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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宽边界区域对多种来源的不确定性数据建模，用确定区域的拓扑和方向关系组合描述不确定区

域的拓扑和方向关系。根据拓扑关系和方向关系间内在规律，直接从不确定区域的拓扑符号描述中推理出方

向关系的符号描述，是对已有推理方法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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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多源、多尺度空间数据集中不同版本对

象间的冲突、地理现象的动态变化、数据获取与表

现方式的局限等因素，导致空间数据不能被精确

地观测和表示，因此具有不确定性。地理信息系

统中的各种应用都必须能处理各种不确定性数

据。空间数据不确定性的表达和处理逐渐受到重

视，但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往往忽视了空间数据的

不确定性。特别是在空间关系描述与推理方面，

还缺乏完善的模型和理论，以支持不确定性数据

的查询和处理。

不确定区域指具有不确定性的空间区域，而

宽边界区域是一种数据模型，用于对多种来源的

不确定性区域进行建模，是与确定区域相对应的

一种模型。已有的不确定性有基于概率的位置不

确定性、基于模糊集的模糊对象等多种来源和处

理方法，给空间数据的统一处理增加了难度。多

种来源的不确定性都可用宽边界区域统一建

模［１３］。如用概率方法建模的位置不确定性区域，

用宽边界代替带宽，就可转换为宽边界区域；对于

不完善观测获取的对象，可用宽边界表示边界不

确定的部分；同一地理实体在多源数据集中冲突

的部分用宽边界表示，一致的部分用内区域表示，

因而宽边界区域可建模冲突的对象。用宽边界区

域处理空间数据不确定性，具有以下优势：① 宽

边界表示不确定的范围，内区域表示确定的范围，

而不关心不确定范围内每个点的不确定程度，因

为在很多情况下无法获得不确定性的度量值，或

者无需详细的度量，而只需范围即可；② 对多种

来源的不确定性统一建模，从而统一了不确定性

数据的查询和处理方式；③ 宽边界区域可用矢量

或栅格模型建模，对现有 ＧＩＳ软件进行少许扩

充，即可处理宽边界区域；④ 用宽边界区域建模

不确定性，比基于概率或模糊集的方法简单，易于

理解和处理。

为使ＧＩＳ软件支持不确定数据的查询处理，

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ｉ等基于点集拓扑学，应用扩展九交模

型区分了简单宽边界区域间４４个拓扑关系
［１］。

Ｃｏｈｎ等基于描述逻辑，应用ＲＣＣ模型实现了对

不确定区域及其拓扑关系的处理［４］。这些工作为

不确定区域的拓扑关系描述奠定了基础。近年来

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确定区域的拓扑和方向推

理［５］、确定区域拓扑推理［６］、确定区域方向推

理［７］、不确定区域间的拓扑关系推理［８，９］、不确定

区域方向关系推理［１０］、基于方向关系的不确定区

域拓扑关系推理［３］、不确定区域拓扑关系的计

算［１１，１２］等方面，缺乏基于拓扑关系的不确定区域

方向关系推理方法。尽管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也可描述方

向关系［１３，１４］，但它未被扩充以处理不确定区域，

且未解决推理问题，因此，本文采用方向关系矩阵

描述不确定方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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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拓扑

关系的不确定区域方向关系推理方法。根据本文

推理方法，可直接从不确定区域的拓扑符号描述

中推理出可能的方向关系的符号描述集合，是对

已有推理方法的有益补充［５１２］，形成了一个完整

的不确定数据空间关系推理方法体系，在检测空

间数据的不一致性、空间数据查询的优化处理、基

于关系的空间数据相似性评估和比较中有着重要

应用。

１　宽边界区域拓扑和方向关系

１．１　宽边界区域拓扑关系

定义１　宽边界区域犃由两个确定区域犃１和

犃２组成，且满足条件犃１犃２。犃１称为内区域（表

示确定的部分），犃２为外区域。若犃１犃２，则犃具

有宽边界Δ犃＝犃２－犃°１（表示不确定的部分）；若

犃１＝犃２，则犃退化为一个确定区域（图１）。

图１　宽边界区域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Ｂｒｏａｄ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定义２　如果宽边界区域犃 的内区域犃１和

