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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现有空间关系描述方法的缺点，基于一种新的方向关系———细节方向关系，并结合外部方向关

系、拓扑关系，研究了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定义和描述方法及其在空间数据库中的查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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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领域（如ＧＩＳ）需要空间数据库系统来

管理空间数据。空间数据主要包括点、线、面等空

间对象及这些空间对象之间的关系。空间关系

（拓扑关系、方向关系和距离关系等）不仅有利于

数据的组织和管理，而且在空间数据库查询语

言［１］、基于内容的图像检索［２］、基于特征的影像理

解和空间数据集的匹配中有着重要作用，是图像

理解、定性空间推理和 ＧＩＳ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

之一。人们经常使用自然语言来进行交流，其中

一些用于描述空间关系，称为自然语言空间关系。

自然语言空间关系是空间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概

念化，它比空间关系更接近于人们的使用习惯。

这些自然语言空间关系在数据检索与匹配、友好

的人机交互接口设计等方面更加直观。Ｅｇｅｎ

ｈｏｆｅｒ
［３］和 Ｍａｒｋ

［４］等人只是研究了拓扑关系的定

性表达及其与空间认知的关系，没有对自然语言

空间关系进行研究。Ｆｒａｎｋ提出了基于投影的方

向关系描述方法［５］，用东、西等８个方向，再加上

一个“同一”方向来描述空间对象间的方向关系。

但是该方法无法描述一个面对象的“东部”这样的

概念。Ｍａｒｋ和 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只是研究了拓扑关系

与自然语言之间的关系，而没有考虑其方向关

系［６］。事实上，很多自然语言是多种类型空间关

系的组合，如“黄河从甘肃的东部穿过”，这个语句

中就用到了方向关系的“东部”和拓扑关系的“穿

过”这两个术语，仅仅使用拓扑关系或方向关系是

无法描述这种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可见，现有

的空间关系描述方法在自然语言空间关系表达上

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缺陷。

１　基于细节方向关系的自然语言空

间关系定义

１．１　细节方向关系

投影方向关系描述方法估计了参照对象的大

小，但它不能描述与参照对象外接矩形内部和边

界有关的方向，如“东部边界”、“中东部”等经常使

用的概念，只是简单地用“同一”方向来描述。

图１　 “同一”区域导致不可分辨的方向关系

Ｆｉｇ．１　Ｉｎｄｉｓｃｅｒｎｉｂｌ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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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方向区域容易导致方向关系的不可分

辨。仅从定性关系的角度来看，图１中的６对组合

空间关系都是相同的，即用投影方向关系和拓扑关

系无法区别。但这与认知习惯并不一致，如

图１（ａ）中的关系属于“东部”的程度要大于其他的

关系，图１（ｄ）、１（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已不属于“东

部”这个概念。这种差异给基于自然语言或基于空

间关系的ＳＱＬ扩展查询语言对空间数据库的查询

带来困难，查询结果并不是用户所预期的。因此，

必须考虑和处理“同一”方向所带来的问题。

图２　 细节方向关系表达模型

Ｆｉｇ．２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ｄｅｌｓ

　　如图２所示，以参照对象外接矩形的中心点

为中心，λ狑 和λ犺 为宽和高的矩形的延长线以及

参照对象的外接矩形，将外部方向关系的“同一”

