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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

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基于POI数据集构建基于ELLG的语义网，根据

POI本体模型构造模型中的概念的实例，作为语

义网中的节点；基于ELLG进行定性方位关系的多

尺度压缩，构造语义网中的定性方位关系；将位

置描述解析为位置语义、定性方位关系和定量距

离关系；根据语义网，基于POI本体进行地址相似

性匹配，将位置语义中的地址映射为语义网中的

相应实例；基于匹配到的相应实例，通过语义网

中的定性方位关系和基于ELLG的空间计算推理

出满足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关系的目标POI。

本发明能够适应面向大范围区域的从定性方位

和定量距离描述中定位至POI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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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

列步骤：

步骤1，基于POI数据集，构建基于ELLG的语义网，实现方式包括以下子步骤，

步骤a1，利用POI数据集，根据POI本体模型构造模型中的概念的实例，作为语义网中的

节点；

步骤a2，基于ELLG进行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构造语义网中的定性方位关系，包

括使用多尺度网格来表达NE、NW、SE、SW关系，使用ELLG的最大尺度网格来表达S、N、E、W关

系；

步骤2，将位置描述解析为位置语义、定性方位关系和定量距离关系；

步骤3，根据步骤1构建的语义网，基于POI本体进行地址相似性匹配，将位置语义中的

地址映射为语义网中的相应实例；

步骤4，基于匹配到的相应实例，通过语义网中的定性方位关系和基于ELLG的空间计算

推理出满足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关系的目标POI，实现方式包括以下子步骤，

步骤b1，基于语义网进行定性方位推理，包括基于ELLG的多尺度网格进行NE、NW、SE、SW

四个定性方位关系的推理，基于ELLG的最大尺度的网格进行S、N、E、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的

推理，得到满足定性方位关系的POI所在的多尺度网格；

步骤b2，在步骤b2定性方位推理的网格集合的基础上，进行基于ELLG的定量距离推理，

基于ELLG的最大尺度的网格进行S、N、E、W四个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推理，基于ELLG的多

尺度网格进行NE、NW、SE、SW四个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推理，从而进一步推理出满足定量

距离关系的目标POI。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a1中所述POI本体模型包含空间信息和位置语义两个子类，空间信息子概念如地

理坐标和基于ELLG的多尺度网格编码，多尺度网格编码描述了POI所在的空间范围，位置语

义的子概念包括地名、地址和类别；地址采用四级结构，包括子概念如国家、城市、街道和门

牌号。

3.如权利要求2所述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a2中，基于ELLG进行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实现如下，

基于POI数据集的多尺度网格集合GridSet和ELLG的最大尺度Lmax，执行以下步骤：

①初始化k＝0；

②获取GridSet中的尺度为k的网格集合GridSetk，0≤k≤Lmax；

③计算GridSetk的编码范围，得到columnA≤columni≤columnB,rowA≤rowi≤rowB，

(k,columni,rowi)为尺度为k的网格编码；

④如果columnA<columnB且rowA<rowB，则执行⑤和⑥；否则，令k＝k+1，并返回②；如果

k＝Lmax，则执行⑦；

⑤通过GridSetk来构造GridSetk-1中同一行网格内的POI之间的NE、NW、SE、SW关系，并加

入定性方位关系集合DirectionSet；

⑥通过GridSetk来构造GridSetk-1中同一列网格内的POI之间的NE、NW、SE、SW关系，并

加入定性方位关系集合DirectionSet；

⑦通过尺度为Lmax的网格集合GridSetLmax构造POI之间的S、N、E、W关系，并加入定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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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关系集合DirectionSet。

4.如权利要求3所述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基于POI本体进行地址相似性匹配实现方式包括如下步骤，

①通过预设的映射表，将待匹配地址中的缩写替换为全称；

②分别对待匹配地址中的国家、城市、街道信息进行相似度计算，选取各级信息的相似

度最高的匹配结果；

③基于POI本体中地址的四级结构，获取同时满足各级信息的相似度最高的匹配结果

的候选地址；

④对待匹配地址和候选地址进行相似度计算，选取相似度最高的地址为最佳匹配地

址。

5.如权利要求4所述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进行相似度计算时，综合字符相似度和语义相似度得到最终的总相似度。

6.如权利要求5所述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语义相似度的计算方式如下，

将字符串string1和string2分别拆分成单词集合wordset1和wordset2，对于wordset1

中的每一个word1，按照以下方式计算其和wordset2中的每一个word2的语义相似度

SemSim，并获取SemSim集合中的最大值SemSimMax，综合得到string1和string2的语义相似

度SemanticSimilarity，

如果word1和word2均为数字，则以下数值语义相似度计算公式计算SemSim，

如果word1和word2均收录在WordNet中，则基于Wu-Palmer算法计算SemSim；

否则，令SemSim＝0。其中，abs( )表示计算绝对值。

7.如权利要求3所述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b1中，基于语义网进行定性方位推理实现方式如下，

基于参考POI的地址R，定性方位关系Direction，以及ELLG的最大尺度Lmax，执行以下

步骤，

①如果Direction为S、N、E、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之一，令k＝Lmax，执行②和③，流程结