外区域犃２都是简单确定区域，则犃 是一个简单

宽边界区域；否则犃是一个复杂宽边界区域。

Ｃ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ｉ等用宽边界区域犃 和犅 的宽边

界、内部和外部３个子集所形成的９个交（即扩展

九交模型）来描述简单区域拓扑关系［１］。扩展九

交可区分简单宽边界区域间４４个拓扑关系（图２

仅给出８个）。确定区域间有８个基本拓扑关

系［１５］：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ｃｏｎ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ｉｎ

ｓｉｄ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和ｅｑｕａｌ。由于宽边界区域是由

内区域和外区域组成，因此宽边界区域拓扑关系

可转化为确定区域的拓扑关系来处理。

由于在扩展九交中，对宽边界作了特殊处理

（定义１），因此不能简单使用确定区域的组合来

表示。为使４元组模型与扩展九交等价，宽边界

区域犃和犅 的拓扑关系可用犃°１和犅°１、犃°２和犅２、

犃２ 和犅°１及犃２ 和犅２ 间４个拓扑关系的组合〈犜

（犃１，犅１），犜（犃１，犅２），犜（犃２，犅１），犜（犃２，

犅２）〉描述，即４元组模型。由于定义不同，犜

（犃１，犅１）、犜（犃１，犅２）、犜（犃２，犅１）和犜（犃２，犅２）

是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ｓｉｄｅ′、ｅｑｕａｌ′中的

一个，其与确定区域的８个拓扑关系的对应性见

表１。

基于上述基本关系，扩展九交可区分的每个

拓扑关系对应一个惟一的４元组
［３］。宽边界区域

拓扑关系的４元组表示与扩展九交等价，但有利

表１　确定区域８个基本拓扑关系与４元组基本关系的对应性
［３］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ｂａｓ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ｖｅＢａｓｉｃｏｎｅ

ｓ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ｅｑｕａｌ′

犜（犃１，犅１）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ｃｏｎ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 ｉｎｓｉｄ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 ｅｑｕａｌ

犜（犃１，犅２）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ｃｏｖｅ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ｉｎｓｉｄ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 

犜（犃２，犅１）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 ｉｎｓｉｄｅ 

犜（犃２，犅２）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ｍｅｅ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 ｉｎｓｉｄ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 ｅｑｕａｌ

于实现宽边界区域空间关系推理的实现。

１．２　简单确定区域方向关系

简单确定区域方向关系可用方向关系矩阵描

述［１６］。方向关系矩阵用参照区域的最小外接矩

形把平面空间划分为９个方向区域：犈犃、犠犃、犛犃、

犖犃、犛犈犃、犛犠犃、犖犈犃、犖犠犃和犗犃，分别表示东、

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同一”。

定义３　宽边界区域犃 和犅 的方向关系可

用犃１与犅１、犃１与犅２、犃２与犅１及犃２与犅２间４个

方向关系的组合（犚（犃１，犅１），犚（犃１，犅２），犚

（犃２，犅１），犚（犃２，犅２））描述（图２）。

宽边界区域方向关系可分解为确定区域方向

关系的组合来表示。如图 ２，犚（犃１，犅１）＝

｛犖犠犃｝，犚（犃１，犅２）＝ ｛犠犃，犖犠犃｝，犚（犃２，

犅１）＝ ｛犠犃，犖犠犃｝，犚（犃２，犅２）＝ ｛犖犃，

犖犠犃，犠犃，犗犃｝。方向关系犚（犃１，犅１）和犚（犃１，

犅２）的参照区域是犃１，而犚（犃２，犅１）和犚（犃２，

犅２）的参照区域是犃２。

图２　简单宽边界区域方向关系

Ｆｉｇ．２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ＢＢＲｓ

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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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犃１犃２和犅１犅２，因而犚（犃１，犅１）、犚

