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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质心作为参考点，并在空间方向锥形模型中添加了扩展不确定度的参数，用区间分析法，对多尺

度下顾及不确定性的空间方向关系进行形式化描述，来适应尺度变化引起的空间关系不确定性的变化，以更

好地描述空间方向关系。该模型使得方向关系的划分上有个平滑的过渡区，在方向概念的表达上更符合人的

认知。

关键词：空间方向关系；不确定性；多尺度；区间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空间尺度可看成测量地表的空间量度范围或

研究区域的空间范围。在遥感影像中，空间尺度

也指影像空间分辨率，通过像元合并实现尺度转

换。矢量数据的尺度转换主要通过地理信息的自

动综合。在研究多尺度问题时，信息的不确定性

是表达尺度效应最直观的指标。

空间数据不确定性使空间关系的表达存在一

定的随机性、不精确性、不可分辨性和模糊性等，

而数据在多尺度下表现出不同的不确定性，在大

尺度上的不确定性在小尺度下表现为结构成分。

这就需要研究信息在不同尺度下的不确定性对信

息分析的作用。

空间方向关系理论受到国际 ＧＩＳ及相关学

术界的高度重视，在空间数据结构、地理和多媒体

数据库、空间推理、认知科学、语言学、空间语义学

等诸多研究领域都有重要的意义［１７］。

传统ＧＩＳ空间方向关系研究中并没有考虑

数据不确定性引起的空间方向变化，同时在锥形

模型中，首先计算出具体的角度，然后将其分配到

相应的主方向域内。如果采用误差理论来研究不

确定性，则大大增加了计算量。基于此，在研究方

向关系模型时，笔者考虑了由于多尺度引起的位

置变化而导致方向上的不确定性变化。采用比较

稳定的质心作为参考点，并对顾及不确定性的方

向关系锥形模型进行形式化描述，以便更好地进

行方向关系判定。该模型的变量中嵌套着具有多

尺度的不确定度的变量，来适应这种多尺度引起

的不确定性变化，以更准确地描述空间方向关系。

１　多尺度下空间数据的不确定性

１．１　空间数据的不确定性度量

研究各类不确定性问题涉及的数学理论有概

率和统计理论、模糊数学、信息论、证据理论、信息

熵理论、粗集理论、区间分析法等。在以往的研究

中，对空间数据的精度往往采用随机过程理论来

研究，点目标是ＧＩＳ中线状目标或多边形组成的

基本要素，点目标的位置不确定性可以用一种

“域”来描述，该“域”可以是圆、矩形等［２］。

误差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不确定度指认识

值的分散性，是对误差理论的认识深化和发展的

结果，具有可实际操作性。１９９３年ＩＳＯ公布的文

件（测量不确定度表示指南）代表了当前国际上在

表示测量结果及其不确定度时的约定做法［３］。本

文引入扩展不确定度（或置信区间半宽）犝，用一

个边长为２犝狓、２犝狔 不确定性矩形来描述空间点

对象的不确定性。

扩展不确定度是定义测量结果区间的量，即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８月

被测量的值以某一可能性（即置信水平）落入该矩

形区间中。在对线面的位置不确定性进行估计

时，尽管Ｓｈｉ等采用了随机过程理论
［１０，１１］，但并没

有考虑模型不确定性［９］，尤其在多尺度下，随机过

程理论显示出极大的局限性。为此，作者考虑多

尺度下模型不确定性，采用区间分析法来估计线

面的位置不确定性。

图１　点、线、面位置数据的不确定性

Ｆｉｇ．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ｆＰｏｉｎｔ，Ｌｉｎｅ，ａｎｄＡｒｅａ

１．２　多尺度下空间数据的不确定性

多尺度空间数据的不确定性嵌套着由于尺度