束；如果Direction为NE、NW、SE、S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之一，初始化k＝0，当k<Lmax时，迭代

执行②到④；

②在语义网中通过语义关系将R映射到其所在的尺度为k的网格code1；

③在语义网中获取与code1的定性方位关系为Direction的网格code2，并加入网格集

合CodeSet；

④令k＝k+1并返回②。

8.如权利要求7所述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b2中，基于ELLG的定量距离推理实现方式如下，

根据参考POI的地址R，网格集合CodeSet，定性方位关系Direction，定量距离

Distance，ELLG的最大尺度Lmax，执行以下步骤，

①在语义网中通过语义关系将R映射到其所在的尺度为Lmax的网格code1(L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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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0,row0)，如果Direction为S、N、E、W定性方位关系之一，执行②；如果Direction为

NE、NW、SE、SW定性方位关系之一，则对于CodeSet中的每一个网格codei(k,column,row)，迭

代执行③到⑤；

②根据下式计算满足定量距离的目标网格code2，如果code2包含POI，则在语义网中获

取目标网格中的POI，加入POI集合poiSet，结束流程；否则计算CodeSet中最接近Code2且包

含POI的网格作为目标网格，然后在语义网中通过语义关系获取目标网格中的POI，加入POI

集合poiSet，结束流程，其中，delta表示定量距离覆盖的网格数量，pow( )表示幂函数，

ceil( )表示向上取整，PI表示圆周率，r表示地球半径；

code2＝code1+delta

③确定codei在尺度为Lmax的网格范围；

④确定层k＝Lmax时的网格的空间分辨率resolution；

⑤确定codei和code1的最小距离minD和最大距离maxD。如果minD≤Distance≤maxD且

codei中包含POI，则执行⑥；

⑥将codei加入网格集合MultiCode，并判断是否k<Lmax，如果是则令k＝k+1，获取

codei的四个子网格，分别令每一个子网格为codei并递归执行③到⑤；

⑦当i＝size(CodeSet)-1时，在语义网中通过语义关系获取MultiCode中的最大尺度

的网格中的POI，加入目标POI集合poi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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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相似性匹配和空间推理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针对大范围区域的POI

数据集条件下的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中快速定位POI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空间定位技术的快速发展，产生的大量信息都直接或间接

地与位置相关。这些位置相关的信息以地理坐标或地名、地址等位置语义的形式描述了泛

在位置。而POI与人们的社交活动紧密关联，是泛在位置描述中的焦点。相较于地理坐标，通

过地名、地址和POI之间的空间关系来描述POI更加符合人们的日常习惯。因此，将含有位置

语义和空间关系的位置描述定位至POI，能够实现从语义到位置的转换，进而支持空间位置

查询、导航指令发布、事件位置通知等多种基于位置的技术服务，为地理时空大数据分析奠

定基础。

[0003] 现有研究往往通过对位置描述中的位置语义进行文本或词义上的相似性匹配，并

根据位置描述中的空间关系进行空间推理来实现定位至POI。POI之间的空间关系的常见描

述包括较为粗略的定性方位，如“东”、“东南”，以及更加详细的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如

“北边10km”。因此，上述空间关系的空间推理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引入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

的数学模型实现基于空间计算的空间推理；或利用本体和语义网来组织POI的位置语义和

POI之间的定性方位关系，进而实现基于语义关系的空间推理。

[0004] 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忽略了地址中的数值对相似性匹配的影响，并且只能适应面

向小数据集的POI的应用，难以适应面向大范围的POI数据集时相似性匹配和空间推理两个

方面的要求。在相似性匹配方面，大范围的地址数据集上的相似度计算影响相似性匹配效

率，而不同地址中实际上存在大量的相同信息，因此避免相同信息的重复计算能够提高相

似性匹配效率。在空间推理方面，基于语义关系的方法通过预先建立POI之间的定性方位关

系来提高推理效率，更能够适应面向大范围区域的空间推理。但是每对POI之间存在一对定

性方位关系，意味着定性方位关系的数量通常是POI数量的二次方，而且语义关系难以涵盖

不同的定量距离条件。因此面向大范围的POI数据集时的空间推理仍存在两方面的挑战：

(1)需要对语义网中大数据量的定性方位关系进行完整表达、压缩存储和高效检索；(2)需

要基于语义网进行定性方位推理和定量距离计算。

[0005] 本发明提出，ELLG的特征有助于应对上述挑战。ELLG基于四叉树结构将全球空间

离散成了多尺度网格，并通过由网格尺度、列号、行号组成的网格编码(k,column,row)对全

球空间范围进行多尺度索引。ELLG的剖分规则使其具有如下特征：(1)同一尺度的网格之间

具有明确的定性方位关系，这些关系可以表达位于不同网格中的POI之间的定性方位关系，

从而实现大数据量的定性方位关系的压缩性表达；(2)网格的空间分辨率表达了明确的定

量距离，因此可以支持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计算。

[0006] 相关术语：

[0007] POI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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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ELLG等经纬度全球离散格网