（犃１，犅２）、犚（犃２，犅１）和犚（犃２，犅２）必然存在约

束［３］。简单确定区域间有２１８个有效的方向关

系，但不是２１８个中任意四个方向关系的组合都

能描述宽边界区域方向关系，只有满足约束条件

１～３的四个关系的组合才是有意义的。

２　基于拓扑关系的确定区域方向关

系推理

　　基于拓扑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指从已知的拓

扑关系中推理未知的方向关系，如根据对象犃和

犅 的拓扑关系推理犃 和犅 间的方向关系。根据

已知拓扑关系的个数可进一步分为基于１个拓扑

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和基于２个拓扑关系的推

理。前者指根据犜（犃，犅）推理犚（犃，犅），后者指

根据犜（犃，犅）和犜（犅，犆）推理犚（犃，犆）。

２．１　基于１个拓扑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

由于确定区域间的拓扑关系共有８个，因而

这种推理有８个推理规则（表２）。

表２　基于１个拓扑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Ｏｎｅ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ｏｖｅｒｌａｐ ｃｏｎ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ｓｉｄ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ｅｑｕａｌ

犝 犝 犝×｛犗犃｝ ｛犗犃｝ ｛犗犃｝ 犝１ 犝×｛犗犃｝ ｛犗犃｝

　　根据表２，８个拓扑关系可产生４种推理结

果：犝、犝×｛犗犃｝、｛犗犃｝、犝１，其证明和含义如下。

１）推理结果犝 表明，根据这种拓扑关系，所

能推理到的方向关系为简单确定区域间所有可能

的２１８个方向关系，不能排除任何方向关系。

２）推理结果犝×｛犗犃｝表明，根据这种拓扑关

系，所能推理到的结果为简单确定区域间所有包

含方向犗犃的方向关系（符号×表示两个集合的笛

卡儿积），共１６２个，可排除５６个不可能的关系。

３）推理结果｛犗犃｝表明，犚（犃，犆）只能为

｛犗犃｝，排除了２１７个不可能的方向关系。

４）推理结果 犝１ ＝ ｛｛犗犃，犈犃，犛犃，犖犃，

犠犃｝｝×δ（犛犈犃，犛犠犃，犖犈犃，犖犠犃）表示集合

｛犗犃，犈犃，犛犃，犖犃，犠犃｝与关系集合｛｛犛犈犃｝，

｛犛犠犃｝，｛犖犈犃｝，｛犖犠犃｝，｛犛犈犃，犛犠犃｝，｛犛犈犃，

犖犈犃｝，｛犛犈犃，犖犠犃｝，｛犛犠犃，犖犈犃｝，｛犛犠犃，

犖犠犃｝，｛犖犈犃，犖犠犃｝，｛犛犈犃，犛犠犃，犖犈犃｝，

｛犛犈犃，犛犠犃，犖犠犃｝，｛犛犈犃，犖犈犃，犖犠犃｝，

｛犛犠犃，犖犈犃，犖犠犃 ｝， ｛犛犈犃，犛犠犃，犖犈犃，

犖犠犃｝｝的笛卡尔积，共有１５个方向关系。故犚

（犃，犆）有１５个可能的取值，排除了２０３个不可

能的方向关系。

由方向关系矩阵的定义可知，对象犃的外接

矩形外部被分为８个方向，外接矩形被定义为

犗犃。当犃 和犅 的拓扑关系是ｄｉｓｊｏｉｎｔ和 ｍｅｅｔ

时，由于犅在犃 的外部，因此犅既可以在犃 的外

接矩形外，也可在外接矩形内，因此，犅可经过犃

的任意方向（即犝）。

当犃和犅 的拓扑关系为ｏｖｅｒｌａｐ时，犅必然

经过犃 的内部，即犅必然经过方向犗犃；同时，由

于犅的部分位于犃 的外部，因此犅也必然经过犃

的其他方向，因此犃 和犅 间的方向关系为犝 和

｛犗犃｝的笛卡儿积。

同理，可得其他６个拓扑关系所对应的方向

关系。

２．２　基于２个拓扑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

犜（犃，犅）和犜（犅，犆）各有８个关系，故根据

犜（犃，犅）和犜（犅，犆）推理犚（犃，犆）共有６４种组

合类型。由于根据犜（犃，犆）推理犚（犃，犆）的结

果可从表２中获得，因此根据犜（犃，犅）和犜（犅，

犆）推理犚（犃，犆）可按照如下步骤计算。

１）根据确定区域拓扑关系推理方法
［６］，从

犜（犃，犅）和犜（犅，犆）可推理出区域犃 和犆 间所

有可能的拓扑关系集合犜；

２）对于每个狋犻∈犜（１≤犻≤｜犜｜，｜犜｜为集合

犜的元素个数），狋为确定区域间８个基本拓扑关

系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ｃｏｎ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ｉｎｓｉｄ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和ｅｑｕａｌ中之一。

