需求文本时间实体的识别与

获取是第一步工作。时间实体的识别是自然语

言 处 理 中 的 基 础 工 作 ，属 于 命 名 实 体 识 别 范

畴［8-9］。国内外在时间命名实体识别方面所采用

的方法主要有 3类：规则方法［10-11］、统计模型方

法［12-13］和混合方法［14］。

遥感数据需求文本时间实体获取后，还必

须转化为计算机可理解的定量时间，才能实现

遥感数据需求与遥感数据的数据体时间的映

射，其体现为时间的语义计算或推理。1984年，

Allen［15］首次提出了基于时间间隔的时间逻辑推

导，使得时间关系的描述和推导更加合理和准

确。汉语时间信息处理起步相对较晚，Li等［16］

在汉语时间特性和英语时间系统已有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时间系统。胡广

朋等［17］提出了利用事件的持续函数以及近似区

间的概念来表示事件持续时间的方法。这些理

论扩展了时间解析及推理的思路。本体理论出

现以后，基于时间本体对时间信息进行解析和

推理逐渐成为研究热点［18-21］。 Zhang等［22］系统

性地构建了用于语义网络的中文时间本体；侯

志伟等［23-24］对地学时间以及地质年代进行了本

体构建，但只局限于通用地学时间的建模推理，

并没有考虑到遥感应用领域的特殊性，不能应

用于遥感领域的时间解析及推理。李铭等［25-26］

在对遥感数据进行时空推理时，没有对时间的

推理计算进行归类，只是从时间的加减和时间

拓扑关系进行推理，没有从时间组成元素进行

划分来对时间进行建模。

现有对遥感数据需求时间抽取和语义计算

的研究还比较少，更多关注的是时间概念和特征

分析，但只侧重于时间的获取或者推理方面，忽

视了时间获取和语义计算的有机结合；也没有考

虑遥感数据需求的特殊性，不能处理遥感数据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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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的领域时间，如“春玉米估产”“春小麦生长

期”“芒种”等领域词汇。

本文建立了集遥感数据需求文本的时间要

素形式描述与语义计算一体的时间本体模型，并

基于该本体通过规则方法进行时间实体的识别、

抽取、语义计算，提高了遥感数据需求文本中时

间解析的准确率和召回率。

1 遥感数据需求时间本体建模

1.1 时间描述类型

通过对减灾、农业、林业、测绘 4个领域的遥

感数据需求文本进行分析，归纳出 5种时间描述

类型：绝对时间、相对时间、持续时间、频度时间、

领域时间，如表 1所示。

时间描述类型没有绝对的边界，通常会以组

合的形式出现，例如“2018年春玉米”就是一个绝

对时间和领域时间混合的时间描述。

1.2 时间描述语义要素

对时间短语要素进行细分可以获得其形式

化组成。根据时间语义计算需求，抽象出 5类时

间组成元素：时间单位要素、时间单元要素、时间

关系要素、领域时间要素、连接符要素。

1）时间单位要素

遥感数据需求中的时间粒度一般精确到天

即可，其时间单位主要有天单位、周单位、月单

位、季度单位、季节单位和年单位，如表 2所示。

2）时间单元要素

时间单元要素包括数字和对时间单位的修

饰元素，按照时间单位的不同，可以分为季度修

饰、天修饰、年修饰、月修饰和季节修饰，如表 3
所示。

3）时间关系要素

对时间拓扑关系描述的词汇，根据时间拓扑

关系和要素所在的文本位置分为 4个子类：两端

修饰要素、当前修饰要素、前缀修饰要素和后缀

修饰要素，如表 4所示。

4）领域时间要素

领域时间要素主要用于描述跟领域相关的

修饰词，具备可拓展性。常见的一些领域时间如

节气、中国节日、国际节日等，如表 5所示。

5）连接符要素

连接符要素用于两个或多个时间点描述之

间的关联，如表 6所示。

表 1 时间描述类型示例

Tab.1 Examples of Time Description Types

类型

绝对时间

相对时间

持续时间

频度时间

领域时间

说明

能够在时间轴上直接定位的时间描述

以绝对时间为基准，通过时间拓扑关系进行定位的时间描述

以某个时间点为原点，向前或向后连续的某个时间段

表示周期的时间描述

一般为领域内的专有时间名词，包括：（1）公用专有时间，如节假日、节气、纪念日等；（2）遥

感数据应用领域专有时间词，如“春小麦播种”“一季稻收获”等农业领域的专业词

描述示例

2017年 3月 15日
2016年 2月 1日至 5月 20日

2017年第三季度

去年中秋节

上周一

上个月

过去两年

3月 1日以前

2018年下半年至今

2016年一季度以来

三个月一次

每周一次

一个季度一次

春节

立春

春玉米

表 2 时间单位要素

Tab.2 Timescale Elements

时间单位

天单位

周单位

月单位

季度单位

季节单位

年单位

定义

天单位描述

周单位描述

月单位描述

季度单位描述

季节单位描述

年单位描述

实例

号、日、天

星期、周、礼拜

月、月份

季度

季、季节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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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时间模型