[0009] S南

[0010] N北

[0011] E东

[0012] W西

[0013] NE东北

[0014] NW西北

[0015] SE东南

[0016] SW西南

[0017] Stanford  CoreNLP斯坦福大学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包

[0018] WordNet一种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英语词典

发明内容

[0019]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从位置描述中定位POI的方法的不足，提出一种针对

大范围区域的POI数据集条件下的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中快速定位POI

的方法。

[0020]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

法，包括下列步骤：

[0021] 步骤1，基于POI数据集，构建基于ELLG的语义网，实现方式包括以下子步骤，

[0022] 步骤a1，利用POI数据集，根据POI本体模型构造模型中的概念的实例，作为语义网

中的节点；

[0023] 步骤a2，基于ELLG进行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构造语义网中的定性方位关

系，包括使用多尺度网格来表达NE、NW、SE、SW关系，使用ELLG的最大尺度网格来表达S、N、E、

W关系；

[0024] 步骤2，将位置描述解析为位置语义、定性方位关系和定量距离关系；

[0025] 步骤3，根据步骤1构建的语义网，基于POI本体进行地址相似性匹配，将位置语义

中的地址映射为语义网中的相应实例；

[0026] 步骤4，基于匹配到的相应实例，通过语义网中的定性方位关系和基于ELLG的空间

计算推理出满足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关系的目标POI，实现方式包括以下子步骤，

[0027] 步骤b1，基于语义网进行定性方位推理，包括基于ELLG的多尺度网格进行NE、NW、

SE、S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的推理，基于ELLG的最大尺度的网格进行S、N、E、W四个定性方位关

系的推理，得到满足定性方位关系的POI所在的多尺度网格；

[0028] 步骤b2，在步骤b2定性方位推理的网格集合的基础上，进行基于ELLG的定量距离

推理，基于ELLG的最大尺度的网格进行S、N、E、W四个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推理，基于ELLG

的多尺度网格进行NE、NW、SE、SW四个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推理，从而进一步推理出满足

定量距离关系的目标POI。

[0029] 而且，步骤a1中所述POI本体模型包含空间信息和位置语义两个子类，空间信息子

概念如地理坐标和基于ELLG的多尺度网格编码，多尺度网格编码描述了POI所在的空间范

围，位置语义的子概念包括地名、地址和类别；地址采用四级结构，包括子概念如国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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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街道和门牌号。

[0030] 而且，步骤a2中，基于ELLG进行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实现如下，

[0031] 基于POI数据集的多尺度网格集合GridSet和ELLG的最大尺度Lmax，执行以下步

骤：

[0032] ①初始化k＝0；

[0033] ②获取GridSet中的尺度为k的网格集合GridSetk，0≤k≤Lmax；

[0034] ③计算GridSetk的编码范围，得到columnA≤columni≤columnB,rowA≤rowi≤

rowB，(k,columni,rowi)为尺度为k的网格编码；

[0035] ④如果columnA<columnB且rowA<rowB，则执行⑤和⑥；否则，令k＝k+1，并返回②；

如果k＝Lmax，则执行⑦；

[0036] ⑤通过GridSetk来构造GridSetk-1中同一行网格内的POI之间的NE、NW、SE、SW关

系，并加入定性方位关系集合DirectionSet；

[0037] ⑥通过GridSetk来构造GridSetk-1中同一列网格内的POI之间的NE、NW、SE、SW关

系，并加入定性方位关系集合DirectionSet；

[0038] ⑦通过尺度为Lmax的网格集合GridSetLmax构造POI之间的S、N、E、W关系，并加入定

性方位关系集合DirectionSet。

[0039] 而且，步骤3中，基于POI本体进行地址相似性匹配实现方式包括如下步骤，

[0040] ①通过预设的映射表，将待匹配地址中的缩写替换为全称；

[0041] ②分别对待匹配地址中的国家、城市、街道信息进行相似度计算，选取各级信息的

相似度最高的匹配结果；

[0042] ③基于POI本体中地址的四级结构，获取同时满足各级信息的相似度最高的匹配

结果的候选地址；

[0043] ④对待匹配地址和候选地址进行相似度计算，选取相似度最高的地址为最佳匹配

地址。

[0044] 而且，步骤3中，进行相似度计算时，综合字符相似度和语义相似度得到最终的总

相似度。

[0045] 而且，步骤3中，语义相似度的计算方式如下，

[0046] 将字符串string1和string2分别拆分成单词集合wordset1和wordset2，对于

wordset1中的每一个word1，按照以下方式计算其和wordset2中的每一个word2的语义相似

度SemSim，并获取SemSim集合中的最大值SemSimMax，综合得到string1和string2的语义相

似度SemanticSimilarity，

[0047] 如果word1和word2均为数字，则以下数值语义相似度计算公式计算SemSim，

[0048]

[0049] 如果word1和word2均收录在WordNet中，则基于Wu-Palmer算法计算SemSim；

[0050] 否则，令SemSim＝0。其中，abs( )表示计算绝对值。7.如权利要求3所述基于包含定

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1中，基于语义网进行定

性方位推理实现方式如下，

[0051] 基于参考POI的地址R，定性方位关系Direction，以及ELLG的最大尺度Lmax，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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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

