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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V9I 模型中目标的边界 、内部和 Voronoi区域均可量测及易于操作的特点 , 研究建立底层数据

结构与空间关系语义层之间的 V9I 映射机制 ,在 Voronoi的动态栅格生成算法的基础上 , 构建空间关系的基

本操作。最后 , 以 V C++为开发工具并采用面向对象的技术 , 设计了基于 V9I 的空间关系操作工具原型

VTKit ,并给出部分操作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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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关系一般是指空间目标之间具有空间特

性的关系 , 如距离关系 、方向关系 、拓扑关系

等[ 1] 。空间关系往往同空间目标本身一样重要 ,

在GIS空间数据建模 、空间查询 、空间分析 、空间

推理等许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 ,由于存

储空间的限制和空间关系的复杂性 ,还不可能显

式地表达所有空间目标之间的空间关系 ,如当前

所广泛采用的空间数据拓扑建模中也只表达了邻

接 、包含等部分空间关系 。因此 ,必须建立一种有

效的映射机制并构造相应的操作 ,从底层的空间

数据结构来获取这种高层的空间关系语义信

息[ 2 ,3] 。

目前 ,国内外主要采用 Egenhofer 等人提出

的9元组模型(9I)进行空间关系的研究 ,以此为

基础建立空间关系的操作 。该模型是将空间目标

分解为边界 、内部和外部 ,通过比较两空间目标的

边界 、内部和外部的交集 ,来分析它们之间所存在

的空间关系[ 1] 。然而 ,由于该模型中空间目标的

外部(即“补”)具有无限性 ,从而导致了一些难以

处理的问题 ,如难以直接计算与操作 ,无法更进一

步地区分空间邻近与相离关系 ,缺乏可操作的实

用工具等 。尽管在 SDTS(空间数据转换标准)

中 ,许多空间关系可以使用两个 9I 模型的基元进

行定义 ,但却难以从空间数据中直接计算这些基

元[ 4 ,5] 。为此 , 陈军等提出使用空间目标的

Voronoi区域替代 9I 模型中空间目标的“补” ,发

展了基于 Voronoi 的空间关系 9 元组模型 ———

V9I模型[ 4] ,其表达式如下:

V9I(A , B)=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

 A ∩  B  A ∩ B°  A ∩ B
V

A°∩ B A°∩ B° A°∩ B
V

A
V ∩  B A

V ∩ B° A
V ∩ B

V

式中 , A 、B 分别为空间物体; A 、 B 分别为 A 、

B 的边界;A°、B°分别为 A 、B 的内部;A
V
、B

V
为

A 、B 的 Voronoi区域 。

空间目标的 Voronoi 区域可以描述为:设二

维空间 IR
2
中有一空间目标集合为 S ={O1 , …,

Oi , …, O n}(n≥1), Oi 可以是点目标 ,也可以是

线目标或面状目标 ,其中面状目标并不要求为凸

域 ,可以含洞(本文在此所指的空间目标即为这几

类目标 ,它们在空间数据库中具有惟一 ID ,因此 ,

也可称之为几何目标),则目标 Oi 的 Voronoi区

域(简记为 O
V
)为:O

V
={p distance(p , O i)≤

distance(p , Oj), j≠i}。

基于该模型 ,有些学者已进行了空间关系的

描述 、表达与推断及 Voronoi 算法等方面的

研究[ 4 ,6 ～ 8]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以V 9I描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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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为基础 ,运用 Voronoi图为工具 ,从底层的空间

