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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进的基于事件过程的时态模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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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基于事件时态模型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时空语义表达的目的和要求出发，提出了一

种改进的基于事件过程的时态模型（ｅｖ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ｍｏｄｅｌ，ＥＰＳＴＭ），将事件进一步细

分为若干过程的组成；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进行了模型的逻辑设计。通过模型在地籍变更系统的应用，证明

其可方便地实现对土地登记事件和空间变迁过程语义的查询。

关键词：时态模型；事件过程；语义；地籍变更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当前，地理信息系统在空间上的表达和分析已

趋于成熟，但对时间维的表示一直处于探索的过

程，尚没有一种可操作的非常理想的模型［１７］。随

着研究的深入，对地学现象的模拟、语义的表示、空

间与时间的复合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学者意

识到，目前大多数时空数据模型是传统数据模型的

扩展，难以表达时空语义。究其原因，主要是现有

的时空数据模型多是从计算机表达的角度出发，而

不是面向地学问题的，所以缺少对地理实体或现象

的显式定义和基础关系的描述，不能在语义层次上

实现数据的共享［８］。如时间片快照、基态修正模型

都是反映变化前后的状态，但对变化的过程、变化

的原因却极少描述。为了弥补现有的时态模型在

地理语义表达上的不足，Ｙｕａｎ提出了基于语义、时

间、空间的三域模型［９］；Ｐｅｕｑｕｅｔ和Ｄｕａｎ提出了基

于事件的时空数据模型［１０］。本文从时空语义表达

的要求出发，分析了基于事件时态模型存在的问

题，提出对事件进行改进，将事件进一步细分为过

程，建立了基于事件过程的时态模型（ＥＰＳＴＭ）。

１　对基于事件时态模型的改进

在基于事件的时态模型的应用上，众多学者

进行了研究［１１１５］，但对事件的描述尺度很不一致。

就是在特定的尺度上，事件对时空语义的描述粒

度还是粗放的，未能详细表达变化的原因和过程，

必须进一步细分。为了描述现实中更加复杂的变

化原因，文献［１２，１３］提出了“复合事件”与“原子

事件”的概念，其描述了事件的层次性，但未揭示

事件的尺度性本质特征和描述内部操作的细节过

程。另外，从模型表达本身看，基于事件的时态模

型是假定两个相邻状态之间的时间域内的变化是

常量，故只能支持离散时间，而无法支持连续时间

和表达时空演变过程。

笔者认为，可以对基于事件的时态模型进行

改进，将事件表示为若干过程的组成，如图１所

示。从变化的诱因上看，事件一般是外部引发，是

被动的，而过程一般是内部主体变化的具体操作，

以达到变化的结果，故过程表达的语义粒度比事

件更为细腻。

图１　事件与过程的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事件”和“过程”

都是在特定尺度下的划分。对于时间跨度较短的

时空里的“事件”，在尺度拉大的情况就可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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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程。即事件与过程的区分是相对的，在时空

尺度变化的前提下，两者可以相互转化。

２　基于事件过程的时态模型

２．１　事件

一个事物的发展由若干事件序列组成，并假

定一个事件的完成持续在一个时间区间内，直到

下一个事件开始，是一个长事务。事件序列可表

达为：

Ｅｖｅｎｔ（犻）＝（ＥＩＤ，ＥＭ犻，ＥＴＳ犻，ＥＴＥ犻）

（犻＝１，２，…，犿）

式中，ＥＩＤ表示事件Ｅｖｅｎｔ（犻）的标识号；ＥＭ犻表

示事件的描述信息；ＥＴＳ犻表示事件的发生时刻；

ＥＴＥ犻表示事件的结束时刻。

以土地为例，其事件有土地征用、土地划拨、

土地查封、使用权转让、使用权分割、道路拓宽、土

地复垦等。

２．２　过程

过程是定义在两个相邻状态之间的时空物

体，可以分解成一些特殊的过程，并最终引发状态

的改变。过程主要记录对象变化的具体操作，一

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可以较短（近似为一个离散的

点），也可以延续一段时间。

在区间［犜１，犜２］内，过程变化类型总体可分

为离散和连续，分别用符号△、"、∽表示为离散、

线性连续和非线性连续。

通过对事物的过程变化分析，过程可划分为

如下几种操作类型：① 创建（ｃｒｅａｔｉｏｎ），记为Ｐ＿

ＣＲＥＡ；② 修改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记为 Ｐ＿ＡＬＴＥ；

③ 维持（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记为Ｐ＿ＭＡＩＮ；④ 停止

（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记为Ｐ＿ＣＥＳＳ；⑤ 消失（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