区域再次划分为９个子矩形，从而将参照对象的

边界、内部和环部（参照对象外接矩形和参照对象

的差区域）分割为９个部分，这种划分称为内部划

分。

定义１　内部方向关系把参照对象的内部区

域划分为９个区域，依次称为东部（ＥＰ）、西部

（ＷＰ）、南部（ＳＰ）、北部（ＮＰ）、东北部（ＮＥＰ）、西

北部（ＮＷＰ）、东南部（ＳＥＰ）、西南部（ＳＷＰ）和中

部（ＣＰ）（图２（ａ））。

定义２　边界方向关系把参照对象边界线划

分为９条线段，分别称为东部边界（ＥＬ）、西部边

界（ＷＬ）、南部边界（ＳＬ）、北部边界（ＮＬ）、东北边

界（ＮＥＬ）、西北边界（ＮＷＬ）、东南边界（ＳＥＬ）、西

南边界（ＳＷＬ）和中部边界（ＣＬ）（图２（ｂ））。

定义３　参照对象外接矩形和参照对象的差

区域称为环部区域。环部方向关系把环部区域划

分为９个区域，分别用ＥＲ、ＷＲ、ＳＲ、ＮＲ、ＮＥＲ、

ＮＷＲ、ＳＥＲ、ＳＷＲ和ＣＲ表示（图２（ｃ））。

定义４　为便于区别和描述，将投影方向关

系称为外部方向关系，而内部、边界和环部方向关

系统称为细节方向关系。

细节方向关系不仅补充了外部方向关系不能

描述的概念，而且和外部方向关系一起对空间进

行了完整的划分。用 ＭＢＲ（犃）表示参照对象犃

的外接矩形，用Ｉｎｓｉｄｅ（犃）表示点狆在参照对象犃

的内部，Ｏｎｓｉｄｅ（犃，狆）表示点狆在多边形边界上；

犡（狆）和犢（狆）表示取点狆的犡 和犢 坐标；点犆

（狓，狔）为对象的中心，则内部划分的“中部”的上、

下、左、右边界坐标分别为犢狋＝狔＋λ犺／２，犢犫＝狔－

λ犺／２，犡犾＝狓－λ狑／２和犡狉＝狓＋λ狑／２。

内部方向定义为：

ＥＰ（犃，狆）≡犡（狆）≥犡狉∧犢（狆）＞犢犫∧犢（狆）

＜犢狋∧ｉｎｓｉｄｅ（犃，狆）

ＷＰ（犃，狆）≡犡（狆）≤犡犾∧犢（狆）＞犢犫∧犢（狆）

＜犢狋∧ｉｎｓｉｄｅ（犃，狆）

ＳＰ（犃，狆）≡犡（狆）＞犡犾∧犡（狆）＜犡狉∧犢（狆）

≤犢犫∧ｉｎｓｉｄｅ（犃，狆）

ＮＰ（犃，狆）≡犡（狆）＞犡犾∧犡（狆）＜犡狉∧犢（狆）

≥犢狋∧ｉｎｓｉｄｅ（犃，狆）

ＳＥＰ（犃，狆）≡犡（狆）≥犡狉∧犢（狆）≤犢犫∧ｉｎｓｉｄｅ

（犃，狆）

ＮＥＰ（犃，狆）≡犡（狆）≥犡狉∧犢（狆）≥犢狋∧ｉｎ

ｓｉｄｅ（犃，狆）

ＳＷＰ（犃，狆）≡犡（狆）≤犡犾∧犢（狆）≤犢犫∧ｉｎ

ｓｉｄｅ（犃，狆）

ＮＷＰ（犃，狆）≡犡（狆）≤犡犾∧犢（狆）≥犢狋∧ｉｎ

ｓｉｄｅ（犃，狆）

ＣＰ（犃，狆）≡犡（狆）＞犡犾∧犡（狆）＜犡狉∧犢（狆）

＜犢狋∧犢（狆）＞犢犫∧ｉｎｓｉｄｅ（犃，狆）

（１）

根据式（１），只要把条件中的ｉｎｓｉｄｅ（犃，狆）分别

用ｏｎｓｉｄｅ（犃，狆）和ｉｎｓｉｄｅ（ＭＢＲ（犃）－犃，狆）代替，就

可以给出参照对象的边界和环部方向的定义。

１．２　空间方向自然语言定义

拓扑关系、方向关系（包括细节方向关系）给

自然语言空间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空间关系术语

（或词语），用于构建更高级、更复杂的空间关系语

言。经常使用的比较复杂的空间关系术语可以由

单种空间关系组成，如“穿过”、“中东部”、“中西

部”和“中东部边界”等；或多种空间关系组成，如

“从东部穿过”、“从中部竖直穿过”、“从中部水平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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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从中部斜穿”等。

