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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环境下的空间关联规则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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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异质空间情形下的空间关联规则挖掘特征，给出了异质环境下空间关联规则挖掘的几个重要

指标及计算方法。在实际中应用该方法，能有效地取得空间关联规则及由异质性导致的表现区域的差异，真

实地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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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数据挖掘是近年来空间信息领域的一个

研究热点，通过空间数据挖掘，可以从现有的空间

现象中发现隐藏其中的知识或模式［１］。空间关联

规则挖掘是空间数据挖掘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可反映共存于特定空间里不同的空间物体间的联

系，为认识空间现象提供一定的参考［２］。空间关

联规则可形式化地表示为：对于空间实体类型犃、

犅，犚为空间关系谓词，如果犃与犅 具有关联关系

犚，则犃犚犅。在空间关联规则挖掘中，目前的做

法是挖掘过程作用于全局空间，而很少注意到环

境的异质性所导致的空间关联规则在不同的微空

间内的表现各异性。所谓环境的异质性，指的是

在同一相对大的空间内，存在微环境间的差异，某

些异质的微环境因子可导致其他因子在不同的微

空间内表现出不同的关联特征。在空间关联规则

挖掘中，需要考虑这种异质性，以得到客观的空间

关联模式。

文献［３］初步研究过异质环境下的空间关联

规则挖掘问题，并给出了一个“可变移动窗口”

（ｓｃａｌｅａｂｌｅｍｏｖｉｎｇｗｉｎｄｏｗ，ＳＭＷ）算法来实现空

间关联规则挖掘。本文给出了异质环境下空间关

联规则挖掘的方法，与文献［３］不同，这里不用

ＳＭＷ，而是以感兴趣的空间实体及其分布特征为

依据，在研究区域空间中，逐个计算空间实体间的

空间关联关系强度，在空间支持度和空间信任度

指标的控制下，判定在研究区内是否表现出空间

实体间的某种空间关联性以及表现出这种关联性

的区域（子区域）空间分布特征。

１　基本指标体系及算法

１．１　空间对象集及基本空间关联关系

传统的关联规则挖掘作用于事务型数据，可

用一定的数学模型加以描述［４，５］，其中表征关联

规则的两个重要指标是置信度和支持度，前者表

示规则的强度，后者表示规则的频度。空间关联

规则挖掘不同于事务型数据集的挖掘［６］。二维平

面内，最基本的空间实体类型有点、线、面３种，如

果把每一种类型的所有空间实体看作是一个独立

的空间对象集，这３种空间对象集可以组合成６

种基本的空间关联关系（见图１）。

图１　空间对象集及其基本空间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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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１）点线关联，表达的是点类空间实体与线

状实体间的空间关联关系，如某个建筑物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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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上靠近河流，则可以称该建筑物与该河流具

