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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一般空间推理的基础上 , 提出了空间推理扩展 , 即基于规则知识的空间推理。该方法结合了人工智

能的基本原理 ,继承并发展了空间推理的方法学 ,其推理过程建立在空间知识与模型集成的基础上 , 以规则知

识为推理控制 ,因而更符合实际 , 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实例验证了本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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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系统正在从传统的以数据管理为目标的

应用阶段向空间分析 、决策的深层应用方向发展 ,

空间推理是进行空间分析与决策的重要手段 ,一

直是GIS 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问题 。地理信

息系统管理的空间数据不仅有属性信息 ,还有拓

扑信息和几何信息[ 1] 。通常讨论的空间推理 ,其

基础正是建立在这些显式或隐式的属性信息 、拓

扑信息和几何信息的基础上 ,采用某种算法或演

绎方法 ,从已经存在的空间信息中提取事实 ,并根

据这些事实知识进行空间设计与规划。

空间推理分为定量空间推理(quantitative

reasoning)和定性空间推理(quali tative reason-

ing)。定性空间推理是处理常识性空间知识的一

种人工智能方法 ,由于空间知识是一类重要的知

识 ,并且本质上是定性的 ,因而定性空间推理研究

成为空间推理研究的主流[ 2] ,目前已发展了公理

化 、代数 、几何约束满足和基于模型的推理等方

法。公理化方法以逻辑学为基础 ,通过一组基本

的关系和谓词 ,建立一类空间概念和关系的公理

和推理规则 ,以此表示并处理空间知识 。代数方

法把空间关系作为项来处理 ,在构造出基本空间

关系的原子复合表后 ,既可以利用约束满足算法 ,

通过实现关系集的复合运算完成推理 ,也可以建

立全部关系集复合运算的完全复合表 ,通过查表

实现推理 。几何约束满足方法充分表示并利用几

何领域的约束 ,通过约束满足方法实现空间知识

的表示和推理。基于模型的方法是首先建立空间

知识的一种模型 ,然后把空间推理问题归纳为经

典的定性推理问题。这些方法组成了空间推理的

方法学基础。既然空间推理是处理空间知识的一

种人工智能方法 ,因此 ,建立一个完备而合理的空

间关系 、知识表达和推理系统是空间推理进行的

前提条件。通过知识组织与表达 ,将经过推理以

及从外界获取的知识存储到知识库中 ,为空间推

理再次利用。

一般的空间推理将空间推理过程用到的普遍

规则或知识固化在程序中 ,对多变的外部环境 ,其

灵活性很差。在一般空间推理的基础上进行空间

推理扩展 ,即在空间知识库 、模型库与数据库的支

持下 ,以规则知识和面向对象的知识表示为基础

进行空间推理分析 ,称为基于规则知识的空间推

理(rule_based spatial reasoning),是空间推理研究

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1　空间推理及其扩展

1.1　空间推理的基本涵义

空间数据库有许多不同于关系数据库的特

性 ,它带有拓扑 、方位和距离信息 ,通常以复杂的

多维空间索引结构组织 ,常需要空间推理 、几何计

算和空间知识表示技术。空间推理是利用空间理

论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空间对象进行建模 、描述与

表示 ,并据此对空间对象间的空间关系进行定性

或定量分析和处理的过程 。空间推理中需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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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析的各种手段 、算法 ,从空间数据中提取出

隐含于这些数据中的某些事实与关系 ,并以图形

和文字的形式直接地加以表达 ,为现实世界中的

各种应用提供科学 、合理的结论。由于空间推理

面对的数据特征是多维的 ,因此空间推理要比单

纯的属性数据约束推理更具复杂性和隐含性 。与

人工智能中提出的推理类似 ,空间推理可以是正

向的 ,也可以是反向的 ,正向的推理由存在推理发

现事实 ,反向的推理由设想推理到存在状态 。空

间推理从几何 、使用和功能三个方面研究空间知

识的表示和处理 ,其研究工作包含视觉对象的识

别 、认知图和路径规划 、人类比喻的模拟和定性物

理的可视化四类 ,研究范围涉及计算机视觉 、空间

任务规划 、移动机器导航 、大型数据库的表示和索

引技术等[ 2] 。

空间推理是空间决策支持实践环节的重要步

骤和手段 ,由于原始的比较凌乱的数据可以通过

空间推理得到易于理解的信息 ,因此空间推理在

空间决策支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 。

1.2　基于规则知识的空间推理

空间推理表现为演绎 、表达变换 、条件推理三

种基本形式。笔者认为 ,空间推理有深层的推理 ,

也有浅层的推理 ,浅层次的空间推理不需要预先

知道的领域或认知知识的支持 ,所以一般不涉及

领域知识的表示与利用问题 ,而深层次的推理结

合了人工智能技术 ,涉及到空间知识的获取 、表达

与利用 ,或称为基于规则知识的空间推理 。文献

[ 4]列出的 11项属性被认为是空间推理的关键属

性 ,即为一种深层次的空间推理 ,前者是当前空间

推理研究的主流 ,而后者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知识可以是从空间数据本身内在的规律提取