[0052] ①如果Direction为S、N、E、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之一，令k＝Lmax，执行②和③，流

程结束；如果Direction为NE、NW、SE、S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之一，初始化k＝0，当k<Lmax时，

迭代执行②到④；

[0053] ②在语义网中通过语义关系将R映射到其所在的尺度为k的网格code1；

[0054] ③在语义网中获取与code1的定性方位关系为Direction的网格code2，并加入网

格集合CodeSet；

[0055] ④令k＝k+1并返回②。

[0056] 而且，步骤b2中，基于ELLG的定量距离推理实现方式如下，

[0057] 根据参考POI的地址R，网格集合CodeSet，定性方位关系Direction，定量距离

Distance，ELLG的最大尺度Lmax，执行以下步骤，

[0058] ①在语义网中通过语义关系将R映射到其所在的尺度为Lmax的网格code1(Lmax,

column0,row0)，如果Direction为S、N、E、W定性方位关系之一，执行②；如果Direction为

NE、NW、SE、SW定性方位关系之一，则对于CodeSet中的每一个网格codei(k,column,row)，迭

代执行③到⑤；

[0059] ②根据下式计算满足定量距离的目标网格code2，如果code2包含POI，则在语义网

中获取目标网格中的POI，加入POI集合poiSet，结束流程；否则计算CodeSet中最接近Code2

且包含POI的网格作为目标网格，然后在语义网中通过语义关系获取目标网格中的POI，加

入POI集合poiSet，结束流程，其中，delta表示定量距离覆盖的网格数量，pow( )表示幂函

数，ceil( )表示向上取整，PI表示圆周率，r表示地球半径；

[0060] code2＝code1+delta

[0061]

[0062] ③确定codei在尺度为Lmax的网格范围；

[0063] ④确定层k＝Lmax时的网格的空间分辨率resolution；

[0064] ⑤确定codei和code1的最小距离minD和最大距离maxD。如果minD≤Distance≤

maxD且codei中包含POI，则执行⑥；

[0065] ⑥将codei加入网格集合MultiCode，并判断是否k<Lmax，如果是则令k＝k+1，获取

codei的四个子网格，分别令每一个子网格为codei并递归执行③到⑤；

[0066] ⑦当i＝size(CodeSet)-1时，在语义网中通过语义关系获取MultiCode中的最大

尺度的网格中的POI，加入目标POI集合poiSet。

[0067] 本发明创造性地构建了基于ELLG的语义网，并基于构建的语义网，对位置描述进

行解析、相似性匹配以及空间推理后，实现了从位置描述定位到POI。构建语义网中的实例

时，提出了一种POI本体模型，建立了POI的多种位置语义和基于ELLG的多尺度网格的联系；

构建语义网中的定性方位关系时，提出了一种基于ELLG的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方

法，实现了POI之间的大数据量的定性方位关系的完整而压缩的表达；相似性匹配时，提出

了一种基于POI本体模型的地址相似性匹配方法，该方法提高了相似性匹配效率，并且通过

顾及地址中的缩写和数值表达的空间邻近程度，实现了更准确的地址相似性匹配；空间推

理时，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网的定性方位推理方法和一种基于ELLG的定量距离推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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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的快速推理。本发明能够支持面向大范围区域的从定性方位

和定量距离描述中定位至POI的应用。

附图说明

[006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POI本体模型图。

[006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方法示意图。

[007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方法流程图。

[007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基于POI本体的地址相似性匹配方法流程图。

[007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相似度计算流程图。

[0073]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基于语义网的定性方位推理方法示意图。

[0074]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基于语义网的定性方位推理方法流程图。

[0075]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基于ELLG的定量距离推理方法示意图。

[0076]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基于ELLG的定量距离推理方法流程图。

[0077] 图10为本发明实施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78]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7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基于包含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的位置描述的POI定位方

法，包括下列步骤：

[0080] 步骤1，基于POI数据集，构建基于ELLG的语义网。

[0081] 该步骤可以细分为两个子步骤：

[0082] 步骤a1，利用大范围区域的POI数据集，根据提出的POI本体模型构造模型中的概

念的实例，作为语义网中的节点；

[0083] 在步骤a1中，提出了一种POI本体模型(如图1)，该模型包含空间信息和位置语义

两个子类，分别由语义关系hasSpatial和hasSemantic表达。空间信息包括子概念如地理坐

标和基于ELLG的多尺度网格编码，分别由语义关系hasCoordinate和hasCode表达。多尺度

网格编码描述了POI所在的多尺度的空间范围，由语义关系atLevelk表达，按照公式(1)计

算。位置语义包含子概念如地名、地址和类别等，分别由语义关系hasName、hasAddress和

hasCategory表达。地址采用四级结构，包括子概念如国家、城市、街道和门牌号，分别由语

义关系hasCountry、hasCity、hasStreet和hasHousenumber表达，语义关系“belong  to”表

达了各级信息的空间包含关系。类别表达了人们在该位置上的社交活动类型。

[0084]