数据结构获取高层的空间关系语义信息 ,建立基

于 Voronoi的空间关系映射机制 ,并构建基本的

空间关系操作 ,从而将 V9I 空间关系描述模型进

一步推向实用化 、自动化 ,提供 V9I 模型在计算

机中的操作方法与技术 ,为建立空间关系操作工

具奠定初步基础 ,并进一步深化基于 Voronoi的

空间关系研究。

1　基于 V9I 的空间关系映射的建立

　　以 Voronoi图和 V9I模型作为主要手段 ,笔

者建立了基于 V9I 的空间关系映射机制。在该

机制下 ,从保存空间目标的数据到获取空间关系

信息(或者是从空间关系信息获取所需的数据)大

致需要 3个层次:①空间目标层 ,提取所需的基本

数据 ,并获取空间目标的 Voronoi图;②中间运算

层 ,计算判断空间关系所需的 V9I 模型的元素

值;③依据 V9I 元素值 ,判断目标数据之间的关

系信息。如图 1所示 。

图 1　基于 V9I 的空间关系映射

Fig.1　Mechanism for Mapping Spatial Relations

Based on V9I

1.1　空间目标 Voronoi图的生成

在第一个层次中 , 最为重要的是空间目标

Voronoi图的生成 ,其为建立基于 V9I 空间关系

映射的前提。矢量与栅格方式均可生成 Voronoi

图。鉴于栅格方式的简便与高效 ,在此主要采用

基于动态距离变换的栅格生成方法[ 6] 来获取空

间目标的 Voronoi图。该方法是在传统栅格生成

算法的基础上 ,为提高栅格 Voronoi图的精度而

提出的 ,其主要优点是在生成 Voronoi图的距离

变换过程时 ,可以从几个不同的结构元素中动态

地选用误差最小的结构元素计算每一像素的距

离 ,极大地提高了栅格生成 Voronoi 图的精度。

栅格方法生成 Voronoi图的时间复杂度与空间目

标的个数没有关系 ,仅与栅格的数目有关 ,在一定

精度要求下 ,生成 Voronoi 图所花费的时间将是

一个常量 。图 2为 Voronoi图的栅格生成过程 。

图 2　Voronoi图的栅格生成示意图

Fig.2　Voronoi Diagram by Raster Method

1.2　V9I 值的获取

第二个层次的主要目的是以第一个层次的计

算结果为基础 ,求解 V9I 模型的矩阵元素值 ,用

于第三个层次的空间关系描述与判断 。V9I 矩阵

值的计算是提高空间关系信息获取效率的一个关

键因素 。为此 ,笔者依据各元素之间所暗含的关

系 ,建立了获取 V9I矩阵 9 个元素值的运算规则

树与逻辑流程 ,以提高计算效率 ,如图 3所示 。

1.3　空间关系信息的提取

第三层主要利用第二层的 V9I 模型 9 个元

素值的计算结果 ,进行空间关系的计算与推断。

为此 ,需要建立基于 V9I 的空间关系判定规则 ,

使每一个有意义的 V9I 模型矩阵值与地理空间

中实际存在的空间关系一一对应起来 。表1为部

表 1　基于 V9I 的空间关系判定规则

Tab.1　Rules for Determining Spatial Relations

Based on V9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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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判定规则(以面/面之间的部分关系为例)。然

后 ,根据所建规则推求空间关系 ,并给出相应的图

形解释 ,以增强语义理解的直观性与准确性。空

间数据通过该层作用后 ,不仅能够获取直接面向

用户的空间关系高层语义信息 ,而且可以作为进

行更为复杂的空间查询分析的基础 。

图 3　V9I 元素值运算规则与逻辑流程

Fig.3　Rules and Log ical Follow fo r Computing V9I Values

2　基于 V9I 的空间关系操作

如前所述 ,空间关系操作是空间数据库必不

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进行空间查询与分析的

基础 。基于 V9I 映射机制 ,笔者构造了基于 V9I

的空间关系基本操作 ,主要包括基本操作 、基本关

系操作 、复合操作 ,图 4显示了主要的组成部分及

其间的关系。

2.1　空间数据基本操作

主要针对空间数据本身 ,直接从空间数据库

中提取空间关系运算所需的数据。在此处理的空

间数据可抽象为 4 种基本类型:点类数据

(point)、线类数据(line)、面类数据(region)、复合

类数据(compound data)。其中复合类数据由点 、

线 、面 3类数据组合而成 。

图 4　空间关系操作主要组成部分

Fig.4　The Components of Spatial Relation Operations

　　该类操作主要涉及获取目标的位置(如边界 、

内部)、类型 、维数 、Voronoi区域以及目标集合的

Voronoi图等操作。为简捷起见 ,运用广义代数

(universal algebra)的形式表达如下(下同):

