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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了参考目标、源目标和方向关系参考框架不确定性的不确定方向关系模糊描述模型，实例验证了

该模型对空间方向关系的描述符合人类对不确定方向关系的表达习惯和认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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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方向关系作为空间信息建模、空间查询检

索、推理以及多尺度表达的一个研究课题，得到广

泛的关注。Ｐａｐａｄｉａｓ等
［１］都对空间方向关系进行了

一些描述性的定义，将参考目标、源目标和参照系

统作为描述空间方向关系的３要素，在确定地理空

间中形成了大量的空间关系描述模型方法。然而，

由于地理目标自身的不确定性、地理信息处理的不

确定性以及人类对空间方向关系认知的不确定性，

必然导致方向关系的不确定性。现有的空间方向

关系表达模型不能满足不确定空间方向关系的表

达的要求。本文拟研究基于模糊集合的不确定方

向关系的模糊描述模型，其关键是不确定空间目标

的模糊表达和模糊空间方向关系参考框架的建立。

１　不确定空间目标的模糊描述

基于模糊集的模糊空间目标建模方法是解决

不确定地理目标建模的较理想方法。基于该建模

方法，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等分别提出了有限分辨率的模糊

空间目标的表达方法和基于模糊胞腔（ｆｕｚｚｙｃｅｌｌ）

的模糊目标统一描述方法，但这些方法具有理论

上的合理性，不利于实际操作运算。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了基于四元组（狓，狔，犃，μ）的不确定地

理目标模糊描述方法，其中，（狓、狔）为目标点位坐

标，犃为其属性集，μ具有双层涵义：主题属性犃

位于点（狓，狔）的概率和点（狓，狔）处具有属性犃

的可能性。依据传统ＧＩＳ空间划分方法，将地理

目标分为点、线和面目标。本文提出了一种能集

成表达地理目标的随机性和模糊性的点、线、面目

标的形式化描述。模糊点为：

犳犘（狓０，狔０，犃０）＝ ｛珟犘１，珟犘２，…，珟犘狀｝

其中，珟犘＝（狓，狔，犃，μ）；不确定点犳犘 为以（狓０，

狔０，犃０）为核的模糊集合，即模糊点为以确定点

犘０（狓０，狔０，犃０）为核（ｋｅｒｎ（犳犘）＝犘０），以珟犘犻（狓犻，

狔犻，犃，μ）（μ＞０）为支撑的模糊集合，在几何意义

上表现为一个模糊圆。

相应模糊线定义为：

犳犔 ＝ ｛犳犘１，犳犘２，…，犳犘狀｝

即以确定线犔＝｛ｋｅｒｎ（犳犘１），ｋｅｒｎ（犳犘２），…，

ｋｅｒｎ（犳犘狀）｝为核，以犳犘１∨犳犘２∨，…，∨犳犘狀为支

撑的模糊集合。

模糊面为：

犳犚 ＝ ｛μ犳犚（狓，狔，犃）／（狓，狔，犃）｝

即为由模糊线封闭的区域，该区域是由模糊点组

成的有限集犳犚
［７］。

２　空间方向片的模糊划分

２．１　空间方向片的模糊划分

不确定空间目标间空间方向关系应理解为两

空间目标对不同方向概念的隶属程度，这就要求

对空间方向概念的定义是平滑、连续的，而不是像

已有的空间方向关系描述模型那样，对空间方向

区域进行硬性划分而形成空间方向概念的跳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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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导致基于这样模型导出的空间目标间的方

