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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拓扑关系和方向关系组合描述框架，在统一的框架下研究拓扑和方向关系。采用９交模

型描述拓扑关系，方向关系矩阵模型表达方向关系，并给出了有意义的方向片组合，将两者统一到一个框架下

进行描述。在统一描述框架下，拓扑关系与方向关系相互约束。阐述了７个定理及其证明，描述了拓扑关系

与方向关系之间的相互约束，实现拓扑关系和方向关系有效性的相互检测。拓扑关系和方向关系组合描述能

够提高空间关系描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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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空间中的空间目标之间存在着各种与空

间有关的关系。空间关系在空间数据建模、空间

查询、空间分析、空间数据挖掘等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１３］。

拓扑关系与方向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空间关

系，它们从不同方面刻画了空间关系的特征。在

空间拓扑关系研究方面，点集拓扑法、区域连接演

算法、符号投影法、外接矩形法和广义交模型描述

法等用于拓扑关系的描述［４６］。方向关系描述方

法可以分为三类［７，８］：锥形模型、基于投影的模

型、基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模型。在空间关系集成研

究方面，文献［９１２］进行了研究。拓扑和方向空

间关系之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

的联系。目前，拓扑和方向关系组合描述及其相

互约束的研究不多，空间关系的表达不够细致，为

此，本文构建了一种拓扑和方向关系组合描述框

架，研究它们之间的约束关系，提高空间关系描述

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１　拓扑和方向关系描述方法

１．１　拓扑关系描述

拓扑关系描述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空间目标与

所对应的拓扑关系之间的映射。不同的拓扑关系

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但映射的结果必须与认知

的概念相一致，还需要考虑到拓扑关系推理等特

性。Ｒａｎｄｅｌｌ和 Ｃｏｈｎ等
［５］通过区域连接演算

（ＲＣＣ）理论来描述空间目标之间的拓扑关系；

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等基于点集拓扑理论，先后提出４交

模型（４ＩＭ）、９交模型（９ＩＭ）描述简单空间目标拓

扑关系，其中９ＩＭ 通过描述空间目标的内部、边

界和外部来表达空间目标之间的拓扑关系。无论

是ＲＣＣ理论，还是交集模型，都区分８种符合人类

认知的简单面／面之间的拓扑关系。为了将拓扑

关系描述与方向关系描述统一到一个框架下，本

文采用９ＩＭ来描述简单面／面之间的拓扑关系。

简单面／面之间存在８种有意义的拓扑关系，

即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Ｍｅｅ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ｓ，Ｃｏｖｅｒｓ，Ｃｏｎ

ｔａｉｎｓ，Ｅｑｕａｌ，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Ｉｎｓｉｄｅ｝，分别记作｛ｄ，

ｍ，ｏ，ｃｖ，ｃｔ，ｅ，ｃＢ，ｉ｝。

１．２　方向关系描述

本文采用方向关系矩阵对方向关系进行描述。

方向关系矩阵模型由Ｇｏｙａｌ等
［１３］提出，它以空间目

标的最小外接矩形（ＭＢＲ）为参考方向，将空间划分

为９个方向区域（称为方向片），以源目标与各方向

区域的交叠情况为元素，构成一个方向关系矩阵来

描述与定义空间目标间的方向关系。９个方向片

分别是北、东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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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Ｒ所在的方向片，分别记作｛Ｎ犃，ＮＥ犃，Ｅ犃，

ＳＥ犃，Ｓ犃，ＳＷ犃，Ｗ犃，ＮＷ犃，Ｏ犃｝。

理论上，有２９＝５１２种方向关系矩阵，但考虑

到源目标的连通性，不是全部的５１２种方向关系

都有意义。线和面状空间目标之间的连通性描述

也有一定差异。考虑到面状空间目标的连通性，

Ｇｏｙａｌ分析后认为，只有２１８种方向片的组合有

意义［１３］。但是，对于源目标为线状目标的情况，

则还应包含其他有意义的情况。在分析Ｇｏｙａｌ总

结的２１８种有意义的方向片的基础上，本文总结

了其他的１６３种有意义的方向片组合，如图１所

示。图中，每一个栅格代表一个方向片，黑色的方

向片表示源空间目标所在的方向片区域。所以，

对于线状空间目标，总共有２１８＋１６３＝３８１种具

有实际意义的方向片组合。

２　组合描述及其相互约束

２．１　拓扑关系和方向关系组合描述

拓扑关系主要考虑空间目标内部、边界和外

图１　源目标为线的其他１６３种有意义的方向片组合

Ｆｉｇ．１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１６３Ｖａｌｉ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ｉｌｅｓｆｏｒＬｉｎｅａ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