有空间关联关系。图１中如某个Ｐｎｔ１类型的点

与Ｌｉｎ２类型的线实体具有的空间关联关系。

２）点面关联，表达的是点类空间实体与面

状实体间的空间关联关系，如某些餐馆在空间分

布上靠近公园。图１中如某个Ｐｎｔ１类型的点与

Ｐｌｇ２类型的面实体具有的空间关联关系。

３）线面关联，表达的是线性空间实体与面

状实体间的空间关联关系，如某高速公路经过某

城市，则该高速公路与该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具有

关联关系。图１中如某个Ｌｉｎ１类型的线与Ｐｌｇ２

类型的面实体具有的空间关联关系。

４）点点关联，不同类型的点类性实体，也具

有空间关联关系，如生态学中的某些树种与另外

树种类型间的相生关系。图１中如Ｐｎｔ１与Ｐｎｔ２

具有的空间关联关系。

５）线线关联，反映了不同的线状实体间的

空间分布关系。图１中如Ｌｉｎ１类型的某线实体

与Ｌｉｎ２类型的某线实体可能具有的空间关联关

系。

６）面面关联，面类实体间也可能存在空间

关联关系，如大型城市周围都分布有一些中、小型

城市。图１中如Ｐｌｇ１类型的实体与Ｐｌｇ２类型的

某实体具有的空间关联关系。

由基本空间关联关系可以衍生出各种复合型

空间关联关系，如某商场（点实体）座落在交通繁

华的道路（线实体）边，也近邻于某大型公园（面实

体）旁，可以用点线关联和点面关联关系来表示

该商场的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方便对面状或线状实体的计算处理，对

于面状和线状空间实体，先离散化为点状实体（即

栅格化），然后再按点点关系，进行后续的处理

（如计算实体间的空间关联关系强度）。因此，本

文提出的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空间实体

间空间关联性挖掘。

１．２　空间关联性度量

１．２．１　空间关联关系强度

针对上述空间关联关系类别，利用两个实体

间的几何距离来定义空间关联关系度量，对于面

状实体和线状实体，先离散（栅格）化为点实体类

型后，转化为计算其每个点与感兴趣关联实体的

空间关联度量。这种度量实质是一个距离函数，

如图２所示，该函数以不同类型实体间的距离为

自变量狓，计算实体间的空间关联强度狔犼。假设

类型为犻的某个空间实体犈犻与类型为犼的狀个空

间实体（犈犼犽，犽＝１，２，…，狀，表示狀个类型为犼的

空间实体）共同存在于一个感兴趣空间犚 内，犡狋

（狋＝１，２，…，犿）表示有限的非犼类型的他类空

间实体，犈犻空间关联犈犼（或犈犼空间关联于犈犻）的

空间关联关系强度犈犻→犼定义为：

犈犻→犼 ＝∑
犿

犽＝１

狔犼犽 （１）

式中，狔犼犽的值由图２所示的犈犻与犈犼犽间空间实体

间的空间关联强度判别的隶属函数给出。犪１、犪２

为预定义的阈值（见图２（ａ）），与具体应用相关

（由领域专家给出），当犈犻和犈犼犽的几何距离在犪１

范围内时，认为实体犈犻是绝对关联于犈犼犽，当犈犻

和犈犼犽的几何距离大于犪２时，两实体间无关联关

系。在空间犚内，每一个类型为犻的空间实体犈犻

与感兴趣实体类型犼及其间形成的空间关联强度

犈犻→犼总称为一个事件。对于预先定义的阈值事件

强度犙，如果犈犻→犼大于犙，则称该事件是正例事

件，反之，则称反例事件。当一个点类型为犻的空

间实体犈犻被类型为犼的“线状实体”或“面状实

体”空间实体所近距离包围时，计算出的犈犻→犼值往

往比较大，例如，处在一个道路网十分密集的街区

的某一个商业楼（即商业楼被线状的实体道路所

近距离包围），按定义，其与道路间表现的空间关

联关系强度，将比坐落于稀疏道路网内的商业楼

与其邻近道路网间的空间关联关系强度小。在一

个子区域犚′（犚′∈犚）内，如果正例事件越多，则

表示越支持规则“类型为犻的空间实体在分布上

关联类型为犼的空间实体”。

图２　点实体间的空间关联关系度量函数

Ｆｉｇ．２　Ｉｎｄｅｘ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ｉｎｔ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１．２．２　空间支持度

空间关联强度定义了特定事件中类型为犻的

空间实体关联类型为犼的空间实体的强度，这是

一种个例事件，并不能反映某个子区域犚′内的犻

与犼所可能表现的空间关联性。这里，空间关联

性不同于空间关联关系，前者是对象间一种宏观

关系的表现，而后者是特定对象间表现的微观特

征。因此，定义空间支持度犛来表示空间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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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度信息。空间支持度犛用正例事件在一定