变化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地物的长度、大小、面积

的量算，是以尺度为依托的，离开尺度来研究这些

度量值显然无意义。

过去，常采用几何中心作为参考点，但经多尺

度变化后，组成线面的点变化剧烈，或删减、或移

位等，线面对象的几何中心很不稳定，会随着尺度

的改变发生很大的变化。相比之下，质心则比较

稳定，所以选作参考点，作为综合分析线面数据的

一个参考依据。线的质心坐标定义为：

狓犆 ＝
∑
狀－１

犻＝１

犾犻，犻＋１·珚狓犻，犻＋１

∑
狀－１

犻＝１

犾犻，犻＋１

，狔犆 ＝
∑
狀－１

犻＝１

犾犻，犻＋１·珔狔犻，犻＋１

∑
狀－１

犻＝１

犾犻，犻＋１

式中，珚狓犻＋犻＋１＝（狓犻＋狓犻＋１）／２，珔狔犻，犻＋１＝（狔犻＋狔犻＋１）／２

犾犻，犻＋１＝ （狓犻＋１－狓犻）
２＋（狔犻＋１－狔犻）槡

２。

在对多尺度数据进行分析时，质心的相对稳

定性使其作为空间方向关系判断时的参考点。这

里以对象质心位置在尺度变化前后的变化量与原

尺度上点移位的坐标差最大值之和作为尺度变化

后的对象扩展不确定度，作为评价对象的空间位

置不确定性的一个综合指标。

２　多尺度下顾及不确定性的空间方

向锥形描述模型

　　空间方向关系是空间源目标（ｐｒｉｍａｒｙｏｂ

ｊｅｃｔ）相对于参考目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ｂｊｅｃｔ）的指向关

系［５］。方向关系描述模型主要分为基于锥形的方

向关系描述模型和基于投影的方向关系描述模型

两大类［４］。

锥形模型（ｃｏｎｅｍｏｄｅｌ）最早由 Ｈａａｒ（１９７６年）

提出，此后，有不少学者提出了８方向的锥形模型。

２．１　４方向锥形模型

定义 １　 设 犇４ ＝ ｛Ｎ，Ｓ，Ｅ，Ｗ，ＵＮＥ，

ＵＳＥ，ＵＳＷ，ＵＮＷ，ＵＯ｝表示方向关系的值域

符号集合，其中Ｅ、Ｓ、Ｗ、Ｎ分别表示东、南、西、北

４个区域，ＵＮＥ、ＵＳＥ、ＵＳＷ、ＵＮＷ 分别表示不

确定东南、不确定西南、不确定西北、不确定东北

４个临界方向，ＵＯ是表示目标对象的点和参考

对象点不确定重叠域，用“同位”方向关系的符号

表示其方向。对象犃（参照对象）与犅（目标对象）

的方向关系可表示为二元函数犳（犽１，犽２），其中值

域犳（犽１，犽２）∈犇４。

用两条有一定宽度的带犽１、犽２ 分别分割空

间，形成东、南、西、北４个主方向，带的宽度代表

了不确定性程度，带的方向分别表示了主方向之

间的模糊交叠区域。

该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表述以及相应的空间

方向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顾及空间数据不确定性的４方向锥形模型

Ｆｉｇ．２　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考虑多尺度的不确定性，定义域为：

犽１ ＝

－，Δ狓－Δ狔＜－（犝犪狓 ＋犝犪狔 ＋犝犫狓 ＋犝犫狔）

０，｜Δ狓－Δ狔狘≤ （犝犪狓 ＋犝犪狔 ＋犝犫狓 ＋犝犫狔）

＋，Δ狓－Δ狔＞ （犝犪狓 ＋犝犪狔 ＋犝犫狓 ＋犝犫狔

烅

烄

烆 ）

犽２ ＝

－，Δ狓＋Δ狔＜－（犝犪狓 ＋犝犪狔 ＋犝犫狓 ＋犝犫狔）

０，｜Δ狓＋Δ狔狘≤ （犝犪狓 ＋犝犪狔 ＋犝犫狓 ＋犝犫狔）

＋，Δ狓＋Δ狔＞ （犝犪狓 ＋犝犪狔 ＋犝犫狓 ＋犝犫狔

烅

烄

烆 ）

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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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狓＝狓犫－狓犪：Δ狔＝狔犫－狔犪犝犪狓、犝犪狔、犝犫狓、犝犫狔
分别表示对象犃、犅在狓、狔轴上的扩展不确定性