[0085] 其中，floor( )表示向下取整，pow( )表示幂函数，％表示取余，(k,column,row)为

尺度为k的网格编码，column为列号，row为行号，longitude和latitude分别为经度和纬度。

[0086] 步骤a2，根据提出的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方法构造语义网中的定性方位关

系，包括使用多尺度网格来表达POI之间的NE、NW、SE、SW四种定性方位关系，使用ELLG的最

大尺度网格来表达POI之间的S、N、E、W四种定性方位关系，从而构造语义网中的定性方位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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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在步骤a2中，本发明优选提出了一种基于ELLG的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方法

(如图2)，使用多尺度网格来表达POI之间的NE、NW、SE、SW四种定性方位关系，使用ELLG的最

大尺度网格来表达POI之间的S、N、E、W四种定性方位关系。该方法描述如下(如图3)：

[0088] 基于POI数据集的多尺度网格集合GridSet(尺度为0到Lmax的网格编码构成)和

ELLG的最大尺度Lmax，执行以下步骤：

[0089] ①初始化k＝0；

[0090] ②获取GridSet中的尺度为k的网格集合GridSetk，0≤k≤Lmax；

[0091] ③计算GridSetk的编码范围，即columnA≤columni≤columnB ,rowA≤rowi≤

rowB，(k,columni,rowi)为GridSetk中的网格编码，列号的下限columnA和上限columnB构

成列号范围，行号的下限rowA和上限rowB构成行号范围；

[0092] ④如果columnA<columnB且rowA<rowB，则执行⑤和⑥，然后令k＝k+1，并返回②；

否则，即columnA＝columnB或rowA＝rowB，令k＝k+1，并返回②；如果k＝Lmax，则执行⑦；

[0093] ⑤通过GridSetk(图2(b))来构造GridSetk-1中同一行网格(如图2(a)中网格grid1

和网格grid2)内的POI之间的NE、NW、SE、SW定性方位关系。即，当rowA≤rowi<rowB时，令

rowi＝rowA，如果 则根据表1构造网格Grid1(k,column1,rowi)相

对于网格Grid2(k,column2,rowi+1)的关系并加入定性方位关系集合DirectionSet，然后

令rowi＝rowi+1，迭代执行上述网格间的关系构造过程；否则令rowi＝rowi+1，迭代执行上

述网格间的关系构造过程。其中，columnA≤column1≤columnB，columnA≤column2≤

columnB；

[0094] ⑥通过GridSetk(图2(b))来构造GridSetk-1中同一列网格(如图2(a)中网格grid1

和网格grid3)内的POI之间的NE、NW、SE、SW定性方位关系。即，当columnA≤columni<

columnB时，令columni＝columnA，如果 则根据表1构造网

格Grid1(k ,columni ,row1)相对于网格Grid2(k ,columni+1 ,row2)的关系并加入

DirectionSet，然后令columni＝columni+1，迭代执行上述网格间的关系构造过程；否则，

令columni＝columni+1，迭代执行上述网格间的关系构造过程。其中，rowA≤row1≤rowB，

rowA≤row2≤rowB；

[0095] ⑦通过尺度为Lmax的网格集合GridSetLmax构造POI之间的S、N、E、W四种定性方位

关系(图2(c))。即，令rowi＝rowA，根据表1构造网格Grid1(Lmax,column1,rowi)相对于网

格Grid2(Lmax,column2,rowi)的关系并加入DirectionSet，然后令rowi＝rowi+1，迭代执

行上述网格间的关系构造过程，直到rowi＝rowB；令columni＝columnA，根据表1构造网格

Grid1(Lmax ,columni ,row1)相对于网格Grid2(Lmax ,columni ,row2)的关系并加入

DirectionSet，然后令columni＝columni+1，迭代执行上述网格间的关系构造过程，直到

columni＝columnB。

[0096] DirectionSet为压缩性表达的定性方位关系集合。

[0097] 表1.同一尺度上的格网间的定性方位关系规则

说　明　书 6/13 页

10

CN 110716999 A

10



[0098]

[0099] 步骤2，使用Stanford  CoreNLP，将位置描述解析为位置语义、定性方位关系和定

量距离关系；

[0100] 步骤3，基于上述构建的语义网，根据本发明优选提出的基于POI本体的地址相似

性匹配方法，将位置语义中的地址映射为语义网中的相应实例。该方法描述如下(如图4)：

[0101] ①通过预设的映射表(表2)，将待匹配地址中的缩写替换为全称；

[0102] ②分别对待匹配地址中的国家、城市、街道信息进行相似度计算，选取各级信息的

相似度最高的匹配结果；

[0103] ③基于POI本体中地址的四级结构，获取同时满足各级信息的相似度最高的匹配

结果的候选地址；

[0104] ④对待匹配地址和候选地址进行相似度计算，选取相似度最高的地址为最佳匹配

地址。

[0105] 最佳匹配地址即为待匹配地址在语义网中的相应实例。

[0106] 表2.缩写到全称的映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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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0108] 上述过程中的相似度计算时，对于两个字符串string1和string2，其相似度计算