３）根据表２，可获得每个拓扑关系狋犻所对应

的方向关系集合犚犻。

４）令犚＝∪｜
犜｜
犻＝１犚犻，则犚为最终的推理结果。

根据上述推理方法，可获得基于２个拓扑关

系的方向关系推理的６４种组合及其所对应的推

理结果（表３）。

３　基于拓扑关系的宽边界区域方向

关系推理

　　基于拓扑关系的宽边界区域方向关系推理，

就是根据宽边界区域拓扑关系的４元组表示推

理宽边界区域方向关系的组合描述。

３．１　基于１个拓扑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方法

由于宽边界区域间有４４个拓扑关系，而每个

拓扑关系惟一对应一个４元组描述，因此基于１

个拓扑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可直接从拓扑关系

的４元组犜（犃，犅）＝ （犜（犃１，犅１），犜（犃１，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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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于２个拓扑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ｗｏ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ｍｅｅ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ｃｏｖｅｒ ｉｎｓｉｄ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 ｅｑｕａｌ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犝 犝 犝 犝 犝 犝 犝 犝

ｍｅｅｔ 犝 犝 犝 犝 犝 犝 ｛犗犃｝ 犝 犝

ｏｖｅｒｌａｐ 犝 犝 犝 犝 犝 犝 ｛犗犃｝ 犝 ｛犗犃｝ 犝 ｛犗犃｝

ｃｏｎｔａｉｎ 犝 犝 ｛犗犃｝ 犝 ｛犗犃｝ ｛犗犃｝ ｛犗犃｝ 犝 ｛犗犃｝ 犝 ｛犗犃｝ ｛犗犃｝

ｃｏｖｅｒ 犝 犝 犝｛犗犃｝ ｛犗犃｝ ｛犗犃｝ 犝｛犗犃｝ 犝｛犗犃｝ ｛犗犃｝

ｉｎｓｉｄｅ 犝 犝 犝 犝 犝 犝１ 犝１ 犝１

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 犝 犝 犝 犝 犝 犝１ 犝｛犗犃｝ 犝 ｛犗犃｝

ｅｑｕａｌ 犝 犝 犝｛犗犃｝ ｛犗犃｝ ｛犗犃｝ 犝１ 犝｛犗犃｝ ｛犗犃｝

犜（犃２，犅１），犜（犃２，犅２））中推理对应的方向关系

组合描述犚（犃，犅）＝〈犚（犃１，犅１），犚（犃１，犅２），

犚（犃２，犅１），犚（犃２，犅２）〉。

具体推理的步骤如下。

１）由于表２是按照８个基本关系组织的，而

４元组是按照５个基本关系表示的，因此，需根据

表１，分别将犜（犃１，犅１）、犜（犃１，犅２）、犜（犃２，犅１）

和犜（犃２，犅２）转换为确定区域间８个拓扑关系的

集合，分别记为犜１、犜２、犜３和犜４。

２）根据犜１可推理到所有可能的犚（犃１，犅１），

记为犜１犚１；同理，可完成犜２犚２、犜３犚３、犜４

（犚４推理（查询表２可获推理结果）。

３）对于狉１∈犚１、狉２∈犚２、狉３∈犚３ 和

狉４∈犚４，〈狉１，狉２，狉３，狉４〉为从〈犜（犃１，犅１），犜（犃１，

犅２），犜（犃２，犅１），犜（犃２，犅２）〉推理到的一个可能

的宽边界区域方向关系。

４）由于只有满足约束条件的４个方向关系

的组合才是有效的，因此还需检查狉１、狉２、狉３ 和狉４

是否满足约束条件。所有满足条件的组合为最终

推理结果。

３．２　基于２个拓扑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方法