　　　　　　GetObjectType(Object):※Point Line  Region Compound//目标的类型

B(Object):※Point Line Region Compound//边界

I(Object):※Point Line Region Compound//内部

V(Object):※Region Compound//Voronoi区域

V(Objects):※Region//Voronoi图

Dim(Object)※Integer//维数

…

2.2　V9I 值获取操作

获取两个目标之间的 V9I 矩阵的 9 个元素

值 ,可利用上述的 V9I元素值运算规则与逻辑流

程 ,提高运算效率。主要的操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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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9I11:=Intersect(B(Object A),B(ObjectB)):※BOOL// A 、 B 相交

V9I12:=Intersect(B(Object A), I(ObjectB)):※BOOL// A 、 B°相交

V9I22:=Intersect(V(Object A),V(ObjectB)):※BOOL// AV 、BV 相交

…

2.3　基本关系操作

操作的对象涉及至少两个目标 ,多数操作可

由上述两类操作完成 ,主要是利用 V9I 值获取操

作得到目标间的 V9I 值后 ,按照映射机制中建立

的 V9I 空间关系判定规则表推求基本的空间关

系。以表 1中面/面之间的空间关系为例 ,部分操

作表示如下:

Distance(Object A ,ObjectB):※Real//距离

ImmeAdjacency(Object A ,ObjectB):=R8 =

TRUE  V9I33 =TURE ∧ V9I11 ～ V9I32 =

FALSE:※BOOL//直接邻近

In(ObjectA , ObjectB):= R3 =TRUE  

V9I11 ～ V9I13 =FALSE ∧ V9I21 ～ V9I33 =

TRUE:※BOOL//包含

2.4　复合操作

复合操作是涉及几类关系和 3个或 3个目标

以上的较为复杂的操作 ,如空间数据基本操作 、距

离操作与拓扑关系操作结合 ,可以实现最邻近

(Nearest)、侧 邻 近 (LateralAdjacency)、获 取

Voronoi邻近目标集(GetVAdjacency)等操作更为

复杂的空间查询与分析。如最邻近操作:

Nearest(Object A ,ObjectB):=ImmeAdjacen-

cy(Object A , ObjectB)=TRUE ∧ M in(Distance

(Object A ,GetVAdjacency(ObjectA))):※BOOL

3　实　验

按照上述基于 V9I 的空间关系映射机制的

基本原理 ,采用所构造的操作集合作为基本的构

件集 ,在Window s环境下使用 V C++ ,以面向对

象技术笔者设计研制了一空间关系描述与操作工

具原型 VTKit ,组织结构由 3个主要的逻辑层次

组成 ,如图 5所示。

　　VTKit的最基本的功能为空间关系 、空间目

标 、V9I模型 3者之间的相互查询:指定两个空间

目标 ,可给出相应的 V9I 描述和其间的空间关

系;反之 ,在特定的空间范围中给定某种空间关系

或 V9I值 ,可搜索出满足此条件的空间目标集。

图 6显示出指定目标 A 与B 可给出相应的

V9I值及空间关系 ,或者给定一目标 L 与 V9I值

(或空间关系),可以获得满足条件的空间目标。

　　从图 6可以看出 ,以 Voronoi图及 V9I 模型

为基础所组成的中间层架起了底层的空间数据与

高层的空间关系语义信息之间的桥梁。在可操作

性方面 ,Voronoi图的应用使得空间目标的外部锐

减 ,变为有限的 Voronoi区域 ,而不再是无限的外

部(或者整个研究区域),这种易于捕捉性允许我

们在局部范围内对 V9I 模型的基元进行直接操

作。因此 ,在 V9I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的空间关系

操作具有局部性和易操作性 ,而操作的形式化也

极大地方便了应用系统的开发与规范化 。

图 5　工具总体结构

Fig.5　Architecture of VTKit

　　另一方面 ,就时空效率而言 ,与 9I 模型相比 ,

V9I模型不仅易于操作 ,而且占有时间效率的优

势。因为 V9I 模型可以依据空间目标之间的邻

近关系将操作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区域范围内 ,大

大减小了搜索范围 ,而逻辑流程与判定规则的应

用又进一步提高了空间关系的计算效率 。在空间

存储上 ,随着计算机运算速度与大容量存储设备

的发展 ,可以对 Voronoi 图的生成与保存进行动

态化处理 ,即仅对使用频率较高的区域保存空间

目标之间的邻近关系 ,而不必保存 Voronoi图 ,而

在需要的时候依据邻近关系生成研究区域内的

Voronoi图 。因此 ,在底层的空间数据中可以不必

保存复杂的拓扑关系 ,不仅节省了部分存储空间 ,

而且使空间数据库的维护变得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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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部分实验结果

