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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对象的时空概念建模方法

张山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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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面向对象技术的基础上 , 把地理信息的时空特征与对象模型融合到一起 , 产生了语义丰富的时空扩

展对象模型 ,以支持包含时空信息的系统需求分析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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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设计的基本过程一般分为概念建模 、逻

辑建模和物理建模三个层次。概念建模主要面向

应用 ,面向现实世界 ,集中反映应用需求 。建模结

果应易于用户理解 ,便于转换到逻辑建模阶段。

在大多数小型 GIS 项目中 ,系统开发不规范 ,可

是当要建立一个大型系统时 ,为了便于大家协同

工作和维护 ,提高系统开发效率和质量 ,必须采用

形式化方法。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形式化方法提供

基本原则和步骤 ,它们借助于模型来工作 ,可以用

来处理复杂的问题。

对于传统的系统 ,支持概念阶段建模的表示方

法和技术是很成熟和充分的 ,可是不适合于管理时

空数据的系统。尤其是时空数据库的开发者 ,特别

需要改善建模技术 ,以更好地描绘地理特征的空间

和时态特性。本文的目标就是在已有技术的基础

上 ,扩展它们并开发出一种新的技术 ,以支持包含

时空信息的系统需求分析和设计 。面向对象建模

方法具有图形表示 、模型直观易于理解 ,对象类型

的结构 、行为和联系可并存在同一模型里;允许对

对象操作集中建模 ,易于快速产生原型等特点。

各种各样的时空应用可能需要管理不同类型

的时空数据 ,可基于不同的空间 、时间变化模型 ,如

时空数据不但指空间范围的时态变化而且指专题

属性值的变化 ,时空应用也要遇到基于对象和基于

场的空间模型问题 ,时空数据有可能发生离散的或

连续的变化 。

时空应用建模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时空数据

库的建立是很关键和重要的。它们包括对象的空

间位置 、地理对象的不同尺度 、空间关系 、复杂地理

对象 、对象的时态特征 、属性的时态特征 、关系的时

态特征 、对象的时空特征 、时空属性 、时空关系。

1　概念建模模型的评价标准

对时空数据库的研究已有十多年了 ,对概念

层次的时空建模是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 。MADS

模型扩展了一个基于对象的模型
[ 2]
, Try fona 提

出了时空实体关系模型[ 3] , Price提出了对统一建

模语言(UML)的时空扩展[ 4] 。目前提出的几个

框架主要基于面向对象和实体关系的模型 ,它们

都集成了空间 、时态和属性数据。根据传统数据

库的设计经验 ,对于时空数据库一个好的概念设

计模型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表达能力 。模

型要能真实反映现实世界 ,完整地表达感知到的

现实世界 ,以获得时间 、空间和变化过程的可选语

义。简单性 、直观性也是选择概念设计模型的最

关键问题之一 ,模型应提供一个简单 、清楚 、一致

的符号系统 ,这通常是表达能力与复杂性的折中。

②抽象能力。模型是否能用高度抽象的方式表达

现实世界 ,这也是评价模型的一个标准 。 ③友好

性。易于使用和理解也是重要标准 。④一个概念

设计模型应该基于一个健全的 、正式的定义 。⑤

可扩展性。对有的问题可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

可扩展模型是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 。

2　概念建模方法

目前在概念建模阶段主要使用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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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实体_关系模型 ,这是 1976年提出的传统方法 ,