向关系与人类的认知不符。如图１所示，犅和犆

目标之间非常接近，并且直观上很容易判断它们

应位于参照目标犃的东部，然而由于确定的空间

方向关系模型对空间的硬性划分，导致实际计算

出的它们之间的方向关系不同，犃、犅间方向关系

为北，犃、犆间方向关系为东。

因此，在不确定空间方向关系的模糊描述框

架中就必须将方向片区的划分从硬性划分转为柔

性划分，相邻方向之间要有平滑的过渡。考虑到

基于投影方法的方向关系矩阵模型能兼顾空间目

标间的距离、形状和大小，本文拟在方向关系矩阵

模型和锥形模型两种描述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

种既能充分考虑空间目标间的距离、形状和大小，

也能满足形式化要求，并且得出的空间关系结果

符合人类认知逻辑的空间关系描述框架，如图２

所示。

图１　方向片硬性划分导致的不合理方向关系

Ｆｉｇ．１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ｂｙＣｒｉｓｐＭｅａｎｓ

图２　空间方向片模糊划分

Ｆｉｇ．２　Ｆｕｚｚｙ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

图２为结合矩形模型和锥形模型对不确定空

间方向的模糊划分的结果，其中实填充部分（图２

（ｃ））为确定空间方向的东、南、西、北的确定部分；

虚填充部分图（２（ｂ））为空间方向的过渡区域，即

通常语义中的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方向片；图

２（ｃ）中４条实线为方向关系最不确定处，也就是

通常语义中的东南、东北、西南和西北的主方向

线。这样就可以利用平滑过渡的方式来定义空间

方向关系概念了。

这样，不仅不确定空间目标的不同部分落在

同一方向片对空间方向关系的贡献率不一样，并

且同样的空间目标落在同一方向片的不同位置导

致的空间关系也是不一样的，对于空间方向片来

说，也就是在同一方向片内的不同点对于这一方

向有不同的方向隶属度。

２．２　空间方向片的层次细分

在实际的地理空间信息查询服务中经常会提

及诸如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武汉大学

测绘校区的南面、武昌火车站在武汉的南边等这

种相互包含的空间目标之间的空间关系，并且以

上的模型对于前面分析提到的某些特殊的空间目

标之间的空间关系不易给出正确的结果，如被马

蹄形区域目标包绕的空间目标。因此，借鉴四半

区域方向关系模型的基本思想，对上述空间方向

的模糊划分进一步进行层次细分，得到如图３所

示的空间方向模糊划分结果。

图３　方向片的模糊层次细分

Ｆｉｇ．３　Ｆｕｚｚｙ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ｓ

２．３　空间方向片模糊隶属函数的确定

北方向片，如图３中犃犗１犗２犚围成的上方区域：

μ北（狓，狔）＝

２

π
ｔａｎ－１

狔－狔０
狓１－（ ）狓 ，狓＜狓１，狔≥狔０

１，狓１ ≤狓≤狓２，狔≥狔０

２

π
ｔａｎ－１

狔－狔０
狓－狓２（ ）

，狓＞狓２，狔≥狔

烅

烄

烆 ０

（１）

南方向片，如图３中犓犐犎犉围成的下方区域：

μ南（狓，狔）＝

２

π
ｔａｎ－１

狔０－狔
狓１－（ ）狓 ，狓＜狓１，狔≤狔

１，狓１ ≤狓≤狓２，狔≤狔０

２

π
ｔａｎ－１

狔０－狔
狓－狓（ ）

２

，狓＞狓２，狔≤狔

烅

烄

烆 ０

（２）

东方向片，如图３中犃犗２犉围成的右方区域：

μ东（狓，狔）＝

１－
２

π
ｔａｎ－１

狔０－狔
狓－狓（ ）

２

，狔＜狔０，狓≥狓２

１，狔＝狔０，狓≥狓２

１－
２

π
ｔａｎ－１

狔－狔０
狓－狓（ ）

２

，狔＞狔０，狓≥狓

烅

烄

烆 ２

（３）

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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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向片区，如图３中犚犗１犓 围成的左方区域：