过程如下(如图5)：

[0109] ①基于编辑距离的方法计算string1和string2的字符相似度StringSimilarity；

[0110] 本发明中使用的字符相似度计算方法为基于编辑距离的方法(Levenshtein 

1966)：

[0111] Sim(string1,string2)＝1-ed(string1,string2)/max(|string1|,|string2|)

[0112] 式中，|string1|和|string2|分别是string1和string2的字符串长度，ed

(string1,string2)是string1转换为string2所需要的最小编辑操作次数。

[0113] ②将string1和string2分别拆分成单词集合wordset1和wordset2，对于wordset1

中的每一个word1，按照以下方式计算其和wordset2中的每一个word2的语义相似度

SemSim，并获取SemSim集合中的最大值SemSimMax：

[0114] 如果word1和word2均为数字，则按照本发明提出的数值的语义相似度计算公式

(公式(2))计算SemSim；

[0115]

[0116] 如果word1和word2均收录在WordNet中，则基于Wu-Palmer算法计算SemSim；

[0117] 否则，令SemSim＝0。其中，abs( )表示计算绝对值；

[0118] 本发明中除了数值外，使用的语义相似度计算方法为Wu-Palmer方法(Wu  and 

Palmer  1994)：

[0119]

[0120] 式中，LCS(c1 ,c2)表示两个概念在语义词典中的最小公共包含，Depth(LCS(c1 ,

c2))表示最小公共包含在语义词典中的深度，Distance(c1,c2)表示语义词典中两个概念

节点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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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③按照公式(3)计算string1和string2的语义相似度SemanticSimilarity。其中，

Pairs为wordset1中的单词数量；

[0122]

[0123] ④按照公式(4)计算总相似度SimilarityTotal，其中，W1和W2分别为字符相似度

和语义相似度的权重，且W1+W2＝1。

[0124] SimilarityTotal为string1和string2的总相似度。

[0125] SimilarityTotal＝StringSimilarity×W1+SemanticSimilarity×W2    (4)

[0126] 步骤4，基于匹配到的相应实例，通过语义网中的定性方位关系和基于ELLG的空间

计算推理出满足定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关系的目标POI。

[0127] 该步骤可以细分为两个子步骤：

[0128] 步骤b1，基于语义网推理出满足定性方位关系的POI所在的多尺度网格；

[0129] 在步骤b1中，本发明优选提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网的定性方位推理方法(如图6)，该

方法基于ELLG的多尺度网格进行NE、NW、SE、SW四个定性方位的推理，基于ELLG的最大尺度

的网格进行S、N、E、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的推理，从而推理出满足定性方位关系的POI所在的

多尺度网格。该方法描述如下(如图7)：

[0130] 基于参考POI的地址R(匹配到的相应实例)，定性方位关系Direction，以及ELLG的

最大尺度Lmax，执行以下步骤：

[0131] ①如果Direction为S、N、E、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之一，令k＝Lmax，执行②和③，流

程结束；如果Direction为NE、NW、SE、S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之一，初始化k＝0，当k<Lmax时，

迭代执行②到④；

[0132] ②在语义网中将R映射到其所在的尺度为k的网格code1；实施例中，语义网中先后

通过hasAddress、hasSemantic、hasSpatial、hasCode和atLevelk语义关系将R映射到其所

在的尺度为k的网格code1；

[0133] ③在语义网中获取与code1的定性方位关系为Direction的网格code2，并加入网

格集合CodeSet；

[0134] ④令k＝k+1并返回②。

[0135] CodeSet为与R的定性方位关系为Direction的POI所在的网格集合。

[0136] 步骤b2，根据上述多尺度网格，通过基于ELLG的空间计算进一步推理出满足定量

距离关系的目标POI。

[0137] 在步骤b2中，本发明优选提出了一种基于ELLG的定量距离推理方法(如图8)，该方

法在定性方位推理的网格集合的基础上，基于ELLG的最大尺度的网格进行S、N、E、W四个定

性方位上的定量距离推理，基于ELLG的多尺度网格进行NE、NW、SE、SW四个定性方位上的定

量距离推理，从而进一步推理出满足定量距离关系的目标POI。该方法描述如下(如图9)：

[0138] 基于参考POI的地址R(匹配到的相应实例)，网格集合CodeSet，定性方位关系

Direction，定量距离Distance，ELLG的最大尺度Lmax，执行以下步骤：

[0139] ①在语义网中将R映射到其所在的尺度为Lmax的网格code1(Lmax ,column0 ,

row0)，实施例中通过hasAddress、hasSemantic、hasSpatial、hasCode和atLevelLmax五个

语义关系实现映射，如果Direction为S、N、E、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之一，执行②；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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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为NE、NW、SE、SW四个定性方位关系之一，则对于CodeSet中的每一个网格codei