把基本细节方向关系作为原子方向，可以进

一步定义复合方向（如４方向内部方向关系）。复

合方向在方向范围上包含了若干个原子方向的全

部或部分。其具体定义如下：

ＮＰ４（犃，犅）≡ＮＷＰ（犃，犅）∨ＮＰ（犃，犅）∨

ＮＥＰ（犃，犅）

ＳＰ４（犃，犅）≡ＳＷＰ（犃，犅）∨ＳＰ（犃，犅）∨ＳＥＰ

（犃，犅）

ＥＰ４（犃，犅）≡ＮＥＰ（犃，犅）∨ＥＰ（犃，犅）∨ＳＥＰ

（犃，犅）

　　ＷＰ４（犃，犅）≡ＮＷＰ（犃，犅）∨ＷＰ（犃，犅）∨

ＳＷＰ（犃，犅）

ＣＰＮＳ（犃，犅）≡ＮＰ（犃，犅）∨ＣＰ（犃，犅）∨ＳＰ

（犃，犅）

ＣＰＥＷ（犃，犅）≡ＥＰ（犃，犅）∨ＣＰ（犃，犅）∨ＷＰ

（犃，犅）

ＣＰＳＷＮＥ（犃，犅）≡狆∈犅，ｉｎｓｉｄｅ（犃ＳＷＮＥ，狆）

ＣＰＮＷＳＥ（犃，犅）≡狆∈犅，ｉｎｓｉｄｅ（犃ＮＷＳＥ，狆）

ＣＰ４（犃，犅）≡ＣＰ（犃，犅）∨ＣＰＮＳ（犃，犅）∨

ＣＰＥＷ（犃，犅）∨ＣＰＳＷＮＥ（犃，犅）∨ＣＰＮＷＳＥ（犃，犅）

（２）

图３　方向自然语言定义

Ｆｉｇ．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ＮＰ４、ＳＰ４、ＥＰ４、ＷＰ４ 和 ＣＰ４ 分别表示“北