遥感数据需求文本时间元素经过识别、抽取

和语义计算之后，即转化为计算机时间。本文借

鉴 OWL（web ontology language）时间本体［18］作

为遥感数据需求时间模型。

时间点和时间段是时间的两个基本组成。

时间点是时间的最小组成，时间段是由两个时间

点构成的时间区间。时间关系包括时间点与时

间点、时间段与时间段、时间点与时间段之间的

关系［24］，分为相离、相等、相交、包含、相接 5大类。

每类关系又可按照时间类型和时间方向继续细

分，例如两个时间段的相离可以分为早于、晚于、

在……之间。

时间坐标系定义了时间参考基准，考虑到遥

感系统和计算机时间系统的特点，因此本文使用

计算机时间系统 1970-01-01为时间原点，以 s为
最 小 时 间 尺 度 ，以 大 于 时 间 原 点 的 方 向 为 正

方向。

1.4 时间描述的语义表示规则

遥感数据需求文本中的时间描述是自然语

言，其实例无法枚举。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

语义表示规则的实例填充方法，将时间描述实例

添加到本体中。

语义表示规则是对一类自然语言描述的规

则定义，由若干时间描述语义要素构成。正则表

达式是对字符串操作的一种逻辑公式，用事先定

义好的一些特定字符及这些特定字符的组合来

组成一个规则字符串，表示了一种文本模式［27］。

本文引入正则表达式对语义表示规则进行描述，

使得其定义更加清晰和规范。例如，“2017年”

“2018 年 ”“2019 年 ”可 抽 象 为“（Num｛2，4｝）

Year_Unit”的字符串规则，其中 Num是时间单元

要 素 中 的 数 字 ，Year_Unit 是 时 间 单 位 中 的 年

单位。

根据对遥感数据需求文本时间描述语义要

素的分析，复杂的时间描述可以拆分为若干时间

单元。因此，语义表示规则之间可以相互嵌套，

由简单的描述构成复合、复杂的时间描述，语义

表示规则的定义也从原子、简单的定义逐步构建

成复合、复杂的定义。部分语义表示规则如表 7
所示。

表 3 时间单元要素

Tab.3 Time Unit Elements

时间单元要素

数字

季度修饰

天修饰

月修饰

年修饰

季节修饰

定义

描述时间的数量词，由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汉字组成

修饰季度的词

描述天时间的词

对月进行修饰，具体为月的某一天

对年的修饰，具体为年的某个月

对季节的修饰，季节固定的月日时间范围

实例

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两、0~9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 1、第 2、第 3、第 4

晚上、晚、下午、中午、凌晨、早上、上午、早晨、中、傍晚、早、深夜

下旬、月末、月底、中下旬、月初、前半月、后半月、中下旬、中上旬

下半年、年底、年中、年初、上半年、年终

冬天、夏、秋天、春、春天、夏天、秋、冬季、冬、秋季、夏季、春季

表 4 时间关系要素

Tab.4 Time Relationship Elements

时间关系要素

两端修饰

当前修饰

前缀修饰

后缀修饰

定义

描述不精确的一段时间范围

表示时间的准确词

描述时间的组成单位词，只是作为时间的单位元素

描述两个时间点的联系

实例

左右、前后、上下

现在、目前、现今、当前、当今

上个、本、下、下个、上、昨、次、今、明、去、前

至今、以来、以后、之后、后、之前、以前、近

表 5 领域时间要素

Tab.5 Domain Time Elements

领域时间要素

节气

节日

农业

定义

二十四节气的表示

表示中国特有的法定节假日、传统节日等固定的时间

描述农业领域的特殊专有时间短语

实例

大暑、惊蛰、小寒、芒种、小雪、…、秋分、立秋、雨水

教师节、植树节、中秋节、建党节、劳动节、中秋节

春小麦、冬小麦、春玉米、早稻、中稻、晚稻、一季稻

表 6 连接符要素

Tab.6 Connector Elements

要素

连接符

定义

语义单元联系符号词

实例

—、-、~、到、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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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时间描述的语义计算规则