(k ,column ,row)，迭代执行③到⑤，可以初始化网格序号i＝0，其中，图9中的size

(CodeSet)表示网格集合CodeSet内网格统计数量，因此迭代过程中，0<＝i<size

(CodeSet)；

[0140] ②根据公式(5)计算满足定量距离的目标网格code2。如果code2包含POI(如图8

(a)中的B)，则在语义网中通过语义关系获取目标网格中的POI，加入POI集合poiSet，结束

流程；否则，计算CodeSet中最接近Code2且包含POI的网格作为目标网格，并在语义网中同

样通过语义关系获取目标网格中的POI，加入poiSet，结束流程。其中，delta表示定量距离

覆盖的网格数量，pow( )表示幂函数，ceil( )表示向上取整，PI表示圆周率π(可取值

3.1415926)，地球半径r取值6371km；

[0141]

[0142] ③根据公式(6)计算codei在尺度为Lmax的网格范围，其中，columnnear和columnfar

表示列号范围，rownear和rowfar表示行号范围；

[0143]

[0144] ④根据公式(7)计算k＝Lmax时的网格的空间分辨率resolution；

[0145] resolution＝PI×r/pow(2,k)   (7)

[0146] ⑤根据公式(8)计算codei和code1的最小距离minD和最大距离maxD。如果minD≤

Distance≤maxD且codei中包含POI(如图8(a)中的B1、B2和B3)，则执行⑥；其中，sqrt( )表

示平方根函数；

[0147]

[0148] ⑥将codei加入网格集合MultiCode，并判断是否k<Lmax，如果是则令k＝k+1，获取

codei的四个子网格(如图8(b)中的B21、B22、B23、B24)，分别令每一个子网格为codei并递

归执行③到⑤；

[0149] ⑦当i＝size(CodeSet)-1时，在语义网中通过语义关系获取MultiCode中的最大

尺度的网格(如图8(c)中的b1、b2和b3)中的POI，加入poiSet。

[0150] poiSet为与R的定性方位关系为Direction，且与R的定量距离为Distance或接近

Distance(如果完全满足定量距离Distance的POI不存在)的目标POI集合。

[0151] 具体实施时，可采用软件方式实现流程的自动运行。运行流程的装置也应当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152] 为便于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效果，提供实施例所提供方法流程的实用实例如下，参

见图10：

[0153] 步骤1，基于纬度范围50°N—58°N、经度范围-7°W—0°W的区域的51019个POI，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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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LLG的语义网。该步骤可以细分为两个子步骤：

[0154] 在步骤a1，根据提出的POI本体模型，对于POI数据集中的每一个POI，构造地理坐

标、多尺度网格编码、地名、地址、国家、城市、街道和门牌号、类别等实例，并定义实例间的

语义关系。选择27作为ELLG的最大尺度，多尺度网格编码基于公式(1)计算；

[0155] 在步骤a2，根据提出的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方法，对于由POI数据集的从尺

度为0到尺度为27的网格编码构成的多尺度网格集合GridSet，当0≤k≤27时，对于每一个

k，获取GridSet中的尺度为k的网格集合GridSetk，并构造NE、NW、SE、SW关系，加入

DirectionSet；通过尺度为27的网格集合GridSet 2 7来构造S、N、E、W关系，加入

DirectionSet。DirectionSet包含7,997,835个定性方位关系，压缩后的定性方位关系数量

是是压缩前的定性方位关系数量的0.307％。

[0156] 具体实施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POI数据集以及ELLG的最大尺度。

[0157] 步骤2，使用Stanford  CoreNLP，将位置描述“400km  northwest  of  7  Market  Sq,

Llandovery,UK”解析为位置语义“7  Market  Sq,Llandovery,UK”，定性方位“northwest”和

定量距离“400km”；

[0158] 具体实施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位置描述中的位置语义、定性方位和定

量距离。

[0159] 步骤3，根据提出的地址相似性匹配方法，将位置语义“7  Market  Sq,Llandovery,

UK”映射为语义网中的相应实例；

[0160] ①通过表2，将缩写“Sq”替换为全称“Square”，即待匹配地址为“7  Market 

Square,Llandovery,UK”；

[0161] ②分别对国家“UK”、城市“Llandovery”、街道“Market  Square”基于语义网中的国

家数据、城市数据和街道数据进行相似度计算，选取各级信息的相似度最高的匹配结果，分

别为“UK”、“Llandovery”、“Market  Square”；

[0162] ③获取语义网中同时满足“UK”、“Llandovery”、“Market  Square”的候选地址，包

括“9  Market  Square,Llandovery,UK”、“1  Market  Square  Llandovery,UK”；

[0163] ④对待匹配地址和两个候选地址分别进行相似度计算，选取相似度最高的地址“9 

Market  Square,Llandovery,UK”为最佳匹配地址，即语义网中的相应实例。

[0164] 上述相似性匹配的时间为4.74s，是基于整个地址文本匹配的时间的27.40％。

[0165] 相似度计算时，以两个字符串“17  Main  Street”和“20  Denewood  Avenue”为例，

其相似度计算过程如下：

[0166] ①基于编辑距离的方法计算“17  Main  Street”和“20  Denewood  Avenue”的字符

相似度StringSimilarity为0.11；

[0167] ②将“17  Main  Street”拆分成单词集合wordset1{“17”，“Main”，“Street”}，将

“20  Denewood  Avenue”拆分成单词集合wordset2{“20”，“Denewood”，“Avenue”}。对于

wordset1中的每一个word1，按照以下方式计算其和wordset2中的每一个word2的语义相似

度SemSim，并获取SemSim集合中的最大值SemSimMax；

[0168] 如果word1和word2均为数字，如“17”和“20”，则按照公式(2)计算SemSim；如果

word1和word2均收录在WordNet中，如“Street”和“Avenue”，则基于Wu-Palmer方法计算

SemSim；否则，令SemSi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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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9] ③按照公式(3)计算“17  Main  Street”和“20  Denewood  Avenue”的语义相似度