μ西（狓，狔）＝

１－
２

π
ｔａｎ－１

狔－狔０
狓１－（ ）狓 ，狔＜狔０，狓≤狓１

１，狔＝狔０，狓≤狓１

１－
２

π
ｔａｎ－１

狔－狔０
狓１－（ ）狓 ，狔＞狔０，狓≤狓

烅

烄

烆 １

（４）

其中，（狓１，狔０）和（狓２，狔０）分别为点犗１ 和犗２ 的坐

标。并且有：

狓１ ＝狔ｍａｘ＋狔ｍｉｎ／２＋狓ｍｉｎ

狓２ ＝狓ｍａｘ－（狔ｍａｘ＋狔ｍｉｎ／２

狔０ ＝狔ｍａｘ＋狔ｍｉｎ／２

其中，狓ｍｉｎ、狓ｍａｘ、狔ｍｉｎ和狔ｍａｘ分别为参照目标的最

小外接矩形的最大、最小坐标。

由以上隶属函数可以看出，在图２所示的过

渡区域内，其隶属对相邻方向的隶属度是逐渐过

渡的。如在犃犅犉犆方向过渡片，即东北方向，空

间目标由犃犅方向线向犅犉 方向运动过程中，其

对于方向东的隶属度是逐渐减少而属于方向北的

隶属度逐渐增加，并且在此过渡区域内存在关系

μ北（狓，狔）＋μ东（狓，狔）＝１，这是符合模糊逻辑的基

本原理的，并且与人类对空间方向的认知是一致

的。

３　不确定方向关系的模糊表达模型

基于以上方向关系的模糊描述框架，借鉴前

面关于不确定空间目标间拓扑关系判断的基本思

想，可以构建两不确定空间目标之间的方向关系

判断向量（犘（犈犃，犅），犘（犛犃，犅），犘（犠犃，犅），犘

（犖犃，犅）），其中，犈犃、犛犃、犠犃 和犖犃 分别表示参考

目标犃 的东、南、西和北方向片，犘（犃，犅）的定义

如下：

犘（犡，犢）＝珦犃（犡∩犢））／珦犃（犡） （５）

式中，珦犃（犡∩犢）为不确定区域犡 与犢 相交部分

的模糊面积；珦犃（犢）为不确定区域犢 的模糊面积。

４　算例分析

４．１　不确定目标间方向关系模糊表达

为方便说明和计算，本实例假定有从遥感影

像获取的两个不确定空间目标———季节性变化的

湖和一片草地，由于分类的模糊性和混合像元的

影像，导致空间目标的不确定性。其中不确定地

理目标的模糊描述可利用前述方法，在Ｅｒｄａｓ软

件中采用最大似然分类法，提取季节性变化的湖

泊和草地，得到相应的距离文件，并通过距离文件

计算出分别隶属于湖泊和草地的隶属度，即各像

素点隶属于湖泊和草地的隶属度，也即将草地和

湖泊分别表达为模糊集合，如模糊集合犌＝｛（１，

１４，犵，０．２），（１，１５，犵，０．３），（１，１６，犵，０．２），（２，

１２，犵，０．２），（１，１３，犵，０．２），（１，１４，犵，０．３），…｝为

草地模糊表达，如图４所示。

以不确定的湖犔作为参照目标，草地犌作为

源目标，得出空间方向关系方向片划分结果。根

据不确定空间目标之间的模糊方向关系描述框

架，其方向关系推算过程包括两个基本步骤，即首

先确定各方向片不同部位对该方向片的隶属程

度，然后将此结果与不确定源目标进行犘关系计

算。根据式（１）～式（４）可以分别计算出各方向片

的不同部位对该方向关系的隶属程度，计算结果

如图５所示。

４．２　模糊表达结果分析

据式（５）分别推算各模糊方向片与不确定源

目标之间的犘关系，犘（犖，犌）＝０．２２，犘（犈，犌）＝

０．７８，犘（犛，犌）＝０，犘（犠，犌）＝０，即得两不确定空

间目标湖和草地的空间方向关系向量为（犈，犛，

犠，犖）＝（０．７８，０，０，０．２２）。由此可看出，它们之

间的基本方位关系应是草地在湖的东北方向，并

图４　不确定的湖与草地间方向关系

Ｆｉｇ．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ａｋｅａｎｄＧｒａｓｓ
　　

图５　各方向片不同部位方向隶属度

Ｆｉｇ．５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Ｐｉｅｃｅｓ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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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大部分位于湖的东部方向片内。