部”、“南部”、“东部”、“西部”和“中部”。ＣＰ４ 又可

进一步分为ＣＰＮＳ（南北走向）、ＣＰＥＷ（东西走向）、

ＣＰＳＷＮＥ（左下右上走向）、ＣＰＮＷＳＥ（左上右下走向）

以及ＣＰ（８方向关系的中部）。其中有些复合方

向可以通过对原子方向作和运算而成（图３（ａ）～

３（ｆ）），而其他一些需要重新划分方向空间范围

（图３（ｇ）～３（ｌ））。复合边界和环部方向的定义

与内部方向的定义有些不同，它不需要重新划分

方向范围，只需要把相邻的原子方向组合就可以

了（组合不相邻边界和环部方向没有意义）。因而

边界４方向关系 ＮＬ４（北部边界）、ＳＬ４（南部边

界）、ＥＬ４（东部边界）、ＷＬ４（西部边界）以及环部４

方向关系ＮＲ４（北部环）、ＳＲ４（南部环）、ＥＲ４（东部

环）、ＷＲ４（西部环）的定义是相应的边界或环部

原子方向的直接组合，其定义公式略去。

１．３　自然语言空间关系定义

定义５　令犝犐表示内部原子方向的全集｛ＥＰ，

ＷＰ，ＮＰ，ＳＰ，ＮＷＰ，ＮＥＰ，ＳＷＰ，ＳＥＰ，ＣＰ｝。犚犐

为一内部方向，犚犮犐是一方向集合，表示方向犚犐 在集

合犝犐上的补，由犝犐中除犚犐外的其他所有内部方向

的集合，即犚犐犮＝犝犐－犚犐。同理可定义外部、边界

和环部方向犚在其全集犝犇、犝犅和犝犚上的补：犚
犮
犇＝

犝犇－犚犇，犚
犮
犅＝犝犅－犚犅，犚

犮
犚＝犝犚－犚犚。

定义６　犚犐是一复合内部方向。若犚犐可由原

子方向组成，则犚犮犐 是其中原子方向补的交集，即

犚犮犐＝∩狊∈犚犐（犛
犮）。若犚犐不能由原子方向组成，则

犚犮犐也不能表示为原子方向的组合。令犗
犐
犚表示犚犐

的空间范围，犃 为参照对象，则犚犮犐的空间范围为

犃－犚犮犐，即犚
犮
犐＝（犃，狆）＝ｉｎｓｉｄｅ（犃－犗犚犐，狆）。

根据定义５，ＷＰ犮（犃，犅）意味着犅 的部分点

在犃 的东部的补方向上，由于 ＷＰ犮＝｛ＥＰ，ＮＰ，

ＳＰ，ＮＷＰ，ＮＥＰ，ＳＷＰ，ＳＥＰ，ＣＰ｝，所以 ＷＰ犮（犃，

犅）＝ＥＰ（犃，犅）∨ＮＰ（犃，犅）∨ＳＰ（犃，犅）∨ＮＷＰ

（犃，犅）∨ＮＥＰ（犃，犅）∨ＳＷＰ（犃，犅）∨ＳＥＰ（犃，犅）

∨ＣＰ（犃，犅）。

根据已有的原子或复合方向关系及拓扑关系

可以定义自然语言空间关系。ｃｒｏｓｓ（犃，犅）、ｅｎｔｅｒ

（犃，犅）、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犃，犅）、ｉｎｓｉｄｅ（犃，犅）分别表示拓扑

关系中的“犅穿过犃”、“犅进入犃”、“犅沿着犃的边

界”和“犅在犃的内部”等。运算符“”表示拓扑和

方向关系的组合运算，首先定义４个拓扑关系语言

式（３），然后再定义自然语言空间关系式（４）：

ｃｒｏｓｓ（犃，犅）≡犔犚１　ｉｎｓｉｄｅ（犃，犅）≡犔犚２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犃，犅）≡犔犚３　ｅｎｔｅｒ（犃，犅）≡犔犚４

（３）

其中，犔犚１、犔犚２、犔犚３、犔犚４ 为线／面拓扑关系。自

然语言空间关系定性形式化定义为：

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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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Ｐ犻Ｃｒｏｓｓ（犃，犅）≡ ＷＰ犻（犃，犅）∧ ＷＰ
犮
犻（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ＥＰ犻Ｃｒｏｓｓ（犃，犅）≡ ＥＰ犻（犃，犅）∧ ＥＰ
犮
犻（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ＮＰ犻Ｃｒｏｓｓ（犃，犅）≡ ＮＰ犻（犃，犅）∧ ＮＰ
犮
犻（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ＳＰ犻Ｃｒｏｓｓ（犃，犅）≡ ＳＰ犻（犃，犅）∧ ＳＰ
犮
犻（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ＣＰＮＳＣｒｏｓｓ（犃，犅）≡ ＣＰＮＳ（犃，犅）∧ ＣＰ
犮
ＮＳ（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ＣＰＥＷＣｒｏｓｓ（犃，犅）≡ ＣＰＥＷ（犃，犅）∧ ＣＰ
犮
ＥＷ（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ＣＰＳＷＮＥｃｒｏｓｓ（犃，犅）≡ ＣＰＳＷＮＥ（犃，犅）∧ ＣＰ
犮
ＳＷＮＥ（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ＣＰＮＷＳＥｃｒｏｓｓ（犃，犅）≡ ＣＰＮＷＳＥ（犃，犅）∧ ＣＰ
犮
ＮＷＳＥ（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ＣＰｃｒｏｓｓ（犃，犅）≡ＣＰＮＳｃｒｏｓｓ（犃，犅）∨ＣＰＥＷｃｒｏｓｓ（犃，犅）∨ＣＰＳＷＮＥｃｒｏｓｓ（犃，犅）∨