部的相交情况，而不关心空间目标之间的方位关

系，方向关系则研究空间目标的方位，而不顾及空

间目标边界或者内部的相交情况。拓扑关系与方

向关系结合能够比单一空间关系更精确地描述空

间关系，因此，有必要构造一种集成描述模型同时

表达拓扑和方向空间关系。

由于拓扑关系和方向关系分别采用３×３的

矩阵进行描述，空间目标之间的拓扑关系和方向

关系组合描述框架可以用３×６的矩阵进行表达，

如式（１）所示：

ＴＤＲ＝

犃狅 ∩犅
狅 犃狅 ∩犅 犃狅 ∩犅

－ ＮＷ犃 ∩犅 Ｎ犃 ∩犅 ＮＥ犃 ∩犅

犃∩犅
狅
犃∩犅 犃∩犅

－ Ｗ犃 ∩犅 Ｏ犃 ∩犅 Ｅ犃 ∩犅

犃－∩犅
狅 犃－

∩犅 犃－
∩犅

－ ＳＷ犃 ∩犅 Ｓ犃 ∩犅 ＳＥ犃 ∩

烄

烆

烌

烎犅

（１）

式中，元素的取值为｛０，１｝，分别表示｛空集，非空

集｝；左边３×３的矩阵表示拓扑关系，右边３×３的

矩阵表示方向关系。可见，拓扑关系和方向关系的

组合描述框架ＴＤＲ能够更加精确地表示空间关系。

２．２　拓扑关系对方向关系的约束

拓扑关系与方向关系是相互影响的，拓扑关

系能够对方向关系产生约束。计算拓扑关系对方

向关系产生的约束，可以根据空间目标之间的拓

扑关系推理出空间目标 ＭＢＲ之间的拓扑关系

（表１给出了拓扑关系与 ＭＢＲ拓扑关系的对应

关系），然后判断空间目标之间可能的方向关系。

以下给出了４个定理及其证明描述了拓扑关系对

方向关系的约束。

表１　空间目标之间拓扑关系与相应的 犕犅犚拓扑关系

Ｔａｂ．１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Ｔ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ＭＢＲ

拓扑关系 ＭＢＲ拓扑关系
拓扑

关系
ＭＢＲ拓扑

关系

ｄ ｄ∨ｍ∨ｏ∨ｃｖ∨ｃｔ∨ｃＢ∨ｉ ｃｔ ｃｔ∨ｃｖ

ｍ ｅ∨ｍ∨ｏ∨ｃｖ∨ｃｔ∨ｃＢ∨ｉ ｅ ｅ

ｏ ｅ∨ｏ∨ｉ∨ｃＢ∨ｃｔ∨ｃｖ ｃＢ ｅ∨ｉ∨ｃＢ

ｃｖ ｅ∨ｃｔ∨ｃｖ ｉ ｉ∨ｃＢ

　　定理１　当拓扑关系为 Ｅｑｕａｌ、Ｃｏｖｅｒｓ或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时，方向关系为Ｏ，即空间目标在相同的

方向片上。

证明　如果空间目标犃 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

系为Ｅｑｕａｌ，两个空间目标相等，根据表１，则它们

的 ＭＢＲ也相等，所以方向关系为 Ｏ。如果犃 和

犅 之间为 Ｃｏｖｅｒｓ或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时，则 ＭＢＲ犃 

ＭＢＲ犅，犃的ＭＢＲ包含犅的ＭＢＲ，所以方向关系

为Ｏ。

定理２　当拓扑关系为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或者 Ｍｅｅｔ

时，空间目标之间的方向关系是所有有意义的方

向片组合。

证明　如果空间目标犃 和犅 的拓扑关系为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则 ＭＢＲ之间的拓扑关系为相交或非相