记为Ｐ＿ＤＩＳＡ；⑥ 再生（ｒｅｉｎ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记为Ｐ＿

ＲＥＩＮ；⑦ 合并（ｍｅｒｇｉｎｇ），记为Ｐ＿ＭＥＲＧ；⑧ 分

割（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记为Ｐ＿ＳＰＬＩ。有的过程操作类型

只能是离散变化的，如创建、消失等，一般认为是

突然发生的；维持、停止等操作类型表示的是一个

状态在一段时间内的延续，因而是一种特殊的线

性连续变化（斜率犽＝１）；只有修改既有可能是突

然变化的，也有可能是线性或非线性连续变化的。

据此，过程序列可表达为：

Ｐｒｏｃｅｓｓ（犼）＝（ＰＩＤ，｛犗１，犗２，…，犗犿｝犛｛犗１，

犗２，…，犗狀｝）（犿≥１，狀≥１）

式中，ＰＩＤ表示过程的操作类型；｛犗１，犗２，…，犗犿｝

表示过程变化前的空间对象实体集合；｛犗１，犗２，

…，犗狀｝表示过程变化后的空间对象实体集合；犛

表示过程的变化类型算子。

２．３　事件过程的联合表达

当一个事件开始时，一个过程随即启动，经过

若干对象参与若干过程变化后，达到质变，这个事

件便结束，事件和过程的主体都是空间对象。每

一个事件可以看作由若干过程的序列组成：

Ｅｖｅｎｔ（犻）＝｛Ｐｒｏｃｅｓｓ（１），Ｐｒｏｃｅｓｓ（２），

…，Ｐｒｏｃｅｓｓ（犼）｝

实际中，事件、过程、空间对象三者之间的关

系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事件持续过程中可能只有

一个对象发生一个变化，如一个房屋发生了一次

权利人变更的使用权转让事件；或者是一个对象

发生了多个变化过程，如一条道路发生了多次调

整的道路拓宽事件；也可能多个对象共同参与发

生了一个变化过程，如多个宗地发生合并的土地

征地事件。若多个对象发生了多个变化过程，如

新建一条道路或一次土地开发复垦事件中，多个

地块发生了多个变化过程，有的实体创建，有的分

割，有的消失，这种情况更加复杂。事件、过程和

对象之间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事件、过程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Ｅｖ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

２．４　研究某区域内的土地变迁事例

表１描述了某个区域内的土地从２００１年至

今发生的一连串变迁，其对应的图形几何变化如

图３所示。从图形的变化上来看，好象只发生了

三次状态的改变，若采用快照或基态修正时态模

型，无法完整地回溯所有的变迁过程语义。

图３　该区域的图形几何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ｈａｐｅ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ｃ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

事实上，该区域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每个事

件在法律上都通过相应的土地登记予以确认。以

土地登记日期作为事件的发生日期，则其事件

序列如下：Ｅｖｅｎｔ（１）＝犳（犈１，“土地征用”，２００１．

１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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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某区域在近几年内发生的土地变迁

Ｔａｂ．１　Ｌ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Ｏｎｅ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ＳｅｖｅｒａｌＹｅａｒｓＢｅｆｏｒｅＮｏｗ