空间区域范围内的密度来表示，即

犛＝犐犘／犃犚′，犚′∈犚 （２）

式中，犃犚′表示区域犚′的面积；犐狆为犃犚′内正例事

件的总数。计算犛值时，一般根据图２（ａ）的面积

（以犪２ 为半径的圆形区域）来进行。空间支持度

反映了单位面积内正例事件出现的频率。

１．２．３　空间信任度

仅依据空间支持度仍无法真实地反映两类实

体间的空间关联性，例如即使有很高的空间支持

度（正例事件出现的频率高），但如果该区域中含

有很多反例规则（即有更多的犈犻没有表现出与类

型为犼的空间实体空间关联关系），则“两类实体

间空间关联”的可信任性不高，因此，定义空间信

任度犆为：在区域犚′内，正例关联事件占总事件

（正例与反例事件的总和）的比例，即

犆＝犐犘／（犐犘＋犐犖），犚′∈犚 （３）

式中，犐犖为在区域犚′内反例事件的总数。空间信

任度反映了空间关联规则的强度，其物理意义为：

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如果空间信任度很高，则凡

感兴趣的空间实体类型犻出现的地方，均可能与

空间实体类型犼表现出强的关联性（类型为犼的

空间实体也时常伴随）。

一般情况下，对于挖掘空间异质环境下的关

联规则，需要先设置一个最小面积阈值犃，对于所

有犃犚′大于犃 的连续区域，当其同时满足式（２）、

（３）时，才认为在该区域表现出有意义的空间关联

性特征，这是因为当面积太小时，存在一个随机概

率问题，使获得的空间关联规则不具有代表性（不

稳定）。

空间异质环境下的关联规则挖掘，即是在空

间区域中发现强的（符合空间信任度条件）、具有

一定频度（符合空间支持度条件）的空间关联规

则，计算出的空间支持度、空间信任度是感兴趣的

所有空间实体空间关联强度信息的统计特征。由

于计算出的空间支持度、空间信任度在分布上具

有空间变异性，表现出空间关联性的区域将可能

分布在研究区中离散的子区域中，而传统的空间

关联规则挖掘没有反映出这种差异。

２　应用实例

自然界中的很多事件表现出相生相长的特征

（空间关联性），本文将异质环境下的关联规则挖掘

方法应用到草地植被的分布特征的关联性分析研

究中，来研究某些植被类型在某种条件下是否表现

出“相生相长”性，即在感兴趣空间区域犚内，植被

类型Ｃｌａｓｓ犃在空间上与植被类型Ｃｌａｓｓ犅具有分布

上的关联性。在北方草原生态系统中曾系统地用

遥感手段分析了该区域草原植被类型的分布［７］，在

研究过程中发现，某些草原植被表现出邻近生长的

特征，然而运用全局范围下的空间关联分析算法无

法发现出不同植被类型间分布上的关联性，应用空

间异质环境下的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可以较为有效

地获取空间关联的局部分布特征，为进一步探索分

析植被关联的机理提供基础。

在该植被分布图中，植被类型共有１１类，其

中占据４０％面积以上的重点植被为犆２（大针茅，

其分布见图３（ａ）），这类植被对维持该草原生态

系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主要研究犆２ 与其他植被

类间的空间分布呈现空间关联关系的区域，这里

以犆２ 与犆１（冷蒿）的关联关系为例，进行分析。

研究区总面积约为１００００ｋｍ２，提取出研究

区植被类型栅格图像（见图３（ａ）），研究区的高程

分布图见图３（ｂ），图像的分辨率均为３０ｍ×３０

ｍ。从图３（ａ）中提取出感兴趣主题类别（犆２ 与犆１

空间关联的区域）的事件空间分布图（图３（ｃ）），

其中黑色像元表示犆２ 的空间分布。对每一个空

间事件按式（１）计算其与犆１ 的空间关联关系强度

（其中犪１、犪２ 的值由领域专家给出，这里分别取

３００ｍ和６００ｍ），空间关联关系强度归一化处理

后，得到如图３（ｄ）所示的空间关联关系事件强度

分布图，灰度值表示其强度的相对大小。设置预

定义的阈值事件强度犙为０．７，从图３（ｄ）中提取

出了正例事件的分布位置图（图３（ｅ）），最后按照

式（２）、（３），分别计算出了空间支持度（图３（ｆ））

和空间信任度（图３（ｇ））。

设置犛＝０．２及犆＝０．７，将空间支持度和空

间信任度两图层进行空间叠加，形成满足一定强

度和频度的感兴趣空间关联事件（即犆２ 在空间分

布上关联犆１）的空间分布区域，对该空间关联事

件空间分布图进行最小面积过滤（犃设置为３６００

个像元大小，即３．２ｋｍ２），能够得到空间关联分

布的区域图（见图３（ｈ））。尝试为犙、犛、犆、犃参数

设置不同的值（犙＝０．６，犛＝０．３，犆＝０．８，犃＝

２５００），可以得到类似于图３（ｈ）的分布图，说明

这种空间关联性的分布区域总体上保持较为稳定

的分布特征，即这种空间关联性大部分表现在高

程值较大的子区域内。经领域专家分析，大针茅

（犆２）这种植被类型在较高的山脉上才表现出与

冷蒿（犆１）邻近生长的特征，从获取的空间关联规