基于２个拓扑关系的宽边界区域方向关系推

理，是从犜（犃，犅）＝〈犜（犃１，犅１），犜（犃１，犅２），

犜（犃２，犅１），犜（犃２，犅２）〉和犜（犅，犆）＝〈犜（犅１，

犆１），犜（犅１，犆２），犜（犅２，犆１），犜（犅２，犆２）〉推理

宽边界区域犃 和犆 间的方向关系犚（犃，犆）＝

〈犚（犃１，犆１），犚（犃１，犆２），犚（犃２，犆１），犚（犃２，

犆２）〉。由于宽边界区域间有４４个拓扑关系，因此

基于２个拓扑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结果可用一个

４４×４４的组合表来表示。基于２个拓扑关系的

宽边界区域方向关系推理可用以下４个公式计

算。

犚（犃１，犆１）＝犜（犃１，犅１）犜（犅１，犆１）∩

　犜（犃１，犅２）犜（犅２，犆１）

犚（犃１，犆２）＝犜（犃１，犅１）犜（犅１，犆２）∩

　犜（犃１，犅２）犜（犅２，犆２）

犚（犃２，犆１）＝犜（犃２，犅１）犜（犅１，犆１）∩

　犜（犃２，犅２）犜（犅２，犆１）

犚（犃２，犆２）＝犜（犃２，犅１）犜（犅１，犆２）∩

　犜（犃２，犅２）犜（犅２，犆２）

（１）

　　由基于２个拓扑关系的确定区域方向关系推

理可知，根据 犜（犃１，犅１）和 犜（犅１，犆１）以及

犜（犃１，犅２）和犜（犅２，犆１）均可推理出犃１和犆１的

方向关系犚（犃１，犆１）的可能取值，即犜（犃１，犅１）

犜（犅１，犆１）犚（犃１，犆２）、犜（犃１，犅２）犜（犅２，犆１）

犚（犃１，犆１）。由于这两个约束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故犚（犃１，犆１）是上述两个推理结果的交集。同

理，犚（犃１，犆２）、犚（犃２，犆１）和犚（犃２，犆２）也可由

式（１）计算。这４个方向关系的有效组合，即为宽

边界区域犃和犅 间的方向表示。

具体推理可按以下４个步骤进行。

１）将犜（犃１，犅１）、犜（犃１，犅２）、犜（犃２，犅１）和

犜（犃２，犅２）转换为确定区域间８个拓扑关系的集

合，分别记为犜１、犜２、犜３和犜４；同样，将犜（犅１，

犆１）、犜（犅１，犆２）、犜（犅２，犆１）和犜（犅２，犆２）转换为

犜′１、犜′２、犜′３和犜′４。

２）按照式（１）计算犚（犃１，犅１）可能取值的集

合犚１（犚１＝∪（犜１犜′１∩犜２犜′３）。同理可计算出

犚２、犚３、犚４。

３）集合犚１、犚２、犚３和犚４的笛卡尔积 犚＝

犚１×犚２×犚３×犚４为推理结果。令 狉２∈犚２、

狉３∈犚３ 和狉４∈犚４，则〈狉１，狉２，狉３，狉４〉∈犚，代表

了从犜（犃，犅）和犜（犅，犆）推理到的宽边界区域犃

和犆间一个可能的方向关系。

４）所有满足宽边界区域约束条件的组合

〈狉１，狉２，狉３，狉４〉为最终的推理结果。

图３（ａ）中，犜（犃，犅）＝（犱，狅，犮，犮）、犜（犅，

犆）＝〈狅，狅，狅，狅〉。根据表１转换后，犜１＝｛ｄｉｓ

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犜２＝｛ｏｖｅｒｌａｐ，ｃｏｖｅｒ｝、犜３＝｛ｃｏｎ

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和犜４＝｛ｃｏｎ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犜′１＝｛ｏｖｅｒ

ｌａｐ｝、犜′２＝｛ｏｖｅｒｌａｐ，ｃｏｖｅｒ｝、犜′３＝｛ｏｖｅｒｌａｐ，ｃｏｖ

ｅｒｅｄＢｙ｝和犜４′＝｛ｏｖｅｒｌａｐ，ｍｅｅｔ｝。根据表３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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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犚１＝犝、犚２＝犝、犚３＝犝×｛犗犃｝和犚４＝犝