对这一方向关系计算若采用前面提及的基于

投影的方向关系模型得到的方向关系应是草地位

于湖的北方向；若采用基于锥形模型得到的方向

关系则应是草地位于湖的东方向。显然，本模型

计算得到的方向关系与人们的直觉对空间方向关

系的定性认识更一致，并且易于进行自然语言的

描述。

５　结　语

利用模糊集合理论，顾及人类认知习惯，从方

向关系描述的三要素的角度，全面研究其模糊化

表达方法，研究构建不确定方向关系的模糊描述

框架，提出了不确定地理目标之间模糊方向关系

的表达模型。结合实例进行了具体的推算实验，

结果证明，该模型能正确地对不确定目标间空间

方向关系进行描述。

参　考　文　献

［１］　ＰａｐａｄｉａｌＤ，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Ｙ，ＳｔｅｌｌＴ．Ｔｈ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Ｒｔｒｅｅ［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ＸＡ’９４．

Ａｔｈｅｎ，Ｇｒｅｅｃｅ，１９９４

［２］　ＦｒａｎｋＡＵ．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ａｒｉｎ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９６，１０（３）：

２６９２９０

［３］　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 Ｍ．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Ｑｕｅｒｙｉｎｇ

［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Ｈａｎ

ｄｌｉｎｇ，Ｄｅｌｆｔ，１９９６

［４］　闫浩文．空间方向关系的概念、计算和形式化描述

模型研究［Ｄ］．武汉：武汉大学，２００２

［５］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Ｍｅｔｒｉｃ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Ｆｕｚｚｙ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Ｃ］．Ｔｈｅ８ｔｈ ＡＣＭ ＧＩ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０

［６］　ＴａｎｇＸｉｎｍ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ｎＦｕｚｚｙ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ｐａｃｅ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Ｄ］．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ｎｓｃｈｅｄｅ，２００４

［７］　何建华，刘耀林．基于模糊度的不确定地理目标的

形式化描述方法［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３０（４）：３４１３４４

［８］　ＧｏｙａｌＲＫ．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Ｍａ

ｉｎ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ｉｎｅ，２０００

［９］　ＲｏｓｅｎｆｅｌｄＡ．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ａＦｕｚｚｙＳｅｔ［Ｊ］．

ＦｕｚｚｙＳｅｔ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８４，１３：２４１２４６

第一作者简介：何建华，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不确定空间关系的

模糊表达、推理及其应用。

Ｅｍａｉｌ：ｈｊｉａｎｈ＠１２６．ｃｏｍ

犉狌狕狕狔犇犲狊犮狉犻狆狋犻狅狀犕狅犱犲犾犳狅狉犝狀犮犲狉狋犪犻狀犇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犚犲犾犪狋犻狅狀

犎犈犑犻犪狀犺狌犪１
，２
　犔犐犝犢犪狅犾犻狀

１，２
　犢犝犢犪狀

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ａｏ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２２Ｌｕｏｓｈｉ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ｆｕｚｚ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ｓｙｎｔｈｅｔ

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ｏ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ｕｒｃｅ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ｉｓｔａｋｅｎｔｏｖｅｒｉｆ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ａｃｃｏｒｄｅｄ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ｚｚ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ＨＥＪｉａｎｈｕａ，Ｐｈ．Ｄ．Ｈｅｉｓ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ａ

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ａｉｌ：ｈｊｉａｎｈ＠１２６．ｃｏｍ

０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