在CASE厂商和其他领域拥有大量的支持者;②

面向对象模型 ,这是一种新方法 ,其代表是对象建

模技术(OMT)。实体_关系模型是在文献中出现

最早的概念模型 。它的主要优点是易于使用 ,因

为它由非常少的建模结构组成 。ER模型易于扩

展 ,但对时空语义的表达能力不充分。20世纪 80

年代 ,面向对象的方法已成为新趋势 ,比较著名的

有Booch提出的 Booch方法;James Rumbangh提

出的 OMT ;Jacobson提出的 OOSE[ 5]以及他们后

来合作开发的统一建模语言(UML)。UML 最大

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标准化的环境和一个统筹的处

理 ,能够达到普遍化 。从本质上看 ,这些方法都是

相同的 ,性质也相似 ,不同的只是术语 、记号。本

文根据前面论述的对时空表达的要求以及时空基

本概念 ,对面向对象模型进行扩展 ,以使新的模型

能表达丰富的时空语义 ,把这种新模型称为时空

扩展对象模型。

3　时空扩展对象模型

3.1　对象模型

由于面向对象建模的工具有许多 ,目前尚无

一套公认的统一的面向对象建模工具。下面以

UML为主要参考 ,根据实际需要 ,配成一套认为

合适够用的图示符号建模工具 。构成面向对象模

型的基本元素有类(class)、对象(objects)、类与类

之间的关系等。对象对应于现实世界中独立的和

分离的实体 ,类是对象的抽象描述 ,对象是类的实

例。类图是用类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描述系统的一

种图示 ,如图 1(a)。对象图则表示在某一时刻这

些类的具体实例和这些实例之间的具体连接关

系 ,如图 1(b)。类图由类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组

成。类与类之间通常有关联 、概括 、依赖和聚集等

4种关系 ,如图 1(c)。每个类有一个属性集合 ,每

个属性代表所表示类的对象的一个特征 。属性表

示了需要处理的数据 ,操作则对数据的具体处理

方法作了描述 。

类名

属性

操作

对象名

属性

操作

※

 

※

关联

概括

聚集

依赖

(a)类图 (b)对象图 (c)关系图　　　

图 1　模型的图示符号

F ig.1　Graphic Symbol of Model

3.2　扩展对象模型

为了获取时空方面的信息 ,把时空概念应用

到对象模型的建模结构。对象模型的结构如果与

时间 、空间相关 ,它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把获得

时态功能的结构称之为时态结构 ,只支持空间功

能的结构称为空间结构 ,如果时态和空间功能都

支持则是时空结构。这些结构可以按不同的组合

方式用在对象图的各个层次 ,实际上这就形成了

一个新的符号系统。对对象模型的时空扩展就是

基于一个新的符号系统(如图 2),这些符号可用

来建模前面论述的各种时空语义。下面分别对这

些符号进行解释。

Spatial S P L R V 2DF

Temporal T et vt t t bt

Spatiotem poral S T Svt Pvt Lvt Rvt Vvt

S tt Ptt Ltt Rt t Vt t

Sbt Pbt Lbt Rbt Vbt

2DFT

Group  

图 2　时空扩展对象模型符号集

Fig.2　Symbol Se t of Spatiotemporal Ex tended Object Model

　　由于存在离散的和连续的空间观 ,产生了基

于对象和基于场的模型。实际建模中 ,定义了空

间抽象数据类型点 、线 、面和体来支持基于对象的

模型 ,并定义了二维场来支持基于场的模型 。这

样建模使用的空间符号是一个由点 、线 、面 、体和

二维场组成的集合 ,用来表达空间位置和范围。

用包含了字母“S” 、“P” 、“L” 、“R” 、“V” 、“ 2DF”的

矩形框来表示。字母“S”代表 SPATIAL ,当不明

确空间实体的确切几何类型时 ,用它来说明 。字

母“2DF”是基于二维场的空间模型 。字母“P” 、

“L” 、“R” 、“V”和它们的组合说明具体的几何类

型。空间符号所表达的空间范围可能与专题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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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组合数据相联系 ,或定义一个属性域 。

时态符号表达一个时间范围 ,或时间标记 ,它

们可能与专题属性 、空间 、组合数据相联系。字母

“T”代表 T IME , 定义在矩形框内的缩写字母

“et” 、“v t” 、“ t t” 、“bt”分别代表存在时间 、有效时

间 、事务时间和双时态时间 。缩写字母“bt”是对

“v t”与“ t t”结合的简写 。时间标记可表达对象的

存在时间 ,对象联系和属性的有效时间 ,对象 、对

象联系和属性的事务时间 ,但不是所有的时间类

型都能与任何一个结构相联系 。存在时间表明事

物的存在 ,只对对象类有意义。并且还定义了时

态抽象数据类型 ———时刻 、时间间隔和时间元素 ,

来支持对存在时间 、有效时间 、事务时间和双时态

时间的时间标记 。

对于一个定义的地理对象 ,它所包含的几何

对象获得了它的形状和位置。对象移动或对象变

形只是几何对象发生变化 ,而不是地理对象自身

发生变化。要获得对象位置的时态情况 ,用时空

符号 ,也就是用包含了“Sv t” 、“St t” 、“Sbt”的矩形

框来说明。“Svt”表明对有效时间的支持 ,以及要

获取对象目前 、过去 、将来的位置和形状的信息;