的知识(以下称为事实性知识),也可以是人为规

定的或常识性的认知知识 。事实性知识主要是针

对空间数据中的空间关系(如位置关系 、拓扑关系

和方向关系)和空间实体的内在属性信息特征(如

多边形的面积 、周长等)。常识性知识是附加在空

间实体之上的另一类知识 ,是人们实践中各类经

验的总结 ,这类知识一般都是与空间实体密切相

关的 ,在空间推理中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按照常识性知识的性质 ,可以分为控制性知识与

内容性知识 ,控制性常识知识在空间推理过程中

起过程控制作用 ,内容性常识知识直接给出推理

的结论 ,不具有下级控制能力 ,例如控制性知识可

以触发事件 ,而内容性知识是空间推理的终点。

本文中的规则知识泛指常识性认知知识 ,其中控

制性常识知识用产生式规则表示 ,而内容性常识

知识用面向对象方式表达 。

尽管在空间推理中通过提供的规则知识可以

有效地进行空间推理 ,但是推理的手段 、计算过程

仍有赖于推理模型的支持 。在解决复杂的空间决

策问题时 ,既需要知识支持 ,也需要专业模型支

持。所以要求基于规则知识的空间推理也要提供

一种与模型的集成方法 ,可以通过规则知识为中

介将数据库 、空间分析和推理模型集成在一起。

2　空间推理扩展部件的表示

如上所述 ,基于规则知识的空间推理需要集

成知识处理部件 、模型部件及空间数据库 ,其中知

识表达与模型表示是系统集成的核心 ,空间数据

库的数据组织可以采用现有的方法 ,本文的第 4

部分实例中采用的是具有拓扑关系的 Arc/ Info

的 coverage数据格式 ,因为该数据格式可方便提

取出各类空间拓扑关系和属性约束信息 ,这些信

息组成了空间推理的事实知识 。下面以知识表达

与模型库设计为内容讨论这两个部件的组织 。

2.1　知识表达方法

传统的谓词逻辑 、产生式规则 、语义网络和框

架等以及基于案例或事例知识表示 、模型知识表

示和面向对象知识表示等方法均已在专家系统中

得到应用 ,基于规则的知识表示是人工智能领域

应用最广泛的技术 ,而面向对象的知识表示也具

有自身的优点 ,本文采用规则知识表示与面向对

象的知识表达混合表示方式来形式化空间推理中

所涉及的空间规则知识。

按照面向对象的思想 ,对象是类的一个实例 ,

具有共同特征属性和方法的对象组成类 ,每一个

对象都具有一个惟一对象标识 、一组对象属性和

方法组成的数据模型 。面向对象的空间知识表示

的基础是知识单元 ,知识单元将空间知识和作用

其上的知识处理方法封装在一起 ,作为一个整体

来使用的知识类 ,其定义如下 。

CLASS Know ledgeUni t: PUBLIC Super-

Know ledgeUnit

// Know ledgeUnit 继 承 SuperKnow l-

edgeUnit ,知识单元的内部联系

{//属性部分

UnderKnowledgeUnit Unit1;//通过知识单

元的外部联系

Pointer P t;//指向子类的指针

…//对象的其它属性

//方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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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ledgeUni t1();//构造函数

～ Know ledgeUnit1();//析构函数

RuleAdd();

RuleDelete();

RuleModify();

