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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研究不确定数据间的拓扑关系，针对“蛋黄”模型中４６个拓扑关系内部逻辑关系不清的缺点，给

出了“蛋黄”模型的邻近拓扑关系之间的动态变化图和相应的９３个拓扑关系，去掉４１个含“切”的拓扑关系

和６个重复的拓扑关系，仍然得到４６个拓扑关系，这与Ｃｏｈｎ的理论是一致的，在完善了“蛋黄”模型的同时

提高了其空间推理能力。

关键词：不确定性分析；拓扑关系；“蛋黄”模型；空间推理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区域之间的拓扑关系在空间数据挖掘、图像

数据挖掘中可以用来描述挖掘到的知识和规则，

提取与挖掘任务相关的数据，简化挖掘算法。在

图像分析和理解中［１］，使图像分析方法不再局限

于以像素为单元，突出图像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

系，为基于图像语义的图像分析和理解提供有效

的方法；在ＧＩＳ中，作为ＧＩＳ的一个基本理论问

题构成了空间推理的基本方面。甚至有些学者认

为，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与区域实体本身同等重

要，有关区域拓扑关系的研究在空间数据挖掘、图

像数据挖掘和ＧＩＳ中占的地位日益突出。

区域之间的拓扑关系从整体来看包括精确区

域之间的拓扑关系和不确定区域之间的拓扑关

系。在精确区域目标之间的拓扑关系方面，

Ｃｌａｒｋｅ
［２］提出了关于空间演算的逻辑公式及其一

系列定理。基于Ｃｌａｒｋｅ的工作，Ｃｏｈｎ
［３，４］等提出

了ＲＣＣ系统。此后，ＲＣＣ理论又得到进一步的

完善、应用和发展［５］。ＲＣＣ模型不像传统拓扑中

以点为基元，而是以区域为基元，区域可以是任意

维，但在特定的形式化模型中，所有区域的维数是

相同的，如在考虑二维模型时，区域边界和区域间

的交点不被考虑进来。１９９１年，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提出

的４交集模型
［６，７］是基于点集拓扑学的，它完备

地描述了两个简单空间实体（简单点、线和面）间

的拓扑关系，但不能保证线／线、线／面和面／面关

系描述的唯一性，即不能保证一个４交矩阵取值

对应唯一的物理解释，因此许多通过人眼能够轻

松区别开的情况，利用４交集模型却无法区别。

针对４交集模型的不足，Ｅｇｅｎｈｏｆｅｒ等人在考虑

空间目标的内部和边界之外，还考虑了空间目标

的外部，引入空间实体的外部，把４交集模型扩

展到９交集模型。在不确定区域之间的拓扑关

系研究中，主要的不确定性模型有４类
［８］：① 精

确模型，对确定性空间对象的关系模型进行转化，

在一定的约束下处理不确定性空间对象；② 模糊

模型，基于模糊集理论，主要建模空间对象间关系

的模糊性；③ 粗集模型，基于粗糙集理论，通过空

间对象的上、下近似来处理对象间关系的不确定

性；④ 概率模型，基于概率理论，主要建模位置和

度量不确定性。

Ｃｏｈｎ等人提出的“蛋黄”模型
［９］是精确模型

中的一种，该模型是基于区域对模型给出了一种

不确定性区域的拓扑关系模型，“黄”对应下分明，

“蛋”对应上分明，“蛋白”为二者的差，分别相当于

区域的整体、确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王树良等

人［１０］认为，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中，空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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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相互混杂，界线有时不是很分明，所以研究逼近

地学目标的现实存在形式的理论和方法具有现实

意义，因此引入粗糙集的思想后提出了由粗实体、

粗关系和粗算子组成的地学粗空间。文献［９］中

给出的“蛋黄”模型及其中的４６种拓扑关系是经

典模型，但是该文没有给出这些拓扑关系的内部

逻辑关系，不能够反映空间目标之间拓扑关系的

变化趋势，使得“蛋黄”模型的空间推理能力受到

限制。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在借鉴９交集模型的

表示方式的基础上，根据邻接拓扑关系的最短拓

扑关系图给出了其变化过程，从而有效改善了

“蛋黄”模型的空间推理能力。

１　基于邻接关系的“蛋黄”模型

鉴于９交集模型只能描述边界确定的两个

区域之间的拓扑关系，对边界不确定区域之间的

拓扑关系就不能直接应用，这里在９交集模型和

文献［１０］介绍的粗空间拓扑学的启发下，借鉴９

交集模型的表示形式，用犔表示“蛋黄”，犅 表示

“蛋白”，犖 表示“蛋的外部”，即不确定区域的补

集，得到了两个不确定区域狉犻和狉犼之间的９个拓

扑不变量，组成的３×３的９交矩阵如下：

犕（狉犻，狉犼）＝

犔狉犻 ∩犔狉
犼
犔狉犻 ∩犅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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烄

烆

烌

烎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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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页Ⅴ彩图１给出了由两个不确定区域犪和