ＣＰＮＷＳＥｃｒｏｓｓ（犃，犅）

（４）

　　ＥＰｃｒｏｓｓ（犃，犅）、ＷＰｃｒｏｓｓ（犃，犅）、ＮＰ

ｃｒｏｓｓ（犃，犅）、ＳＰｃｒｏｓｓ（犃，犅）、ＳＰｃｒｏｓｓ（犃，犅）、

ＣＰＮＳｃｒｏｓｓ（犃，犅）、ＣＰＥＷｃｒｏｓｓ（犃，犅）、ＣＰＳＷＮＥ

ｃｒｏｓｓ（犃，犅）和ＣＰＮＷＳＥｃｒｏｓｓ（犃，犅）分别表示“犅

从犃 的东部穿过”、“犅从犃 的西部穿过”等含义。

ＷＰ犻（犃，犅）中，若犻＝４，表示４方向关系内部方

向；若犻＝８，表示８方向关系内部方向。前面曾经

指出，这些与拓扑和方向组合有关的语句不仅与

拓扑和方向关系有关，还和对象犅在犃 内经过的

路径有关，即与内部方向关系有关。这一点在上

面的定义中得到了体现。同理可以给出其他自然

语言空间关系的定义。

拓扑关系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犃，犅）、ｉｎｓｉｄｅ（犃，犅）分别

与边界和内部方向关系是等价的，因而它们分别

与原子边界和内部的方向的组合就可定义。

图４　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细化

Ｆｉｇ．４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２　自然语言空间关系定义的细化

　　式（３）～式（５）形式化定义了自然语言的空间

关系。然而在许多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区分这些

组合关系。如图４所示，在图４（ａ）中，根据内部

方向，上下两个图形关系均满足“从北部穿过”的

定义。但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上图中线对象完

全在“北部区域以北”，而下图中，线对象部分位于

“北部区域以南”，这说明自然语言空间关系不仅

与线对象经过的内部方向有关，而且还与经过的

外部方向有关，因而需要从外部方向上进一步细

化组合关系。图４（ｂ）存在同样的情况。

由于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定义与外部方向关

系有关，而传统的外部方向关系不能有效地描述

目标对象在外部方向关系上的路径，不利于自然

语言空间关系的细化描述，需要进一步对现有的

外部方向关系进行细化。如图５所示，细节方向

关系的内部划分线和参照对象外接矩形的延长线

进一步细化了外部方向关系。方向 Ｎ被细化为

ＬＮ、ＣＮ和ＲＮ；方向Ｅ被细化为ＴＥ、ＣＥ和ＢＥ。

方向 Ｗ 和Ｓ同样被细化为３个方向。其中，符号

ＬＮ（犃，犅）表示“犅 位于犃 的 ＬＮ 方”，其他符

号ＣＮ（犃，犅）、ＲＮ（犃，犅）等有类似的含义。

图５　 外部方向关系的细化

Ｆｉｇ．５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根据细分外部方向关系，每个内部方向对应

着一个外部方向的扩展定义。扩展定义从外部方

向上对自然语言空间关系作了进一步限制，使得

它们有强弱之分。如复合内部方向“北部”ＮＰ４ 对

应的外部方向的扩展定义由 Ｎ（犃，犅）、ＴＷ（犃，

犅）、ＴＥ（犃，犅）、ＮＷ（犃，犅）、ＮＥ（犃，犅）、ＮＷＲ（犃，

犅）、ＮＥＲ（犃，犅）、ＮＲ（犃，犅）组成，这仍然是一个

复合方向。有了扩展定义，图４（ａ）中上、下两个

关系就可区分（上面的关系满足扩展定义，下面的

不满足）。其他部分内部方向对应的外部方向扩

展定义见式（５）。

６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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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狓－Ｎ（犃，犅）≡Ｎ（犃，犅）∨ＴＷ（犃，犅）∨ＴＥ（犃，犅）∨ＮＷ（犃，犅）