事件序号 事件 时间 过程语义描述

犈１ 土地征用 ２００１．４．１～２００１．４．３０ 四个集体所有地块发生权属改变，征为国有土地，

合并成为一个宗地，用途为工厂

２００１．５．１～２００５．９．１５ 该工厂一直处于使用状态

犈２ 土地查封 ２００５．９．１６～２００６．８．３１ 该工厂由于债务问题被法院查封

犈３ 土地解封 ２００６．９．１～２００６．９．１５ 由于还清债务，查封解除

犈４ 土地使用权分割 ２００６．９．１６～２００６．１０．３１ 该宗地发生使用权分割，变为两个新宗地，并转让

给两个新的使用权人

２００６．１０．３１至今 两个宗地使用至今

４．１，２００１．９．１５）；Ｅｖｅｎｔ（２）＝犳（犈３，“土地查封”，

２００５．９．１６，２００６．８．３１）；Ｅｖｅｎｔ（３）＝犳（犈４，“土地

解封”，２００６．９．１，２００６．９．１５）；Ｅｖｅｎｔ（４）＝犳（犈５，

“土地使用权分割”，２００６．９．１６，ＮＯＷ）。这些事

件表现在空间实体上是通过一系列的过程操作完

成的，其过程序列如下：Ｐｒｏｃｅｓｓ（１）＝（Ｐ＿ＭＥＲＧ，

｛犗１，犗２，犗３，犗４｝△犗５）；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Ｐ＿ＭＡＩＮ，

犗５"犗５）；Ｐｒｏｃｅｓｓ（３）＝（Ｐ＿ＣＥＳＳ，犗５" 犗５）；

Ｐｒｏｃｅｓｓ（４）＝（Ｐ＿ＲＥＩＮ，犗５△犗５）；Ｐｒｏｃｅｓｓ（５）＝

（Ｐ＿ＳＰＬＩ，犗５△｛犗６，犗７｝）；Ｐｒｏｃｅｓｓ（６）＝ （Ｐ＿

ＭＡＩＮ，｛犗６，犗７｝"｛犗６，犗７｝）。则有Ｅｖｅｎｔ（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１），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Ｅｖｅｎｔ（２）＝｛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Ｅｖｅｎｔ（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４）｝；Ｅｖｅｎｔ（４）＝

｛Ｐｒｏｃｅｓｓ（５），Ｐｒｏｃｅｓｓ（６）｝。

２．５　模型设计

根据上述分析，基于事件过程的时态模型主

要包含事件域、过程域、对象域。事件域和过程域

描述时空变化的时间语义，如变化的原因、过程

等；对象域描述空间语义信息，主要包含空间关系

语义和属性语义。采用面向对象（ｏｂ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ｎ

ｔｅｄ）的方法对基于事件和过程的时态模型进行逻

辑设计，并表示这些域和语义类的关系，如图４所

示。其中，ＥｖｅｎｔＳｅｒｉｓＣｌａｓｓ为事件序列集合类，

由事件类组成；ＥｖｅｎｔＣｌａｓｓ为事件类，用于描述事

件发生的时间、原因等，一个事件由若干过程组

成；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Ｃｌａｓｓ为过程集合类；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ｌａｓｓ

为过程类，描述过程类型、过程发生的前后时间

等；ＴｉｍｅＣｌａｓｓ为时间类，描述时间区间信息；

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Ｃｌａｓｓ为空间对象类，通过ＯｂｊｅｃｔＩＤ

记录与过程相关联的对象，一个过程允许有多个

对象参与；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为描述对象的空

间关系信息；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Ｃｌａｓｓ为描述空间对象实

体的属性信息。

在物理存储上，主要通过建立事件表、过程

表、对象表之间的关联以达到记录和查询的目的，

如图５所示。

图４　基于事件过程的时态模型逻辑设计

Ｆｉｇ．４　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ｏｎＥｖ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５　事件过程的物理存储表

Ｆｉｇ．５　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ｆＥｖ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ｗｉｔｈＴａｂｌｅｓ

３　模型在地籍变更系统中的应用

目前，大多数的地籍变更系统都是基于基态

修正模型设计的，在宗地变更后，通过记录宗地变

迁的父子关系表来实现宗地变迁的回溯。但基态

修正模型只能对结果状态重现，变化操作是不可

逆的。

采用基于事件过程的时态模型的设计思路，

对每一个宗地的变更，清楚地记录其空间变化语

２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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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属性变化语义、时间变化语义、变迁事件语义、

变迁过程语义。宗地的空间变化语义主要是空间

位置和空间拓扑关系的变化信息及空间方位关系

（即宗地四至）的变化信息；属性变化语义如权利

人变化、更名更址等；时间变化语义记录宗地在现

实世界中变更的时间和数据库里更新的时间；变

迁事件语义描述引起宗地变迁的原因，是道路拓

宽引起、大面积拆迁造成还是使用权的分割等；变

迁过程语义描述宗地变化经过了哪些过程。如图

６所示，在历史宗地回溯时，可方便地查询宗地变

化的时间、造成的事件原因、经过了哪些过程等。

图６　宗地变更的事件过程查询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ＭａｐｏｆＥｖ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Ｑｕｅｒｙ

ｏｆＰａｒｃｅ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４　结　语

基于语义的时空变化是今后时态模型研究的

发展方向，如何从地学现象本身而不是从数据库

存储的角度来描述事物变化的过程，也是当前研

究的重点。本文提出的改进后的基于事件过程

的时态模型（ＥＰＳＴＭ）可用于描述区域对象在一

个时间片段内的离散变化以及一个较长时间内的

渐进或连续变化，较全面地表达了时空语义，并可

方便地查询和回溯对象变化的原因和过程。但

是，本文对变化事件和过程的描述和表达仍具有

局限性；对多时空尺度下事件和过程的相互转换

需进一步探讨；对模型的验证还必须扩展到海岸

线变化、土壤变化等更广泛的地学领域，以及如何

通过更加严密的数学模型表达，这都有待于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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