“St t”说明对事务时间的支持;“Sbt”说明对有效

时间和事务时间的支持。如果对象几何类型已

知 , “S”可被“P” 、“L” 、“R”或它们的组合替代 。字

母“ 2DFT” 说明是基于二维场的时空模型。

“Group”用于说明具有共同时间标记 、空间范围或

时空依赖的一组属性 。这样多个属性的时空特性

只需详细说明一次 ,避免了数据冗余。

3.3　对象类的时空表达

对于对象 ,可以对对象空间范围的时态变化

进行建模 ,还可以对对象在现实世界的存在时间

或对象在数据库的目前状态进行建模。可以用时

态符号 、空间符号 、时空符号以及它们的组合对对

象进行标注。例如 ,时态符号可以和空间符号或

时空符号同时出现 ,独立的时态符号表达对象的

存在时间或事务时间 ,空间符号表达地理对象所

包含的空间范围 。如果用时空符号表达 ,则表明

对象空间范围将随时间发生变化 ,应用有效时间

或事务时间标记它。因为对象即使不与某一空间

范围相对应 ,它也能存在 ,对于对象和它的空间范

围应分别予以时间标记 ,有空间对象 、时间依赖的

空间对象 、时态对象 、时空对象和时间依赖的时空

对象 5种不同的对象类型 。

　　图 3说明对象的符号使用。图 3(a)表示在对

象层 ,用存在时间和事务时间符号表达了一个时态

对象类 ,对象的空间范围用对象的空间属性来表

达。图 3(b)表示一个时间依赖空间对象 。在这

里 ,对象被处理为一个空间对象 ,它的空间范围用

有效时间进行标记。图 3(c)结合图 3(a)和图 3(b)

说明一个时间依赖的时空对象。这个对象是时空

的 ,因为它有时间标记和空间范围 ,而且这个对象

是时间依赖的 ,因为它的空间范围有时间标记。

交通小区 et t t

小区名:st ring

范围: R

人口: vt

操作

交通小区 Rvt

小区名:st ring

人口: vt

操作

交通小区 et Rvt

小区名:string

人口: vt

操作

(a) (b) (c)

图 3　对象时空表达

Fig.3　Spatiotempo ral Expression of Object

3.4　属性的时空表达

对于属性 ,可以对专题属性随时间 、空间以及

时间和空间一起变化的情况进行建模 ,还可以对

对象空间范围的时态变化建模 。根据属性的时空

语义分类 ,有专题属性 、空间依赖属性 、时间依赖

属性 、时空依赖属性 、空间属性 、时间依赖的空间

属性 6种可能的属性。除了专题属性 ,这些属性

表达了时空数据建模的扩展。图 4分别用面积 、

人口 、人口密度对空间依赖 、时间依赖和时空依赖

专题属性的表达进行了说明。

交通小区

小区名:st ring

面积: R

人口: vt

人口密度: Rvt

操作

图 4　属性时空表达

F ig.4　Spatiotemporal Expression of Attribute

3.5　关系的时空表达

对于关系 ,时态符号 、空间符号和时空符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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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它们的组合都可用来表达关系的时空性质 。它

们包括空间依赖 、时间依赖和时空依赖的关系。

关系的符号使用如图 5所示 ,图 5表达了一个时

空依赖的关系 ,也就是一个有时间支持的空间关

系。由于注释了空间关系的时态状况 ,就可以获

得空间关系的变化情况。

交通小区 et Rbt

小区名:st ring

面积: R

人口: vt

人口密度: Rvt

操作

t raverses

m 　　　　　　　　n

vt

道路 et Lbt

道路名:st ring

长度: L

车道数: vt

操作

图 5　关系的时空表达

Fig.5　Spatiotemporal Expression of Relationship

3.6　移动对象

在有些应用中 ,主要关心对象空间位置的变

化 ,对象空间位置变化不仅有离散的 ,而且还有连

续的 ,如行进中的汽车 、飞行中的飞机就是连续移

动的 ,称之为移动对象。时空建模时 ,可以把它们

建模成时间依赖的空间点对象 ,用“Pvt”或“Ptt”在

对象层说明 ,如图6(a)所示。还可以把移动对象的

位置作为时间依赖的空间属性来建模 ,如图 6(b)