根据时间描述计算方式的不同，将语义计算

规则分为算子规则和映射规则。

算子规则通过外部程序扩展方式，为时间描

述提供复杂计算能力。根据时间描述类型的不

同，算子规则中的算子分为绝对时间计算算子、

相对时间计算算子、持续时间计算算子、频度时

间计算算子、领域时间计算算子。算子规则仅记

录算子名称（Tn）及算子参数（[ params ]）的定义，

其描述为 To→ (Tn，[ params ] )。算子参数的个

数、类型根据算子类型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具体

如表 8所示。

领域时间算子相对其他算子，其参数较为特

殊，是空间关联和任务关联相结合的算子，其值

与需求文本所属的上下文相关，例如“湖北一季

稻”和“黑龙江一季稻”在“一季稻”的生长期是有

所区别的，“湖北”和“黑龙江”即是空间关联的输

入。同理，任务关联随任务的不同，其所蕴含的

时间区域也有所差异。

映射规则是将时间实体（Te）直接对应到某

个时间点或时间段（Tv）上，其描述为 Te→ Tv。
映射规则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为时间单元要素的

计算，例如“上旬”可对应每个月“1日—10日”，

“上半年”可对应“1月—6月”；另一类为领域时间

要素的计算，例如“春小麦”生长期为每年“05-03
—06-30”，“国庆节”可对应每年“10-01—10-07”。

时间语义规则之间也可以嵌套，构成对复杂

时间描述的计算定义。时间描述的语义计算规

则与表示规则一一对应，记为 R exp → R reason，语义

计算规则中的算子参数可以根据表示规则来

确定。

1.6 时间本体框架

时间本体是对时间概念及其关系的抽象表

示与明确的形式化规范说明。根据遥感数据需

求文本的特征及时间解析、计算的需求，采用本

体概念自顶向下设计、本体文件构建自底向上逐

步集成的方法，构建了面向遥感数据需求文本获

取及语义计算的时间本体，如图 1所示。

时间本体包括时间描述、时间语义要素、时

间模型、时间知识 4个大类。时间描述是时间的

形式化表达特征描述，时间语义要素是时间描述

语义的构成，时间模型是时间对象本身特性的描

述，时间知识是时间表达和计算的相关知识。时

间描述由时间语义要素构成，时间描述的实例将

引用时间语义要素对象。所有的时间描述都具

有时间知识属性，时间知识中引用了时间语义要

表 7 时间描述语义表示规则示例

Tab.7 Examples of Time Description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Rule

规则名称

年时间

月时间

日时间

年月日时间

时间段

相对年月时间

后缀持续时间

年频度时间

季节稻时间

规则标识

Tyear
Tmonth
Tday
Tdate

Timespan1
TRelyearbeofore
TRelmonthafter
TFytime

TAgriplanttime

规则表达式

(Num{2,4}) Year_Unit
(Num{1,2}) Month_Unit
(Num{1,2}) Day_Unit
Tyear Tmonth Tday
Tdate Connection Tdate
Prefix Tmonth Tday
Tmonth Suffix

Tfterm Num{1,2}Year_Unit
Season_Rice

规则内容示例

2016年
5月
3号

2018年 3月 1日
2018年 3月 1日至 2018年 4月 1日

去年 3月
3月以来

每年

一季稻

所属类

时间单元

时间单元

时间单元

绝对时间描述

绝对时间描述

相对时间描述

持续时间描述

频度时间描述

领域时间描述

表 8 时间算子

Tab.8 Time Operators

算子名称

绝对时间算子

相对时间算子

持续时间算子

频度时间算子

领域时间算子

算子定义

ABOSOLUTE：(Ty,Tm,Td)

RELATIVE：(T abo,R dir,R num,R unit)

DURATION：(D start,D end)

FREQUENT：(T start,T end,Fnum,Funit)

DOMAINT：(Dmap,D loc,D task)

参数含义

Ty、Tm、Td分别是年、月、日时间量

T abo表示绝对时间参考，R dir表示时间方向，

R num表示相对时间数值，R unit表示相对时间单位

D start表示起始时间，D end表示终止时间

T start、T end分别为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

Fnum为频度数值，Funit为频度单位

Dmap表示映射规则，D loc表示空间关联，D task表示任务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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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用于知识表达。时间语义要素中的时间关系