交，但两个 ＭＢＲ肯定不相等，空间目标犅可能与

犃 的任意方向片相交，方向关系为任意方向片组

合，所以它们之间的方向关系为所有可能有意义

的方向关系。如果空间目标犃 和犅 的拓扑关系

为 Ｍｅｅｔ，则它们的 ＭＢＲ为相交或者相接关系，

但不可能为相离关系，空间目标犅可以与犃 的任

意方向片相交，方向关系为任意方向片组合，所以

它们之间的方向关系为所有可能有意义的方向关

系。

６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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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３　当拓扑关系为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或Ｉｎｓｉｄｅ，

方向关系为包含Ｏ的所有方向片组合。

证明　如果空间目标犃 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

系为 ＣｏｖｅｒｅｄＢｙ，则 ＭＢＲ犃ＭＢＲ犅，犅 的 ＭＢＲ

包含犃的 ＭＢＲ，所以方向关系为包含Ｏ方向片

的所有有意义的方向片组合。如果空间目标犃

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系为Ｉｎｓｉｄｅ，则 ＭＢＲ犃 

ＭＢＲ犅，犃的 ＭＢＲ是犅的 ＭＢＲ的真子集，所以

方向关系为包含Ｏ的方向片的所有有意义的方

向片组合，但不包含仅有一个方向片Ｏ的情况。

定理４　当拓扑关系为 Ｏｖｅｒｌａｐｓ，方向关系

为包含Ｏ的所有方向片组合。

证明　如果空间目标犃 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

系为 Ｏｖｅｒｌａｐｓ，则 ＭＢＲ犃∩ＭＢＲ犅≠，即犃 的

ＭＢＲ和犅的 ＭＢＲ一定相交，所以方向关系为包

含Ｏ的方向片的所有有意义的方向片组合。

以上４个定理表达了拓扑关系对方向关系的

约束，可以根据已知的拓扑关系推断出可能的方

向关系。在拓扑关系和方向关系组合描述框架

中，可以根据以上４个定理自动检测出不合理的

组合描述。

２．３　方向关系对拓扑关系的约束

在空间关系中，方向关系也对拓扑关系产生

约束。计算方向关系对拓扑关系产生的约束，可

以根据方向关系确定空间目标 ＭＢＲ之间的拓扑

关系，然后据此判断出空间目标之间的拓扑关系

（表２给出了 ＭＢＲ拓扑关系与相应的空间目标

之间的拓扑关系）。以下给出了３个定理及其证

明描述方向关系对拓扑关系的约束。

表２　犕犅犚拓扑关系与相应的空间目标之间的拓扑关系

Ｔａｂ．２　ＭＢＲ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ＴＲｓ）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ＭＢＲ拓