…//定义的其他方法

}

以上表示中 ,通过知识单元的继承与定义实

现了知识单元间的内在联系和外在联系 。

2.2　模型库表示

模型库的表示主要有 3种方法
[ 5]
。

1)数据方式 ,即模型是从输入集到输出集的

映射 ,用模型参数集合确定这种映射关系 ,模型可

描述为由一组参数集合和表示模型特征 、结构特

征的数据集合的框架 ,输入数据集在关系框架下

进行若干关系运算 ,得出输出数据集。

2)逻辑方式 ,是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表示方

式 ,主要有谓词逻辑 、语义网络 、逻辑树和关系框

架等几种方法 。比较常见的是谓词逻辑表示法。

该方法把模型分解为 4个基本要素:模型结构 、约

束集 、参数集和变量集 ,每一部分可用相关谓词表

示 ,将数值计算隐含在谓词中 ,当定量计算的模型

用逻辑形式表达后 ,可以与定性的知识统一起来 ,

用谓词演算的方法 ,实现对问题的求解 。

3)程序方式 ,包括输入 、输出格式和算法在

内的完整程序就可以表示一个模型 ,通常一个模

型是以子程序存贮的 ,每个子程序往往带有通用

的程序结构。本文在进行空间推理中应用的模型

采用第一种方式与第二种方式的结合 ,实际将两

种方式均以数据库的数据表为存储纽带 ,从而可

以方便地实现推理模型的维护 。在实例研究中 ,

建立模型库时 ,采用的策略为:如果是连续数值计

算 ,则采用数据方式;如果是离散数值计算或逻辑

判断 ,则采用逻辑方式 ,逻辑方式用类似于经典的

产生式规则来表示模型 ,解决用数据模型表示时

比较难以处理的一类推理问题 ,这样数值计算与

逻辑判断就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了。建立模型

时要解决操作模型的语法与语义问题 ,分别定义

如下 。

1)数据表示方式 ,其语法语义定义如表 1。

可见 ,数据表示方式解决的是需要精确计算的推

理 ,这类问题涉及的模型因子主要是连续的数值

型 ,可以用表达式(函数)来描述。具体数值从空

间数据库中获取。

　　2)逻辑表示方式 ,其语法语义定义如表 2。

逻辑表示的模型有两类重要的因子 ,即分段因子
表 1　模型的数据表示语法语义定义

Tab.1　Grammar and Implication Definition of Model Based on Data Expression

内容 操作符 1 操作符 2 操作符 3 操作符 4 操作符 5 连续因子 数据类型 …

语法 + - × ÷ ∨ C(i) T(n) …

语义 加 减 乘 除 乘方 因子 i 类型 n …

表 2　模型的逻辑表示语法语义定义

Tab.1　Grammar and Implication Definition of Model Based on Logical Expression

内容 操作符 1 操作符 2 操作符 3 操作符 4 操作符 5 分段因子 离散因子 规则知识标号 …

语法 + - × ÷ ∨ B(i) D(i) K(n) …

语义 加 减 乘 除 乘方 分段因子 i 离散因子 i 规则 n …

与离散因子 ,分段因子处理的是具有分段性质的

因子计算 ,例如气温的分段划分可以表示“冷” 、

“热” 、“凉”等概念 ,离散因子表示的概念如区域分

类及我国的省市名称分类等。另外 ,逻辑表示的

模型还直接与知识库关联 ,通过规则知识标号从

知识库中获取规则知识 ,获取的规则知识进一步

指导模型的运行 ,共同完成一类空间推理的任务。

　　语法语义定义是模型管理与模型使用间的一

种协议 ,从两者表示方法的语法语义的差别中发

现两类模型表示的功能是有区别的 ,前者负责数

值计算(如实例研究中的监测点布局空间合理性

度量计算),而后者除了负责数值计算外 ,还负责

与知识库的交互(如实例研究中建立行政区域多

边形相邻关系表和行政隶属关系表)。

3　基于空间知识的推理过程

3.1　空间实体的状态空间

现实世界中的空间对象(或空间实体),在特

定时刻都存在惟一的状态 ,该状态是由一组基本

信息组成的 ,称为空间实体的状态信息 ,状态信息

是一组变量 ,该组变量对应的实际内容 ,即形成该

实体的状态空间 。由此可见 ,状态空间也可称为

空间约束条件 。我们提出状态空间的目的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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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化地表示空间实体的特征 ,从而有利于计算

机空间推理的自动化 。定义空间实体 A 的状态

信息如下:

几何状态:SHAPE(A)={Points pts};

属性状态:VALUE(A)={at t ributes};

方位关系:DIRECT ION(A , O)={direct

(i)};

拓扑关系:TOPO(A , O)={topology(i)};

距离关系:LONG(A , O)={value value >=

0};