实例映射到时间模型下的拓扑关系实例，用于语

义计算。所有的时间描述最终将转化为时间对

象下的时间点或时间段。

2 遥感数据需求文本时间获取与语

义计算

遥感数据需求文本中，时间的理解可以分为

时间获取和语义计算两个步骤，如图 2所示。时

间获取是从遥感数据需求文本句子中识别时间

信息，包括时间语义规则编译和匹配。语义计算

则将提取的时间短语转化为计算机时间，包括时

间语义计算规则解析和时间结果计算。

2.1 时间表达式的获取

时间表达式的获取采用基于规则的信息抽

取技术，其核心是时间描述语义表示规则的编译

和规则匹配，如图 3所示。

规则编译是一个循环迭代的解译过程。首

先从时间本体的时间描述中获取所有实例，根据

其属性描述规则获得文本描述规则定义，并对定

义进行解析。若该定义中嵌套了其他时间描述

规则，则继续解析该规则，若不包含嵌套，则从时

间语义单元中读取规则包含的定义要素，通过替

换解释生成正则表达式，直到所有的时间描述实

例规则都编译完成，即形成正则表达式集合。例

如，对于表 7中的“年月日时间”时间规则，其包含

子规则“年时间”“月时间”“日时间”。此时进行

嵌套解析，当解析“日时间”规则时，已不包含子

规则，只有语义单元要素，则从时间本体中读取

数字、日单位等进行规则编译，生成（0？［1-9］|
［12］\d|3［01］）（日 |号）的“日时间”正则表达式。

当“年时间”“月时间”也编译完成后，拼接成“年

月日时间”正则表达式。

对遥感数据需求文本进行正则表达式匹配

时，若有规则能匹配上，则说明可能有时间要素。

图 1 时间本体框架

Fig.1 Time Ontology Framework

图 3 时间表达式获取流程

Fig.3 Flowchart of Time Expression Extracting

图 2 时间获取及语义计算流程

Fig.2 Flowchart of Time Extracting and Semantic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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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多个规则能同时匹配，采用最长匹配原则，

取匹配结果最长的作为最终结果。根据正则表

达式的匹配结果以及使用的匹配规则，对匹配结

果进行语义细分，细分方法为根据规则的嵌套情

况逐步对匹配结果进行解析，直到获得最小粒度

的时间单元要素并输出。例如，对于“2018年 5月
底至 6月中旬武汉水稻病虫害监测”，识别并提取

时间描述“2018年 5月底 -6月中旬”，对其细分后

输 出 的 时 间 单 元 要 素 为“2018［num］，年

［year_unit］；5［num］，月 底［month_appendix］；-

［connecter］；6［num］，月［Month_Unit］，［中旬］

［month_appendix］”。

2.2 时间表达式的语义计算

时间表达式的语义计算流程如图 4所示。根

据时间表达式的获取结果，得到相应的语义计算

规则，若该计算规则还嵌套有其他计算规则，则

进行进一步解析，直到所有的嵌套子规则解析完

毕。根据嵌套解析过程，从最底层的原子计算规

则开始，解析算子所需参数并调用算子函数。算

子有 5类：（1）绝对时间计算，对年、月、日时间进

行量化；（2）相对时间计算，在基准时间的基础

上，根据时间偏移方向和偏移量计算相对时间；

（3）持续时间计算，根据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计

算时间段长度，其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一般为其

他类型的嵌套时间；（4）频度时间计算，根据频度

数值、单位以及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计算系列

时间点集合；（5）领域时间计算，根据映射规则以

及时间和空间关联规则，获取领域时间。各算子

所需参数可从时间表达式的细分结果中获取。

根据语义计算规则的解析结果，逐级递归计算，

最后输出计算机时间。

例如，根据“2018年 5月底至 6月中旬”时间

表达式获取结果，得到其计算规则为“DURA⁃
TION：（ABOSOLUTE：（0，1，r101102），ABO⁃
SOLUTE：（−1，1，r101101））”，是一个嵌套的持