则看，这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而在不考虑空间异

２８４１



　第３４卷第１２期 沙宗尧等：异质环境下的空间关联规则挖掘

质时无法获得这种规律，证明本算法在实现异质 环境下空间关联规则知识发现时是有效的。

图３　研究区植被类型分布、高程及算法运行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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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空间异质现象在现实中广泛存在，深刻影响

着空间数据的处理与分析。例如，为了解决异质

环境下的多变量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就是

一种有效的方法［８，９］，为解决异质空间下的多因

子依存关系提供统计方法。而在各类空间数据挖

掘与知识发现中，空间异质现象必然也影响着挖

掘分析的结果，也需要一定的方法来发现空间规

律，在这种环境下，将整个空间认为是“均质”地去

进行数据挖掘，得到的结果显然不能反映出事物

的本质，因为这种方法将实际结果“平均”化了，无

法反映出微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在不同的区域内可

能表现出的不同自然规律。本文分析了异质环境

下的空间关联规则挖掘的特征，提出了通过空间

关联事件强度、空间支持度、空间信任度等指标，

实现在异质环境下挖掘空间关联规则及其表现区

域，能更好地反映出事物呈现的真实规律。文中

以特定的例子（草原植被分布的空间关联性）验证

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本文提出的异质环境下空间关联规则挖掘算

法，其所依赖的空间关联性度量指标体系主要是

空间支持度和空间信任度，而这两个指标的计算

都是建立在空间关联关系强度的基础上，前者反

映的是空间对象集的综合特征，而后者反映的仅

是一种个例特征，表达了每个感兴趣的空间实体

（个体）与其他空间实体间的空间关联关系，如在

区域经济中研究工厂（生产企业）与交通道路间可

能存在的空间关联时，即先需要计算每个工厂与

道路网的空间关联关系强度，然后再得到“工厂与

道路分布空间关联”的空间支持度和信任度。通

过这种方法，将空间关联规则挖掘中的个例（对应

于传统的交易数据集中的记录）特性和整个空间

实体集（对应于传统的交易数据集）的统计特征联

系起来，以进行空间支持度和信任度的计算，但与

传统的交易型关联规则挖掘不同的是，这里的个

例特征（关联关系强度）表现的不是０（不相关）１

（相关）关系，而是连续分布的空间关联强度值，由

于这种关联强度在不同的微环境下具有差异性

（空间异质性），本文提出的方法在一定的预设值

阈（犙、犛、犆、犃）下，能发掘出感兴趣区域内“哪些

部分表现出空间关联性及关联规则的强度”。

针对异质环境下的空间关联规则挖掘，目前

有很多工作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首先，算法

实现主要的过程是计算空间关联关系强度，其时

间复杂度为犗（狀２），在输入栅格图层具有很高的

分辨率的情况下，是比较费时的。为了提高算法

效率，可调整空间关联关系度量函数中的外圆半

径犪２，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算法输入参数仍能够得

到趋势一致的结果（空间关联规则分布及强度）。

其次，本文提出的异质环境下挖掘空间关联规则

实质是解决了２项目集（两个空间对象类型间的

空间关联）的空间关联规则挖掘，对于任意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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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集（大于２个项目集）的空间关联规则挖掘，

还需进一步分析。再次，在空间关联关系强度的

度量上，提出用距离函数来计算可能具有一定的

片面性，需要对其优化。最后，由于算法实现需要

一组预设阈值，为了灵活快速地获取处理结果，有

必要开发相关软件，为用户提供一种交互式的参

数设定，并能迅速计算，形成可视化的图形结果，

以便从多种设置中优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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