其中 , A 、O 为研究空间上的空间实体对象 , i

为状态信息的索引值。上述 5类信息中 ,前两类

为一元关系 ,后三类为二元关系 ,理论上 ,在二维

空间中 ,以上 5 类状态信息可以惟一地确定空间

实体的状态 ,但是由于每类空间关系的空间概念 、

空间关系的公理完备性在不同的表示方法下其值

域存在差异 ,所以具体形式也不相同 ,例如对于拓

扑关系 , 可以采用 9_交模型 、16_交模型 、基于

Voronoi_多边形的拓扑表示[ 6] 。建立标准的 、规

范化的空间概念和空间关系的公理 、推理规则是

表示和处理空间状态信息的基础。

空间实体的状态空间可以是自然形成的 ,也

可以是人工形成的 ,两者都是认识和改造空间对

象不可缺少的。自然与人工分别对应着空间信息

科学研究领域内的两类重要问题 ,其一是从自然

存在空间实体的状态空间中发现某些有意义的规

律;其二是按照人们的认识思路设计具有特定状

态空间的空间对象 ,使之满足一定的空间约束条

件。对于这两类重要的问题 ,前者对应的实例应

用如矿山寻矿 、制图综合 、气候发展规律等 ,后者

如区域规划 、工业选址等问题。空间实体的状态

空间是特定时间下的产物 ,这意味着其状态是可

改变和可设计的 。

3.2　基本推理过程描述

基于规则知识的空间推理过程即是在空间知

识库 、模型库 、数据库的支持下感知空间数据库中

的隐含信息 ,或在空间知识库 、模型库 、数据库的

支持下能动于空间数据库并制造出满足特定要求

的结果 ,该结果一般也以空间图形的形式表示。

空间推理过程反映的是人类认识空间环境并改造

空间环境的能动力。基于规则知识的空间推理过

程由问题识别 、模型调用 、知识调用与控制 、结果

输出四个子过程组成 。

1)问题识别子过程是系统与系统使用者间

的交互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自然语言的理解 。本

文仅提供在系统可以识别的情况下进行空间推理

并获取结果的过程。

2)模型调用子过程是系统识别出具体的任

务后自动调用一个或若干个处理模型 ,通过查找

模型库中的元信息 ,可以对系统的模型进行定位

并执行 。由于模型在模型库中具有惟一标号 ,因

此可以方便地找到解决推理任务的模型 。

3)知识调用与控制子过程是由模型触发的 ,

其过程是根据模型要求的规则知识因子或内容知

识因子从知识库中调用知识 ,如果该知识为规则

控制知识 ,则可能会触发下一级模型的调用 ,触发

从空间数据库中提取地物类型 、空间拓扑信息 、空

间位置等 ,为空间推理提供预备知识。

4)结果输出子过程是循环步骤 2)、3)的执行

结果 ,最终得到目标数据的推理结果 ,给出满足所

提问题条件的图形输出或文字结论 。

以上过程中 ,如何定位到各推理步骤所需要

的相关知识及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是问题的关键。

规则知识以产生式方式出现 ,具有“ if…then…”的

格式 ,因而易于进行推理控制。而面向对象的空

间知识表示中 ,以知识类的形式出现 ,由于知识类

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 ,并且通过面向对象的封装 、

继承和消息机制实现知识类的联系与信息交换 ,

因此可以方便地获取推理结果 。

4　应用实例

本文以空间布局规划为例 ,来讨论如何利用

本文提出的基于规则知识的空间推理解决特定条

件下的选点布局问题 。

广州市从行政上可以划分为三级 ,即市 —区

县—乡镇(街道),市管辖若干个区县 ,每个区县管

理若干个乡镇(街道),各级行政区域呈面状空间

特征。现需要在各区县布局一些监测点 ,负责该

区县一些数据的采集 ,考虑到实际情况 ,并非每个

乡镇都设置一个监测点 ,而是一个监测点负责若

干个乡镇。由于数据是从野外人工采集的 ,要求

监测点负责的乡镇空间相邻且尽量呈圆形分布 ,

以方便采集。行政上要求乡镇级采集的数据到上

级(区县)汇总 ,区县再向市级汇总。按照空间推

理扩展原理 ,分别建立空间推理的知识库和模型

库 ,其中前者将已知知识分类为如下的空间事实

知识和常识性知识。

1)事实性知识

①各等级行政区域间的拓扑关系 ,如空间包

含 、空间相邻 、空间相离关系等;

②空间位置知识:各等级行政区域的几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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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形状 ,表现为重(或中)心坐标 、外围形状等;

③空间方位关系:各等级行政区域间的方位

关系 ,本例中 ,没有用到方位关系的知识;