度，它可以随着尺度的变化而变化，尺度越大（或

比例尺越小）则犝 越大，如图３所示。

图３　在不确定４方向锥形模型中的两个算子

Ｆｉｇ．３　Ｔｗｏ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ｎｅｓｈａｐｅｄ

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该数学模型可以判定４个方向和各方向的４

个不确定性临界域，相对应的值如表１所示。

２．２　８方向锥形模型

定义２　设犇８＝｛Ｅ，ＵＥＳＥ，ＳＥ，ＵＳＳＥ，

Ｓ，ＵＳＳＷ，ＳＷ，ＵＷＳＷ，Ｗ，ＵＷＮＷ，ＮＷ，

ＵＮＮＷ，Ｎ，ＵＮＮＥ，ＮＥ，ＵＮＥＥ，ＵＯ｝表示

方向关系的符号集合，其中Ｅ、ＳＥ、Ｓ、ＳＷ等分

表１　４方向锥形模型中函数变量值和相对应的方向

Ｔａｂ．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犽１，犽２） 犳（犽１，犽２） （犽１，犽２） 犳（犽１，犽２）

（＋，＋） 东 （－，－） 西

（＋，０） 不确定东南 （－，０） 不确定西北

（＋，－） 南 （－，＋） 北

（０，－） 不确定西南 （０，＋） 不确定东北

（０，０） 不确定同位

别表示东、东南、南、西南、西等８个方向区域，

ＵＥＳＥ、ＵＳＳＥ、ＵＳＳＷ 等分别表示不确定东偏

东南、不确定西偏西南、不确定西偏西北等８个临

界方向，表示两两相邻方向的不确定区域，ＵＯ

是表示目标对象的点和参考对象点模糊重叠，用

“不确定同位”方向关系的符号表示其方向。对象

犃（参照对象）与犅（目标对象）的方向关系可表示

为四元函数犳（犽３，犽４，犽５，犽６），其中犳（犽３，犽４，犽５，

犽６）∈犇８。

该函数的定义域和值域表述以及相应的空间

方向关系如图４所示。

图４　不确定性８方向锥形模型

Ｆｉｇ．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８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对于判定８方向时，８方向的角度是以２２．５°

＋狀·４５°，狀＝０，１，…，７为方向的边界取值。用

４条有一定宽度的带犽３、犽４、犽５、犽６ 分别分割空间，

形成８个主方向，带的宽度代表了不确定性程度，

带的方向分别表示了各主方向之间的模糊交叠区

域。

犽３ ＝

－，ｉｆ（槡２－１）·Δ狓－Δ狔＜－（（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０，ｉｆ狘（槡２－１）·Δ狓－Δ狔狘≤ （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ｉｆ（槡２－１）·Δ狓－Δ狔＞ （（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烅

烄

烆 ））

犽４ ＝

－，ｉｆ（槡２＋１）·Δ狓－Δ狔＜－（（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０，ｉｆ狘（槡２＋１）·Δ狓－Δ狔狘≤ （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ｉｆ（槡２＋１）·Δ狓－Δ狔＞ （（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烅

烄

烆 ））

犽５ ＝

－，ｉｆ（槡２＋１）·Δ狓＋Δ狔＜－（（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０，ｉｆ狘（槡２＋１）·Δ狓＋Δ狔狘≤ （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ｉｆ（槡２－１）·Δ狓＋Δ狔＞ （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烅

烄

烆 ））

７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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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６ ＝

－，ｉｆ（槡２－１）·Δ狓＋Δ狔＜－（（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０，ｉｆ狘（槡２－１）·Δ狓＋Δ狔狘≤ （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ｉｆ（槡２－１）·Δ狓＋Δ狔＞ （槡２－１）·（犝犪狓 ＋犝犫狓 ＋（犝犪狔 ＋犝犫狔