所示。在一个导航系统中 ,汽车被建模为一个时态

对象 ,在对象层用存在时间和事务时间说明。而在

属性层提供“位置”属性 ,把小汽车的位置作为一个

随时间变化的属性来表达。该属性用“Pvt”说明 ,

表明小汽车建模为随时间变化的点。

小汽车 et Pvt

小区名:st ring

颜色: vt

车牌: t t

操作

小汽车 et tt

名称:string

颜色: vt

车牌: tt

位置: Pvt

操作

(a) (b)

图 6　移动对象时空表达

Fig.6　Spatiotemporal Expression of Moving Object

4　城市交通规划应用中的时空建模

在交通规划中 ,一般要求了解城市交通特性

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点 ,其目的是分析

交通流产生的原因 ,建立交通流和城市用地 、路网

布局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在交通规划过

程中要用到各种历史和现状信息 ,可以把这些时

空信息划分为区域信息 、线路信息和点信息。

区域信息以交通小区为基本单位 ,交通小区

的具体构成随规划内容的不同而略有差别。图 7

中 ,交通小区被定义为时间依赖的时空对象 ,它的

存在时间被记录。小区范围是二维空间中的一个

区域。此外 ,交通小区还包含了几个时空属性:

①用地类型是一个时间依赖的属性 ,小区用地类

型变化的有效时间应被获取;②人口是一个时间

依赖的属性 ,小区人口所对应的有效时间应被获

取;③人口密度是和小区范围相联系的 ,是时空依

赖的属性 。

线路信息是指交通网络中代表一条交通线路

(如一条道路路段)的边对应的数据 。笔者把道路

定义为时间依赖的时空对象 ,它被表示为一条线 ,

它的存在时间应被获取。道路包括线路技术参数

数据和线路交通流量数据 。线路技术参数有等级

和长度 ,交通流量是随时间的不同而改变的 ,所以

定义为时间依赖属性 。点信息在这里指交叉路口

信息 ,笔者把交叉口定义为普通对象 。交叉口包

含了交叉口类型 、车道数以及交通量等 。交通量

在各时段是不同的 ,所以定义为时间依赖的属性。

交通规划还涉及到居民 、车辆出行信息 。图 7中

对居民出行情况进行了表达 ,包括出行方式 、出行

目的 、出行时间和出行路径等数据。图中还表达

了对象类的关系。

5　结　语

时空扩展对象模型与传统方法相比 ,符号系

统清晰 、简洁 ,在可理解性的情况下 ,减少了细节

层次 ,降低了所生成数据模式的复杂性 。模型能

更方便地获取时空信息 ,加速建模过程 ,使建立的

模型更容易理解和维护。当然要使时空扩展对象

模型真正发挥作用 ,需获得 CASE 工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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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t

名称:st ring

人数: vt

收入: vt

操作

1　　　　　＊
 

个人 et

名称:st ring

出行方式: vt

出行路径: Lvt

出行时间:

操作

＊ ＊

in Rvt follow s vt

1 ＊

交通小区 et Rvt

名称:st ring

面积: R

土地类型: vt

人口密度: Rvt

操作

t raverse

＊　　　＊

道路 et Lvt

名称:st ring

长度: L

等级: vt

交通量: vt

操作

connect

＊　　　＊

交叉口 et Pvt

名称:string

交叉口类型:

交通量: vt

操作

＊

Is of t t

1

道路种类

名称:st ring

行车速度:

车道数:

道路宽度:

操作

图 7　城市交通规划应用时空建模

Fig.7　Spa tio tempo ral Modeling of U rban T ransportation Plann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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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ent conceptual modeling method does not support manipulat ion of the tempo ral and

multi _dimensional element , so i t is difficult for current conceptual modeling method to deal w 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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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and multi_dimensional phenomenon.With regard to designing application system , the

thesis studies the conceptual modeling method of spatiotemporal applications.Basing on analysis

existing modeling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 w hich conceptual modeling of spatio temporal applica-

tio n should meet , the thesis ex tends object model by int roducing a small set of clear and simple no-

tation , and presents a spatio temporal ex tended object model.Compared with the t raditional model ,

the spatiotemporal ex tended object model is able to speed up the data modeling process and to

make model easier to comprehend and maintain.

Key words:GIS;spatio_temporal applications;conceptual modeling ;objec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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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chanism of how fly ing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ffects unmanned air vehicle

(UAV)route planning has been investigated.A method of GIS-based UAV route planning is

proposed , and its architecture and wo rk flow s have been studied.The results of use case show that

the method can provide an solution to UAV route planning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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