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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地图自动综合为目的，定义了空间目标的几种基本空间关系。总结了道路、水系、居民地等要素之

间存在的典型空间关系，着重讨论了它们之间空间关系抽象的规则，为地图自动综合中有效保持空间关系的

一致性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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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关系的抽象可以通过空间关系成分的删

除与合并、成分维数的减少这３种操作来完成
［１］。

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等虽给出了一个多尺度表达中区域之

间空间关系化简的框架［２，３］，但其可操作性不强，

因此，必须将空间关系抽象的规则具体化，增强规

则的可操作性。

１　基本空间关系的定义

地图综合过程中，对许多地图目标的处理往

往要同时考虑多种空间关系［４］。所以，为了与地

图制图规范的术语尽量保持一致，在对基本空间

关系定义时需综合考虑不同类型的空间关系。在

地图综合中，随着比例尺的缩小，在地图上变为相

切关系的拓扑关系越来越多［５］。同时，随着空间

抽象的进行，也可能产生新的空间关系，所以要在

已有制图规范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定义。

下面从地图目标图形表达的角度来定义几种

基本空间关系。① 远相离（ＤＤ）：两个地图目标

之间的最短距离较大，图面距离大于０．２ｍｍ。

② 近相离（Ｄ）：两个地图目标相离，它们之间无其

他地图目标，但是在地图上始终保持０．２ｍｍ（设

定的阈值）的距离。③ 端点近相离（ＮＤ）：两个线

状地图目标在端点处表现为近相离；或者线的端

点与面的边界线之间表现为近相离，但在地理涵

义上是“在端点处相接”，如图１所示。④ 点在线

（面的边界）上（ＮＯｎ）：点在线上或点在面的边界

线上。⑤ 点在线的端点上（ＮＮ）：点与线的端点

重合。⑥ 在面内（ＮＩｎ）：点状符号的定位点或一

个地图目标完全包含在一个面状地图目标之内。

⑦ 端点处相接（ＮＩ）：一个线状地图目标的端点在

另一个线状目标上或面状目标的边界线上。当两

个同类型的线状地图目标的端点重合时，可以将

两个目标合并。⑧ 重叠（Ｏ）：两个线状空间目标

的部分线段完全重合，也就是说，两个线状地图符

号的定位线的部分线段完全重合。⑨ 点相接

（Ｔａ）：两个线状地图符号的定位线有一个公共点

（非端点），但是在该点处，一个目标没有穿过另一

个目标。 点相交（Ｉ）：两个地图目标相交，在交

点处（非端点）一个目标穿过了另一个目标，也常

被直接称为“相交”。 立体交叉（Ｉｐ）：在投影平

面上，两个地图线状目标相交，但是在地理空间中

这两个地理目标之间没有交点（非端点）。 点相

切（Ｔ）：两个地图符号的边界外相接，外相接处是

０维的，也常被直接称为“相切”。从几何上来看，

若线犔上存在某点犘（非端点）与点犙之间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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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图面距离小于０．２ｍｍ，但点犙不在线犔 上，那

么可定义点 犙 与线犔 相切。 重叠式相切

（ＯＴ）：重叠和相切的组合，两个地图符号的边界

外相接处是一维的，包括线与面（抽象区域）重叠

式内相切和重叠式外相切。 重叠式相接

（ＯＴａ）：两个线状地图符号的定位线的部分线段

完全重合，但一个目标没有穿过另一个目标。这

还包括两个面的相接。 重叠式相交（ＯＩ）：重叠

和相交的组合。 线进入面（ＩＩｎ）：线的一个端点

在面内，而另一个端点在面外，并且线与面的边界

相交奇数次。这个面可以是由多个地图目标在视

觉上、在地理涵义上形成的一个“抽象区域”。

线穿过面（ＩＲ）：线的两个端点都在面外，线与面

的边界相交偶数次，同样，这时的面可以是由多个

地图目标在视觉上、在地理涵义上形成的一个“抽

象区域”。 平行关系（Ｐ）：两段线状符号之间的

距离较小，走向一致。 固定夹角关系（Ａ）：按照

地图制图规范或严格的地理涵义，两条线段规定

只能以某一个指定角度（范围）相交。 在线的某

一边（ＬＲ）：若线按照坐标串的顺序定义走向，那

么就可以定义一个地图目标在线的左边或右边。

图１　端点近相离

Ｆｉｇ．１　ＮｏｄｅＮｅａｒ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对定义归纳总结可知，不同维数的地图目标

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关系如表１所示。

在这些基本空间关系中，ＤＤ、Ｄ、ＮＤ、Ｐ、Ｉｐ都

表１　各种地图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基本空间关系

Ｔａｂ．１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Ｂａｓｉ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ｌｌＭａｐ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点状要素 线状要素 面状要素