Fig.6　A Part of Experiments

4　结　语

本文分析了现有的基于 Voronoi图的空间关

系研究现状 ,利用 V9I 模型中目标的边界 、内部

和 Voronoi区域均可量测(操作)及易于操作的特

点 ,对建立底层数据结构与空间关系语义层之间

的V9I映射机制进行了研究 。在 Voronoi的动态

栅格生成算法的基础上 ,构建基于 V9I 模型的空

间关系操作。理论研究与实验结果表明:

1)V9I 模型作为空间关系的描述工具 ,在可

操作性 、动态性及局部性方面有较大的优势 ,可用

于建立底层的数据结构与空间关系语义信息的映

射 ,来获取查询与分析所需的空间关系信息 ,从而

可以减少甚至不保存空间实体之间的关系 ,可在

动态 GIS 的应用中发挥作用 。

2)以 V9I 为基础 ,可以在较小的基本操作集

的基础上 ,建立更为复杂的空间关系操作 ,从而减

少系统开发中的代码 ,有助于提高系统的开发与

运行效率 。

3)以 V9I 作为基本的算子 ,可使操作涉及的

区域仅限制在操作目标的邻近区域范围内 ,快速

识别空间实体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邻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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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perations and description for spatial are important to GIS.At the present , investiga-

tio ns about them are mainly based on 9_intersect ion(9I)model fo r spatial relat ions.However ,due

to the inf inity of the complements of objects in the model , it is diff icult or impossible to directly

capture the complements objects.Therefore , even though most of spatial relat ions could be defined

in the SDTS with aggregates of two o r mo re 9_intersection primitives , it is dif ficult to calculate

these primi tives f rom spatial data , and further operations based on spatial relations are also diff i-

cult.A new Voronoi_based 9_intersection(V9I)model can overcome this deficiency by redefining

the ex terior of spatial object with it s Vo ronoi region instead of its complement in 9_intersection

model because the Voronoi region becomes infinitive no more.

As one component of the series of investigations about Voronoi and spatial relations , this pa-

per mainly at tempts to set up a mapping mechanism and conceptual framewo rk for mainpulating

spat ial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V9I model for spatial rel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itical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deep investigations.The mapping method is composed of three steps

close related to each other f rom the low er level spat ial data to higher level spatial relations.The

first step is to generate Voronoi diag ram on spatial objects w ith the algorithm based on dynamical

distance t ransfo rm because this algorithm can ef ficiently reduce the generating error to about a

pixel.The second is to compute the V9I model v alues using a computation rules and logical cont rol

flow that is presented to improve the computation speed.The third is to determine spatial relations

acco rding to the rules for determining spatial relations f rom V9I model v alues.After that ,based on

the above mapping method , primitive operations on spatial relations are constructed w hich are

available to apply to a GIS sy stem , and formalization of these operations are given by the spatial al-

gebra for the sake of standardization and easy realization of their applicat ion to a practical sy stem .

With these primitive operations on spatial relations , some mo re complicated operations of spatial

analy sis and query can be easy to execute.

Finally ,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above idea and method , an experimental tool for spatial rela-

tio ns is designed and realized using V C++ on the Window s operat ion system.Some functions for

spat ial analy sis and query about spatial relations can be executed using the tool.The study and ex-

periment indicate that the new method for spatial relations operations based on V9I model is ma-

nipulable and easy to be realized.Moreover , compared wi th the method based on 9I model , the V9I

method can save time and space fo r spatial query and analy sis because the operations are only local

but w ithout completeness and complicated topological relations may not be stored permanently

since Voronoi dig rams can be dynamically const ructed through the raster algori thm within the de-

sired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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