犫（分别用红色和黑色表示）构成的一个拓扑关系

狉１，并指出了犔犪、犅犪、犖犪和犔犫、犅犫、犖犫分别表示的

区域。其对应的拓扑关系矩阵是：

犕１ ＝

  

  

 

烄

烆

烌

烎

　　由于本文用到了补集，与Ｃｏｈｎ描述的拓扑

关系的差别在于这里给出了全集。下面结合邻接

关系给出在最近拓扑距离下的所有邻接拓扑关

系。

１．１　初始的３种拓扑关系狉１狉３

初始拓扑关系为相离，这里编号为狉１，由拓

扑关系狉１演变到拓扑关系狉３。具体的邻接拓扑

关系如插页Ⅴ彩图２所示。则拓扑关系狉１和狉２、

狉２和狉３之间的距离犇狉
１
，狉
２
、犇狉

２
，狉
３
分别为：

犇狉
１
，狉
２
＝ ‖犕狉

１
（犻，犼）－犕狉

２
（犻，犼）‖ ＝１

犇狉
２
，狉
３
＝ ‖犕狉

２
（犻，犼）－犕狉

３
（犻，犼）‖ ＝０

由于犕狉
２
＝犕狉

３
，所以犇狉

１
，狉
３
＝犇狉

１
，狉
２
。

根据计算，不难知道拓扑关系狉１和狉２的距离

最近（拓扑关系狉１和狉３的距离与之相同，但从拓

扑关系演变的角度来看，两个不确定区域由外向

内运动，先相切，后相交）。犕狉
２
＝犕狉

３
说明含“切”

的拓扑关系与相交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等价，这也

就是Ｃｏｈｎ在他给出的拓扑关系中不含“切”的原

因。这里，狉２的拓扑关系只是为了使推理符合正

常思维，所以后面均给出了含“切”的拓扑关系（重

合是“切”的特殊形式，Ｃｏｈｎ把这种拓扑关系看作

是新的拓扑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① 由于拓扑关系较多，且计

算是简单的重复，所以后面仅给出了“拓扑关系

狉３的邻接拓扑关系”中所有拓扑关系矩阵和相邻

拓扑关系对应的距离，对于其他演变过程可以参

照这个给出；② 如果在图中的拓扑关系出现“重

合”，就采用实线来表示（重合有三种可能性：外边

界和外边界重合、外边界和内边界重合、内边界和

内边界重合）。

１．２　拓扑关系狉３的邻接拓扑关系

拓扑关系狉３有两种变化趋势，即不确定区域

犪、犫的外边界相交，且不与内区域相交，犪、犫的内

区域亦不相交的情况下，“黑”的外边界向“红”的

不确定区域靠近；“红”的外边界向“黑”的不确定

区域靠近，得到３个拓扑关系狉８、狉９、狉１０的邻接拓

扑关系，具体如插页Ⅴ彩图３所示。

在插页Ⅴ彩图３中，犕３～犕１０分别表示与拓

扑关系狉３～狉１０相对应的拓扑关系矩阵，并在图中

给出了相邻拓扑关系矩阵之间的距离。不难看

到，如果相邻拓扑关系矩阵之间的距离为０，则这

两个拓扑关系矩阵相同，说明后面的这个拓扑关

系中含有“切”的关系特征。在插页Ⅴ彩图３中，

拓扑关系狉４、狉６、狉８和狉１０均含“切”的关系特征，这

些关系特征在Ｃｏｈｎ提出的“蛋黄”模型中没有

考虑，所以这些拓扑关系在后面统计时都删除了。

１．３　拓扑关系狉８、狉１０的第一个邻接拓扑关系

第８个拓扑关系的邻接拓扑关系是：在不确

定区域犪、犫的外边界相交，犪的内区域完全包含

在犫的边界域，并与犫的内区域不相交，犫的内区

域与犪的外边界不相交的情况下，犫的内区域向犪

的不确定区域靠近。

第１０个拓扑关系的的邻接拓扑关系是：在不

确定区域犪、犫的外边界相交，犫的内区域完全包

含在犪的边界域，并与犪的内区域不相交，犪的内

区域与犫的外边界不相交的情况下，犪的内区域

向犫的不确定区域靠近。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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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拓扑关系狉１３、狉１８与后面的拓扑关系狉２２、