×｛犗犃｝。因此根据犚（犃，犅）和犚（犅，犆），宽边界

区域犃和犆方向关系组合描述中，犚（犃１，犆１）和犚

（犃１，犆２）为２１８个确定区域方向关系之一，犚（犃２，

犆１）和犚（犃２，犆２）为１６２个包含方向犗犃的方向关系

之一。笛卡尔积犚１×犚２×犚３×犚４中，所有满足约

束条件的组合为可能的方向关系之一。

图３（ｂ）中，犜（犃，犅）＝〈犮，犮，犮，犮〉、犚（犅，犆）

＝〈犮，犮，犮，犮〉。根据表１转换后，犜１＝犜′１＝

｛ｃｏｎ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犜２＝犜２′＝｛ｃｏｎｔａｉｎ｝、犜３＝犜′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犜４＝犜′４＝｛ｃｏｎｔａｉｎ，ｃｏｖｅｒ｝。

图３　基于２个拓扑关系的方向关系推理

Ｆｉｇ．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根据表３和推理方法，犚１＝｛犗犃｝、犚２＝｛犗犃｝、犚３

＝｛犗犃｝和犚４＝｛犗犃｝。因此在这种组合推理中，

宽边界区域犃 和犆 的方向关系是惟一的，即犚

（犃，犆）＝〈｛犗犃｝，｛犗犃｝，｛犗犃｝，｛犗犃｝〉。

按照相同的方法，可计算出简单宽边界区域

间所有４４×４４对拓扑关系所对应的方向关系，并

把推理结果表示为一个４４×４４的组合表。

３．３　宽边界区域退化为确定区域时的推理

当不确定区域退化到确定区域时，推理方法

仍然有效。根据定义１，当内区域犃１和外区域犃２

相同时，就退化为确定区域；当犃１是犃２的真子集

时，即为宽边界区域。把犃１＝犃２、犅１＝犅２作为约

束条件，可从宽边界区域拓扑关系中排除３６个不

符合条件的关系，剩余的拓扑关系只有８个，与九

交模型一致（表４）。根据定义３，若犃１＝犃２、犅１＝

犅２，则方向组合描述中４个关系相同，即犚（犃，

犅）＝犚（犃１，犅１）＝犚（犃１，犅２）＝犚（犃２，犅１）＝

犚（犃２，犅２）。

表４　确定区域拓扑关系４元组

Ｔａｂ．４　Ｔｈｅ４ｔｕｐｌｅｓｏｆ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ｒｉｓｐＲｅｇｉｏｎｓ

确定关系 ４元组 确定关系 ４元组 确定关系 ４元组 确定关系 ４元组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犱，犱，犱，犱〉 ｍｅｅｔ 〈犱，犱，犱，狅〉 ｏｖｅｒｌａｐ 〈狅，狅，狅，狅〉 ｃｏｖｅｒ 〈犮，狅，犮，犮〉

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 〈犻，犻，狅，犻〉 ｃｏｎｔａｉｎ 〈犮，犮，犮，犮〉 ｉｎｓｉｄｅ 〈犻，犻，犻，犻〉 ｅｑｕａｌ 〈犲，犻，犮，犲〉

　　现简单说明，当不确定区域退化为确定区域

后，根据§３．１的计算方法，基于一个拓扑关系的

方向推理仍然可行。当犜（犃，犅）＝〈犱，犱，犱，狅〉

时，根据表１转换为确定区域拓扑关系犜１＝｛ｄｉｓ

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犜２＝｛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犜３＝｛ｄｉｓ

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和犜４＝｛ｏｖｅｒｌａｐ，ｍｅｅｔ｝；根据表２，

可得犜１（犚１＝犝、犜２（犚２＝犝、犜２（犚２＝犝 和犜２（犚２

＝犝×｛犗犃｝。根据约束条件犚（犃，犅）＝犚（犃１，

犅１）＝犚（犃１，犅２）＝犚（犃２，犅１）＝犚（犃２，犅２），最

终结果为犝×｛犗犃｝。对照表２可知，在确定区域

拓扑关系为 ｍｅｅｔ时，基于４元组的推理与基于

九交的推理是等价的。同理其他７个拓扑关系的

推理方法仍然有效。

按照相似方法，当宽边界区域退化为确定区

域时，§３．２的方法仍然有效。

需指出的是，确定区域推理结果已经在表２

和表３给出，因此无需基于４元组进行推理。上

述内容仅说明本文推理方法在宽边界区域退化为

确定区域时，仍然有效且结果一致，因而同样用于

推理确定区域与不确定区域的拓扑和方向的集成

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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