烅

烄

烆 ））

　　在判断１６方向时，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用有

一定宽度的带分别分割空间，形成１６个主方向，带

的宽度代表了不确定性程度，带的方向分别表示了

各主方向之间的模糊交叠区域。４方向、８方向以

及１６方向的不确定模糊方向关系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关系。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不再一一展开。

３　应用举例

　　假设在空间尺度的变化下，以８方向为例，对

空间面对象相对于线对象的空间方向进行定性描

述，则可以应用以上数学模型进行判定。原始数

据为１∶５０００下的线面数据，经过分析尺度变化

后，可得到１∶１万、１∶２万、１∶２．５万、１∶５万

的数据。

方向关系描述模型通常将空间目标的表示限

制为一个点，本文对于区域和线目标使用目标的

质心，而不是采用随尺度变化而剧烈变化的几何

中心来表示目标。

面对象相对于线对象的方向关系用其各自质

点间的方向关系来替代。具体计算结果如表２，

其显示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多尺度下线、面对象间的锥型８方向关系

Ｆｉｇ．５　Ｃａｓｅ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８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ａｌｅ

表２　多尺度下对象的８方向锥形模型的方向／ｍ

Ｔａｂ．２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８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ｃａｌｅ

１∶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槡２－１）Δ狓－Δ狔） ０．６０ ０．６９ １．４７ ０．７０ －１．３４

（槡２＋１）Δ狓－Δ狔） ３６２．６１ ３６１．８２ ３６０．１７ ３６３．１２ ３５５．０９

（槡２＋１）Δ狓－Δ狔） ５１４．２６ ５１３．３６ ５１２．９０ ５１５．２３ ５０５．４１

（槡２－１）Δ狓＋Δ狔） １５１．０５ １５０．８５ １５１．２６ １５１．４０ １４８．９８

（犝犪
狓
，犝犪

狔
） （０．０５，０．０５） （２．２４，２．４５） （５．９３，２．４５） （５．９３，５．４８） （１３．４０，８．５８）

（犝犫
狓
，犝犫

狔
） （０．０５，０．０５） （０．３７，２．２２） （５．３０，４．２８） （５．７９，４．２８） （５．７９，１５．１６）

（槡２－１）（犝犪狓＋犝犫狔
）＋犝犪

狓
＋犝犫

狔
） ０．１４ ５．７６ １１．２３ １４．６２ ３１．６９

（槡２＋１）（犝犪狓＋犝犫狔
）＋犝犪

狓
＋犝犫

狔
） ０．３４ １０．９９ ３２．９３ ３８．０４ ６１．５３

算子犳 （＋，＋，＋，＋） （０，＋，＋，＋） （０，＋，＋，＋） （０，＋，＋，＋） （０，＋，＋，＋）

方向关系 ＮＥ犃 ＵＥＮＥ犃 ＵＥＮＥ犃 ＵＥＮＥ犃 ＵＥＮＥ犃

　　由于不同比例尺对目标描述的细致程度有所

不同，在小比例尺图中可以用一个抽象点来表示

目标，在大比例尺空间则用一个面表示。在不同

比例尺之间进行方向对比时，用质心点表示一个

空间目标，建立点与点间的方向关系描述模型有

一定的意义。在多尺度下，考虑空间数据位置的

不确定性，可以保持一致性，以避免方向关系的错

判。

８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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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定性空间方向的研究中，方向区域划

分实际上是精确的，尤其在相邻的方向区域之间，

人为设置了一个跳跃。当考虑到位置的不确定性

时，以往的研究一般采用误差理论，这有其自身局

限性，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且计算量大。本文引

入了扩展不确定度的概念，并采用区间分析法，方

便快捷且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对不确定性空间方

向关系进行建模。考虑到多尺度下空间位置的不

确定性，这在划分方向关系上有个平滑的过渡区，

在方向概念的表达上更符合人的认知，并可保持

多尺度下空间关系判断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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