续时间计算规则，其中包含了两个绝对时间的计

算。第 1个绝对时间通过年、月的索引 0、1从细

分结果中获取年、月相应的数值，再通过 r101102
映射规则获得“月底”的日范围数值，即得到时间

结果 2018-05-20—2018-05-31；第 2个绝对时间计

算类似，其年索引 -1代表缺失，在持续时间计算

中默认取值与起始时间的年份相同，得到 2018-

06-10—2018-06-20时间段。通过持续时间的计

算，得到 2018-05-20—2018-06-20的计算机时间。

3 实验与应用

为验证本文构建的时间本体及时间解析方

法的效果，以 Protĕgĕ本体编辑软件建立了时间

本体，包括语义描述实例 101个，关系 29个，语义

表示规则 101条，语义计算规则 179条，即该时间

本体支持 101类遥感影像需求数据时间描述的识

别和理解。利用 Java开发了实验系统。采用 2 000
条农业、林业和测绘等部门的遥感数据需求文本

作为实验数据，每条记录都包含有时间信息，对

每条数据按照语句所表达的时间范围进行人工

标注。需求查询语句部分样例如表 9所示。

本文使用正确率评估时空语义推理的有效

性和推理效果，其定义为：

正确率= 正确推理结果数量

测试样本数量
× 100% （1）

将数据随机分为 5组，每组 400条数据，对每

组数据进行测试。将计算结果和由人工标注的

信息进行对比，计算正确率，实验结果如表 10
所示。

实验中出现的部分错误解析如下：

输入：2017年东北地区春玉米播种期间土壤

肥力监测

时间短语抽取：2017年春玉米

时间语义单元表示层：［2017、年、春玉米］

时间计算层输出结果：｛2017-06-01 00：00：
00 — 2017-08-20 24：00：00｝

图 4 时间表达式语义计算流程

Fig.4 Flowchart of Time Expression Semantic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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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错误的时间解析可知，本文方法正确识

别出了领域词“春玉米”，并从词库中提取出对应

的生长时间 06-01—08-20，但该需求描述的时间

是春玉米播种期间，应在 4月—5月，而缺乏相应

的领域时间空间关联语义计算规则，因此该解析

出现了错误。

从以上实验结果来看，本文提出的时间本体

模型能较好地提高对遥感数据需求文本的自然

语言描述进行解析和推理的准确性。由于时间

的表达有一定的规律性，可以通过时间表达规则

进行较全面的总结，基于规则的方法也可以取得

较好的效果。但出现的部分错误也反映出本文

所实现的本体模型还不够完善，对于领域细节方

面的解析有所欠缺，需要通过更多的案例来完善

本体模型。

本文已将该方法应用于遥感数据检索系统

中，可以通过遥感数据需求文本直接搜索遥感数

据，如图 5所示。

4 结 语

快速响应用户遥感数据需求是海量遥感数

据数据共享、分发与智能服务的关键问题。本文

从遥感数据需求文本中的时间概念特征出发，分

析了遥感数据需求文本时间描述的形式化表达

特征，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包含时间描述、时间语

义要素、时间模型、时间知识在内的遥感数据需

求时间本体模型，该模型将时间形式化表达和语

义计算融为一体。基于该本体模型，本文给出了

相应的时间获取及语义计算方法。实验表明，本

文构建的时间本体及时间获取和语义计算方法

对遥感需求文本时间具有较好的解析效果，但对

于复杂句子的解析还需进一步探索；同时扩展不

同领域的时间描述，实现时间本体与空间本体、

数据形态本体、遥感领域本体等之间的相互关联

和协同解析是下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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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Extracting and Semantic Computing of Remote Sensing Data Demand
Text Based on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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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 Remote sensing image demand text is a user ⁃ friendly approach for users to acquire
images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Time is a key element when searching for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us
extracting and understanding time description in remote sensing image demand text is critical in⁃demand se⁃
mantic analysis. However, a few pieces of research focus on time extraction and semantic computing of re⁃
mote sensing image demand text, and time extraction and semantic computing are not combined to get full
consideration of time semantic analysis. Methods: we collect remote sensing image demand texts from do⁃
mains of disaster mitigation, agriculture, forestry,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n we extract time descrip⁃
tions from demand texts manually and analyze their composition. By dividing time description into different
time elements, a formal representation model is provided and tim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rules as while as
time semantic computation rules are proposed. Finally, a time ontology that integrates the time formal rep⁃
resentation and semantic computing together is developed, which including four parts: Time semantic ele⁃
ments, time description, time model, and time knowledge. A rule⁃based time extracting method and a se⁃
mantic computing method which both based on the time ontology are also given. Results: We carried out
experiments on 2 000 remote sensing image demand texts,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The base⁃
line was made manually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of our methods. We got an average precision of
97.1%. Experiments show that our method has better efficiency for understanding time information in re⁃
mote sensing data demand text. Conclusions: Integrating time extraction and semantic computing into one
ontology providing a seamless comprehension of time description in remote sensing image demand text,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obtaining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rough natur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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