点状要素 ＤＤ，Ｄ，Ｔ ＤＤ，Ｄ，ＮＮ，ＮＯｎ，ＬＲ，Ｔ ＤＤ，Ｄ，ＮＯｎ，ＮＩｎ，Ｔ

线状要素
ＤＤ，Ｄ，ＮＤ，ＮＩ，Ｏ，Ｔａ，Ｉ，Ｉｐ，Ｔ，ＯＴ，

ＯＴａ，ＯＩ，Ｐ，Ａ，ＬＲ

ＤＤ，Ｄ，ＮＤ，ＮＩｎ，ＮＩ，Ｉ，Ｉｐ，ＯＴ，ＯＴａ，ＩＩｎ，

ＩＲ，ＬＲ，Ｔ，Ａ，Ｐ，Ｏ

面状要素 ＤＤ，Ｄ，ＮＩｎ，Ｉｐ，Ｉ，ＯＴ，ＯＴａ，Ｏ，ＯＩ，Ｔ

是“相离”型拓扑关系，但从距离关系来看，ＤＤ＞

Ｄ。而ＮＤ则进一步考虑了方向关系，关系Ｐ也

是如此。另外，Ｉｐ还考虑了在空间犣轴方向上的

距离关系。基本空间关系ＬＲ以方向关系为主，

可以和其他基本空间关系相结合更详细地描述地

图目标之间的空间关系。按通常的分类方法，应

当包括“点在面外”，但是这里直接用 ＤＤ表示。

当两个地图目标之间的交集不为空时，则需要区

别相接（Ｔａ）、相切（Ｔ）和相交（Ｉ）三种情况，并和

线段的重叠Ｏ相结合，从而得到ＯＴ，ＯＴａ和ＯＩ。

“相交关系”依据方向关系还可以进一步分类为

ＮＯｎ、ＮＮ、ＮＩｎ、ＮＩ、ＩＩｎ和Ａ。

２　空间关系抽象规律的形式化

２．１　与道路有关的基本空间关系与抽象规律

根据基本空间关系的定义可知，道路与道路

之间可能存在的基本空间关系集合是｛ＤＤ，Ｄ，

ＮＤ，Ｔ，ＯＴ，ＮＩ，ＯＴａ，Ｉ，ＯＩ，Ｉｐ，Ｐ，Ａ，ＬＲ｝。这些

基本空间关系在综合过程中，形式化的抽象规则

主要包括：①Ｐ→ＯＴ：两条道路平行关系，抽象成

重叠式相切关系（图２）；② ＯＴ→Ｔ：两条道路重

叠相切关系，抽象成相切关系（图３）；③ ＮＩ＋ＮＩ

→Ｉ：两个端点相接关系抽象成相交关系（图４）；

还有ＯＴａ→Ｔａ、ＯＩ→Ｉ、ＤＤ→Ｔ、ＤＤ＋“小的

图２　平行关系到相切的转换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ＰｔｏＴ

　
图３　重叠相切变为相切

Ｆｉｇ．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ＯＴｔｏＴ

图４　两个端点相接合并为一个相交

Ｆｉｇ．４　ＭｅｒｇｉｎｇＴｗｏＮＩｉｎｔｏＩ

走向偏差”→Ｐ等规则，这里不再一一说明。

当地图平面上两条道路相交时，对等级相同

的高级道路，应断开其叉口内的交叉边线；对不同

等级的高级道路，应保持高一级的道路符号完整

连贯，其他道路在交叉点处衔接；实线表示的低级

道路均应以实部相交，并保持相交位置准确。

道路与面状居民地或者房屋之间可能存在的

基本空间关系集合是｛ＤＤ，Ｄ，ＮＤ，ＮＩ，Ｔ，ＯＴ，Ａ，

ＬＲ｝，图５显示了部分基本空间关系。

图５　道路与面状居民地之间的部分空间关系

Ｆｉｇ．５　ＡＰａｒｔ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

ＲｏａｄａｎｄａｎＡｒｅ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１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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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与点状居民地（圈形符号）或者点状房屋

之间可能存在的基本空间关系集合是｛ＤＤ，Ｄ，Ｔ，

ＮＤ，ＮＮ，ＮＯｎ，ＬＲ｝，图６显示了Ｔ、ＮＮ和 ＮＯｎ

３种空间关系。

图６　道路与点状居民地之间的部分基本空间关系

Ｆｉｇ．６　ＡＰａｒｔｏｆＢａｓｉ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

ＲｏａｄａｎｄａＰｏｉｎｔ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邻近的多个离散的面状（包括点状）房屋或者

街区可以构成一个居民地目标群，在空间认知上，

这些目标会形成一个视觉上的“抽象区域”，该区

域具有面状要素的特征。道路与抽象区域之间可

能存在的基本空间关系集合是｛ＤＤ，Ｄ，ＮＩ，ＮＤ，

Ｔ，ＯＴ，ＩＲ，ＩＩｎ，ＬＲ｝，图７显示了部分关系。

图７　道路与居民地目标群之间的部分基本空间关系

Ｆｉｇ．７　ＡＰａｒｔｏｆＢａｓｉ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ｏａｄａｎｄａＧｒｏｕｐｅ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比例尺缩小可能引起道路与居民地之间空间