扑关系
拓扑关系

ＭＢＲ拓

扑关系
拓扑关系

ｄ ｄ ｃｔ ｄ∨ｍ∨ｏ∨ｃｔ∨ｃｖ

ｍ ｄ∨ｍ ｅ ｅ∨ｏ∨ｃＢ∨ｃｖ

ｏ ｄ∨ｍ∨ｏ ｃＢ ｄ∨ｍ∨ｏ∨ｉ∨ｃＢ

ｃｖ ｄ∨ｍ∨ｏ∨ｃｔ∨ｃｖ ｉ ｄ∨ｍ∨ｏ∨ｉ∨ｃＢ

　　对于空间目标的方向关系，方向关系Ｄｉｒ中

是否包含方向片Ｏ影响到拓扑关系的判断，故将

方向关系Ｄｉｒ按其是否包含方向片Ｏ分为三种情

况：① 不包含方向片Ｏ；② 等于方向片Ｏ；③ 真

包含方向片Ｏ。定理５～定理７讨论了以上３种

情况下方向关系对拓扑关系的约束。

定理５　对于方向片组合Ｄｉｒ中不包含方向

片Ｏ的情况，则空间目标犃 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

系为Ｄｉｓｊｏｉｎｔ或者 Ｍｅｅｔ。

证明　如果方向片组合Ｄｉｒ中不包含方向片

Ｏ，则犃和犅 的 ＭＢＲ之间仅可能在边界处相交

或者不相交，ＭＢＲ之间的拓扑关系为Ｄｉｓｊｏｉｎｔ或

者 Ｍｅｅｔ，根据表２可知，犃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系

为Ｄｉｓｊｏｉｎｔ或者 Ｍｅｅｔ关系。

定理６　对于方向片组合Ｄｉｒ等于方向片Ｏ

的情况，空间目标犃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系可能为

ｄ、ｍ、ｏ、ｃｖ、ｃｔ、ｅ或者ｃＢ。

证明　如果方向片组合Ｄｉｒ等于方向片 Ｏ，

则源目标犅的 ＭＢＲ在参考目标犃的 ＭＢＲ的内

部，即 ＭＢＲ犃ＭＢＲ犅，犃 和犅 的 ＭＢＲ的拓扑关

系为ｃｖ、ｃｔ或者ｅ关系，根据表２可知，犃和犅 之

间的拓扑关系可能为ｄ、ｍ、ｏ、ｃｖ、ｃｔ、ｅ或者ｃＢ，但

不可能为ｉｎｓｉｄｅ。

定理７　对于方向片组合Ｄｉｒ中真包含方向

片Ｏ的情况，空间目标犃 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系

可能为ｄ、ｍ、ｏ、ｉ或者ｃＢ。

证明　如果方向片组合Ｄｉｒ中真包含方向片

Ｏ，则空间目标犃和犅 的 ＭＢＲ一定相交，并且犅

的ＭＢＲ一定不是犃的ＭＢＲ的子集，即ＭＢＲ犃∩

ＭＢＲ犅≠ ∧ ＭＢＲ犅ＭＢＲ犃，所以，犃 和犅 的

ＭＢＲ的拓扑关系为ｏ、ｃＢ或者ｉ，根据表２可知，

犃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系为ｄ、ｍ、ｏ、ｉ或者ｃＢ。

通过以上３个定理可以得到方向关系对拓扑

关系的约束。根据已知的方向关系限定空间目标

之间的拓扑关系，并可以用于推理出可能的拓扑

关系对组合描述进行验证。

２．４　实例分析

以图２为例，对空间目标犃和犅 的拓扑和方

向关系进行组合描述。无论是ＲＣＣ或者交集模

型，仅能描述图２中空间目标犃和犅 之间的拓扑

关系为相离关系，而不能说明空间目标之间的方

向关系。方向关系模型则仅能说明空间目标之间

的方位，而不能说明二者的拓扑关系。使用ＴＤＲ

图２　空间目标犃、犅之间的拓扑和方向关系

Ｆｉｇ．２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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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空间目标犃和犅 之间的空间关系，能够更加

明确地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式（２）是空间目标

犃和犅 之间的ＴＤＲ表示结果：

ＴＤＲ犃犅 ＝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烄

烆

烌

烎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２）

　　同时，可以根据定理１～定理７验证式（２）的

正确性。根据式（２）左半部分３×３的矩阵，可以

判断空间目标犃和犅 的拓扑关系为Ｄｉｓｊｏｉｎｔ，根

据定理２可知，它们之间的方向关系为所有可能

有意义的方向关系。根据式（２）右半部分３×３的

矩阵，可以判断空间目标犃 和犅 的方向关系为

Ｅ犃和ＳＥ犃方向片的组合，根据定理５可知，犃 和

犅 的拓扑关系为Ｄｉｓｊｏｉｎｔ或者 Ｍｅｅｔ，由此可以判

断式（２）是有意义的拓扑和方向关系组合描述。

３　结　语

拓扑关系与方向关系是两类基本的空间关

系，它们从不同方面刻画了空间关系的特性。本

文提出的拓扑和方向关系组合描述方法能够提高

空间关系描述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给出的拓扑关

系和方向关系的相互约束的定理及其证明能够用

于空间关系推理及其知识获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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