SemanticSimilarity为0.61。其中，Pairs为3；

[0170] ④按照公式(4)计算“17  Main  Street”和“20  Denewood  Avenue”的总相似度

SimilarityTotal为0.36，其中，W1和W2均取0.5。

[0171] 具体实施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W1和W2的取值。

[0172] 步骤4，基于匹配到的相应实例“9  Market  Square,Llandovery,UK”，通过语义网

中的定性方位关系和基于ELLG的空间计算推理出满足定性方位“northwest”和定量距离

“400km”的目标POI。该步骤可以细分为两个子步骤：

[0173] 在步骤b1，根据提出的基于语义网的定性方位推理方法，推理出满足定性方位

“northwest”的POI所在的多尺度网格：

[0174] ①初始化k＝0，当k<27时，对于每一个k，执行②到④；

[0175] ②在语义网中先后通过hasAddress、hasSemantic、hasSpatial、hasCode和

atLevelk五个语义关系将“9  Market  Square,Llandovery,UK”映射到其所在的尺度为k的

网格code1；

[0176] ③在语义网中获取与code1的定性方位关系为NW的网格code2，并加入CodeSet；

[0177] ④令k＝k+1并返回②。

[0178] 具体实施时，上述过程适用于定性方位关系为NE、NW、SE、SW之一；如果定性方位关

系为S、N、E、W之一，则直接令k＝27，然后执行②和③。

[0179] 在步骤b2，根据提出的基于ELLG的定量距离推理方法，基于CodeSet进一步推理出

满足定量距离“400km”的目标POI：

[0180] ①在语义网中先后通过hasAddress、hasSemantic、hasSpatial、hasCode和

atLevel27五个语义关系将“9  Market  Square,Llandovery,UK”映射到其所在的尺度为27

的网格code1(27,131386670,105878541)。对于CodeSet中的每一个网格codei(k,column,

row)，执行②到④，以CodeSet中的(7,124,103)为例；

[0181] ②根据公式(6)计算(7 ,124 ,103)在尺度为27的网格范围，column n e a r＝

131071999，columnfar＝130023424，rownear＝108003328，rowfar＝109051903；

[0182] ③根据公式(7)计算level＝27时的网格的空间分辨率resolution＝0.15m；

[0183] ④根据公式(8)计算minD＝320150.23m，maxD＝514781.95m。由于minD≤400km≤

maxD且(7,124,103)中包含POI，因此执行⑤，否则放弃该网格；

[0184] ⑤将(7,124 ,103)加入网格集合MultiCode，并获取其四个子网格(8,248,206)、

(8,249,206)、(8,248,207)、(8,249,207)，分别对每一个子网格递归执行②到④；

[0185] ⑥当i＝size(CodeSet)-1时，在语义网中先后通过atLevel21、hasCode、

hasSpatial、hasSemantic和hasAddress五个语义关系获取MultiCode中的最大尺度的网格

(尺度为21)中的目标POI的地址“101  Braepark  Road,Ballyclare,UK”。

[0186] 上述空间推理时间为11ms。

[0187] 具体实施时，上述过程适用于定性方位关系为NE、NW、SE、SW之一；如果定性方位关

系为S、N、E、W之一，则直接根据公式(5)计算满足定量距离的目标网格code2，如果code2不

包含POI，则获取CodeSet中最接近Code2且包含POI的网格作为目标网格。然后在语义网中

先后通过atLevelk、hasCode、hasSpatial、hasSemantic和hasAddress五个语义关系获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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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网格中的目标POI的地址。

[0188] 通过以上具体实施可以看出，提出的POI本体模型能够建立位置语义和基于ELLG

的多尺度网格的联系，从而为定性方位关系的压缩性表达和定量距离的快速计算提供了支

持；提出的定性方位关系的多尺度压缩方法能够在压缩定性方位关系的数量的同时保证定

性方位关系的准确性；提出的地址相似性匹配方法通过避免不同地址中相同信息的重复计

算提高了相似性匹配效率，并且通过顾及数值表达的空间邻近程度，实现了更准确的地址

相似性匹配；提出的基于语义网的定性方位推理方法和基于ELLG的定量距离推理方法能够

适应定性方位上不同定量距离条件的快速推理。因此，本发明能够有效支持面向大范围区

域的从定性方位和定量距离描述中定位至POI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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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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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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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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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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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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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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