④行政区域等级知识:预先给各个行政区域

赋予等级关系 ,行政区域按等级分类 ,并具有行政

隶属关系 。

2)常识性认知知识

规则 1　每个区县至少有一个监测点 。

规则 2　每个监测点不能跨区县 ,由于要求

逐级统计监测指标 ,因此需要一个监测点只能监

测隶属于该监测点所在区县的乡镇 。

规则 3　相邻监测点数据采集的乡镇不能重

叠。

规则 4　同一监测点管理的乡镇必须两两相

邻。

规则 5　每个监测点最多能管理的乡镇是有

限的 ,由人工预先定义。

规则 6　监测点的位置位于乡镇行政中心所

在地 ,并假设乡镇行政中心为其边界组成的多边

形重心。

规则 7　监测点位置到该监测点管理的各个

乡镇欧式距离的和 ,称为监测点布局空间合理性

度量(如图 1),其值越小 ,效果越好。空间合理性

度量需要从全局角度考虑 ,所以要求所有监测点

布局空间合理性度量的和最小 。该条件表明 ,需

要设计出最优的空间布局 ,从而减少人工采集数

据的工作量(使所行走的可能路线最短),即 ∑

(leng th(l 1)+…+leng th(l 2)+…+length(ln))

最小 ,其中 i为特定监测点管理的乡镇数 。

图 1　监测点布局空间合理性度量图

Fig.1　Validity Index of Spatial Monitoring Points

　　规则 8　监测点最大数是预先定义的常数 。

3)推理模型库

模型 1:采用逻辑方式来表示模型 ,形成多边

形相邻关系和行政隶属关系表 。相邻关系表建立

n×n 的矩阵表 ,由于该矩阵是稀疏的 ,存取时对

其进行了压缩;行政隶属关系表建立 n ×2的表

格 ,表明每个乡镇隶属于哪一个区县 ,第一列为乡

镇名称 ,第二列为区县名称 ,其中 n 为乡镇数。

模型 2:采用数据方式来表示模型 ,计算监测

点空间分布合理性度量 ,以欧式距离的和为指标。

模型计算的公式为((Xs -X i)
2 +(Y s -Y i)

2)1/2 ,

其中 ,(Xs 、Y s)表示给定监测点 s 的空间平面坐

标 ,(X i 、Y i)为该监测点负责的乡镇 i 管理的行

政区多边形重心。

采用如下的步骤实现选点布局 。

①开辟缓存 ,读取空间数据和行政隶属关系

信息的事实知识;

②调用模型 1 ,建立多边形相邻关系表和行

政隶属关系表;

③读取规则 1至规则 6 ,调用模型 ,若每个区

县内已经有至少一个监测点 ,则在某个区县内增

加一个监测点 ,否则在每个区县内都分配一个监

测点;

④计算已分配的监测点数 ,如果总监测点的

分配数与可分配数相等 ,转⑦;

⑤调用模型 2 ,计算监测点布局空间合理性

度量 ,并按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序;

⑥读取规则 7 ,在监测点布局空间合理性度

量对应的监测点区县增加一个监测点 ,转③;

⑦结束。

经过上述步骤 ,通过规则知识控制下的模型与

知识的循环调用 ,得到最优的监测点布局如图 2。

5　结　语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原理与方法可以方便地

实现空间数据的存储 、检索与管理 ,但是数据分析

能力有限
[ 7]
。空间推理分析是一类重要的空间

分析手段 , 一直是 GIS 理论与应用研究的热

点[ 8] ,但是一般的空间推理方法仅对空间对象内

在的空间信息进行推理运算 ,并没有与人们的常

识性认知(或要求)结合 ,而这类问题在实践中又

是非常重要的 。实践证明 ,大量的实际应用还是

与人们的常识性认知紧密结合的 ,所以在进行空

间推理分析时 ,必然要考虑此因素。本文认为空

间推理必须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知识处理的理论成

果 ,将常识性认知纳入推理体系 ,而不应仅仅是从

空间数据存在的空间关系上进行推理分析 ,所以

空间推理应更多具有知识处理系统的特点。知识

处理系统的核心是知识的获取 、表达与利用 ,本文

在知识表达上采用了规则知识表示和面向对象的

知识表示相结合的方式来组织知识 ,采用知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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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相结合的方式来利用知识 ,达到有效地进行

空间推理的目的 。

图 2　试验区域结构及选点布局结果图

Fig.2　Result of Monito ring Points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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