关系的改变，形式化的主要规则有：ＩＲ→ＮＯｎ、Ｄ

→Ｔ、ＮＤ→ＮＮ、ＮＤ＋ＮＤ→ＮＯｎ、ＮＩ→ＮＮ、ＩＩｎ

→ＮＮ。图８显示了部分规则。

图８　道路与居民地目标群之间部分空间

关系的抽象规则

Ｆｉｇ．８　ＡＰａｒｔｏｆ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ｏａｄ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ｅｄ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道路与线状河流、沟渠之间的基本空间关系

集合是｛ＤＤ，Ｄ，Ｔ，ＯＴ，Ｉ，Ｐ，Ａ，ＬＲ，Ｉｐ｝，图９（ａ）表

示关系Ｐ，例如沿岸道路一般与河流之间的夹角

为００；图９（ｂ）表示关系Ｔ，例如干沟或者时令河

与小路之间的关系；图９（ｃ）表示关系 Ａ，例如道

路与河流之间一般为立体相交，夹角一般为９０°，

所以同时满足Ｉｐ关系。

道路与面状水系 （如双线河、湖泊、水库等）

之间的基本空间关系集合是｛ＤＤ，Ｄ，Ｔ，Ｔａ，ＯＴ，

Ｉ，ＩＩｎ，ＮＤ，ＮＩ，Ｐ，ＬＲ｝。图１０显示了部分关系

（道路只与岸线的单边相交；道路与双线河的两条

图９　道路与线状河流、沟渠之间部分基本空间关系

Ｆｉｇ．９　ＡＰａｒｔｏｆＢａｓｉ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ｏａｄａｎｄａＬｉｎｅａｒＲｉｖｅｒ，Ｄｉｔｃｈ

岸线都相交；道路的端点在河流岸线上）。

图１０　道路与面状水系之间部分基本空间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ＡＰａｒｔｏｆＢａｓｉｃ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ｏａｄａｎｄａｎＡｒｅａｌＷａ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地图综合中道路与面状水系之间空间关系的

抽象形式化规则如下：① ＤＤ→Ｔ：道路与河流岸

线相离，综合后变成相切，见图１１（ａ）；② ＯＴ→

Ｔ：重叠相切综合后变成了相切；③ ＯＴ→Ｄ或Ｔ

→Ｄ：道路与双线河岸线相切，综合后，河流变成

线状河流，道路与河流近相离，见图１１（ｂ）；④ＩＩｎ

→ＮＩ：道路与双线河的单边相交，综合后河流变

成单线河，道路与河流相接，见图１１（ｃ）；⑤ ＮＩ＋

ＮＩ→Ｉｐ或者ＮＤ＋ＮＤ→Ｉｐ：道路与双线河的双边

相交，综合后河流变成单线河，道路与河流相交，

见图１１（ｄ）；⑥ ＤＤ＋“小的走向偏差”→Ｐ。

图１１　道路与河流之间部分空间关系的抽象

Ｆｉｇ．１１　ＡＰａｒｔｏｆ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ｏａｄａｎｄａＲｉｖｅｒ

道路与境界线之间的基本空间关系集合是

｛ＤＤ，Ｄ，Ｔａ，ＯＴａ，Ｉ，ＯＩ，ＮＩ，ＬＲ｝，道路与境界线

之间的空间关系在地图综合中的形式化抽象规则

包括Ｄ→Ｔ、ＯＩ→Ｉ、ＯＴａ→Ｔａ。

当两条道路与居民地相接或者端点近相离

时，若居民地被删除，则这两条道路之间变成端点

相接。

２．２　与水系要素有关的基本空间关系与抽象规

律

河流、堤岸之间的基本空间关系集合是｛ＤＤ，

Ｄ，ＯＴ，Ｉ，Ｐ，ＩＩｎ，ＩＲ，ＬＲ｝，其中，关系Ｐ表示平行

２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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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相离；关系ＯＴ表示堤岸部分岸线和河流岸线

相切；ＩＲ关系表示堤岸穿越水域。水系岸线与堤

岸之间的空间关系在地图综合中的形式化抽象规

则包括ＤＤ→Ｐ、ＤＤ→ＯＴ、ＩＲ→Ｉ。

河流与居民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在地图综合中

的形式化抽象规则包括 ＤＤ→Ｐ、ＤＤ→Ｔ、ＤＤ→

ＯＴ、ＩＩｎ→ＮＮ、ＯＴ→Ｔ、ＩＲ→Ｉ、ＩＲ→ＮＯｎ。

河流与境界线符号之间的基本空间关系集合

是｛ＤＤ，Ｄ，Ｔａ，ＯＴａ，Ｐ，ＩＲ，ＬＲ｝。这些空间关系

在地图综合中的形式化抽象规则包括ＤＤ→Ｐ、ＯＩ

→Ｉ、ＯＴａ→Ｔａ、ＩＲ→Ｉ＋Ｐ＋Ｉ＋Ｐ＋Ｉ，这就是“跳

绘”。

３　结　语

本文所定义的基本空间关系和各种抽象规律

可以作为地图综合知识库的规则，在地图综合过

程中若出现与这些规则相悖的情况，则表明处理

过程中出现了错误，综合过程就不能继续进行下

去。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基本空间关系及其抽象

规律可保证地图综合过程能正确有序地进行，保

持地图目标之间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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