∨ＮＥ（犃，犅）∨ＮＷＲ（犃，犅）∨ＮＥＲ（犃，犅）∨ＮＲ（犃，犅）

Ｅ狓－Ｓ（犃，犅）≡Ｓ（犃，犅）∨ＢＷ（犃，犅）∨ＢＥ（犃，犅）∨ＳＷ（犃，犅）

∨ＳＥ（犃，犅）∨ＳＷＲ（犃，犅）∨ＳＥＲ（犃，犅）∨ＳＲ（犃，犅）

Ｅ狓－Ｅ（犃，犅）≡Ｅ（犃，犅）∨ＲＮ（犃，犅）∨ＲＳ（犃，犅）∨ＮＥ（犃，犅） （５）

∨ＳＥ（犃，犅）∨ＮＥＲ（犃，犅）∨ＥＲ（犃，犅）∨ＳＥＲ（犃，犅）

Ｅ狓－Ｗ（犃，犅）≡ Ｗ（犃，犅）∨ＬＮ（犃，犅）∨ＬＳ（犃，犅）∨ＮＷ（犃，犅）

∨ＳＷ（犃，犅）∨ＮＷＲ（犃，犅）∨ ＷＲ（犃，犅）∨ＳＷＲ（犃，犅）

Ｅ狓－ＮＥ（犃，犅）≡ＮＥ（犃，犅）∨ＲＮ（犃，犅）∨ＴＥ（犃，犅）∨ＮＥＲ（犃，犅）

Ｅｘ－ＮＷ（犃，犅）≡ＮＷ（犃，犅）∨ＬＮ（犃，犅）∨ＴＷ（犃，犅）∨ＮＷＲ（犃，犅）

自然语言空间关系定性＋细化定义：

ＷＰｃｒｏｓｓ（犃，犅）≡ ＷＰｉ（犃，犅）∧ ＷＰ
ｃ
ｉ（犃，犅［ ］）∧ Ｅ狓－Ｗ（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ＥＰｃｒｏｓｓ（犃，犅）≡ ＥＰ犻（犃，犅）∧ ＥＰ
犮
犻（犃，犅［ ］）∧ Ｅ狓－Ｅ（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６）

ＮＰｃｒｏｓｓ（犃，犅）≡ ＮＰ犻（犃，犅）∧ ＮＰ
犮
犻（犃，犅［ ］）∧ Ｅ狓－Ｎ（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ＳＰｃｒｏｓｓ（犃，犅）≡ ＳＰ犻（犃，犅）∧ ＳＰ
犮
犻（犃，犅［ ］）∧ Ｅ狓－Ｓ（犃，犅［ ］）∧ ｃｒｏｓｓ（犃，犅［ ］）

　　式（６）仅列出了部分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定

义，其他的类似。需要进一步补充说明的是，满足

某一个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定性定义或定性＋细

化定义的所有空间关系从概念上都可以用该语言

描述，只是满足定性＋细化定义的空间关系属于

该语言的程度强一些，不满足定性＋细化定义而

满足定性定义的空间关系属于该语言的程度弱一

些而已。细化的目的只是对这种隶属的强弱作了

进一步区分。在实际使用中，是否需要这种细化，

取决于用户的具体要求和使用目的。

３　应用举例

自然语言空间关系的形式化定义的本质就是

在人的自然语言及对应的几何关系之间建立了一

种映射关系：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ｓｔｒｉｎｇ，可以

把不同的几何关系用不同的自然语言来描述。从

而可以用以空间数据查询和基于关系的数据匹

配。自然语言空间关系可以作为谓词出现在

ＳＱＬ语言的ｗｈｅｒｅ子句中，从而实现空间数据的

查询。这些谓词更加语言化，容易理解和使用。

假设有一个空间数据库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Ｂ，其中有

３张表Ｐａｒｋ、Ｒｏａｄ、Ｃｉｔｙ分别存储了公园、道路和

城市的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每张表中都有一个

字段“ｇｅｏｍｅｔｒｙ”保存空间对象的几何坐标，其他

字段保存了空间对象的属性数据。在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Ｂ

上可以完成以下两个与空间有关的查询：

查找出所有从公园东部穿过的道路：

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Ｐａｒｋ．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ＦｒｏｍＲｉｖｅｒａｎｄＰａｒｋ

ＷｈｅｒｅＲｏａ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ｃｒｏｓｓＰａｒｋ．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ｐａｒｔ

查找出所有从城市中东部穿过的１级道路：

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ＦｒｏｍＲｏａｄａｎｄＣｉｔｙ

ＷｈｅｒｅＲｏａｄ．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ｃｒｏｓｓＣｉｔｙ．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ｏｎｍｉｄ

ｅａｓｔｐａｒ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ｌｅｖｅｌ＝１

自然语言空间关系还可以作为标准的图标和

工具出在现可视化空间查询语言中，提高查询界面

和手段的灵活性。最后它还可以用于基于内容的

图象检索。因而本文的研究内容只是给其进一步

应用奠定了基础，具体的应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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