狉２６重复，它们的全域用虚线表示，重复拓扑关系

的编号注在旁边。具体的邻接拓扑关系如插页Ⅴ

彩图４所示。

１．４　拓扑关系狉９的邻接拓扑关系

第９个拓扑关系的邻接拓扑关系有４个：第

一个是（即拓扑关系狉２１）在不确定区域犪、犫的外

边界相交，犪的内区域完全包含在犫的边界域，并

与犫的内区域不相交，犫的内区域与犪的外边界

相交的情况下，犪的内区域向犫的内区域靠近；第

二个是（即拓扑关系狉２７）在不确定区域犪、犫的外

边界相交，犫的内区域完全包含在犪的边界域，并与

犪的内区域不相交，犪的内区域与犫的外边界相交

的情况下，犫的内区域向犪的内区域靠近；第三个是

（即拓扑关系狉３３）在不确定区域犪、犫的外边界相

交，犫的内区域完全包含在犪的边界域，犪的内区域

完全包含在犫的边界域，并且犪与犫的内区域不相

交的情况下，犫的内区域和犪的内区域相互靠近；第

四个是（即拓扑关系狉３５）在不确定区域犪、犫的外边

界相交，犫的内区域与犪的边界域相交，犪的内区域

与犫的边界域相交，犪与犫的内区域外切的情况下，

犫的内区域和犪的内区域相互靠近。具体的邻接

拓扑关系如插页Ⅴ彩图５所示。

１．５　拓扑关系狉８、狉１０的第二个邻接拓扑关系

拓扑关系狉８的变化趋势是：不确定区域犪的

内区域包含在不确定区域犫的边界域里，犪的边

界域与犫的边界域相交，犫的内区域与犪不相交

的情况下，犪的边界域向犫接近。

拓扑关系狉１０的变化趋势是：不确定区域犫的

内区域包含在不确定区域犪的边界域里，犫的边

界域与犪的边界域相交，犪的内区域与犫不相交

的情况下，犫的内区域向犪接近。具体的邻接拓

扑关系如插页Ⅵ彩图６所示，图中虚线拓扑关系

与前面的含义相同。

１．６　拓扑关系狉３４的邻接拓扑关系

拓扑关系狉３４的邻接拓扑关系有４个：第一个

是（即拓扑关系狉６１）不确定区域犪的边界域和不

确定区域犫的边界域相交，犪的内区域包含在犫

的边界域，犫的内区域包含在犪的边界域，且犪的

内区域和犫的内区域不相交的情况下，犪的内区

域和犫的内区域有相互靠近的趋势；第二个是（即

拓扑关系狉６６）不确定区域犪的外边界和不确定区

域犫的外边界重合，犪的内区域包含在犫的边界

域，犫的内区域包含在犪的边界域，且犪的内区域

和犫的内区域不相交的情况下，犪的内区域和犫

的内区域有相互靠近的趋势；第三个是（即拓扑关

系狉４５）不确定区域犪包含在不确定区域犫的边界

内，犪的内区域包含在犫的边界域，犫的内区域包

含在犪的边界域，且犪的内区域和犫的内区域不

相交的情况下，犪的内区域和犫的内区域有相互

靠近的趋势；第四个是（即拓扑关系狉５７）不确定区

域犫包含在不确定区域犪的边界域内，犪的内区

域包含在犫的边界域，犫的内区域包含在犪的边

界域，且犪的内区域和犫的内区域不相交的情况

下，犪的内区域和犫的内区域有相互靠近的趋势。

具体的邻接拓扑关系如插页Ⅵ彩图７所示。

１．７　拓扑关系狉８０的邻接拓扑关系

拓扑关系狉８０的变化趋势是：不确定区域犪向

不确定区域犫收缩，逐渐被不确定区域犫包含。

狉９０表示不确定区域犪的外边界和不确定区域犫的

内边界重合，重合的边界用红色实线表示。具体

的邻接拓扑关系如插页Ⅵ彩图８所示。

１．８　拓扑关系狉８９的邻接拓扑关系

拓扑关系狉８９的变化趋势是：不确定区域犫向

不确定区域犪 收缩，逐渐被不确定区域犪包含。

狉９２表示不确定区域犫的外边界和不确定区域犪的

内边界重合，重合的边界用黑色实线表示。具体

的邻接拓扑关系如插页Ⅵ彩图９所示。

２　模型的性能分析

２．１　模型分析

从前面讨论的各种拓扑关系的邻接拓扑关系

情况可以看出，拓扑关系共有９３个，在这９３个拓

扑关系中，拓扑关系狉２、狉４、狉６、狉８、狉１０、狉１２、狉１４、狉１５、

狉１７、狉１９、狉２０、狉２１、狉２３、狉２５、狉２７、狉２９、狉３１、狉３３、狉３５、狉３８、

狉４０、狉４２、狉４３、狉４５、狉４６、狉５０、狉５２、狉５４、狉５５、狉５７、狉５８、狉６１、

狉６７、狉７０、狉７１、狉７５、狉７８、狉７９、狉８３、狉８６、狉８７属于“切”的情

况，共计４１个，由于Ｃｏｈｎ没有考虑“切”的情况

（含“内切”和“外切”两种情况），则实际有效的拓

扑关系共有５２个，这里给出的９３个拓扑关系中

还包含６个重复的拓扑关系（狉４５、狉４７、狉４８、狉５７、狉５９和

狉６０），则从实际有效的５２个拓扑关系中除掉这６

个，就得到４６个拓扑关系，这个结果与Ｃｏｈｎ的结

果是一致的（Ｃｏｈｎ把内、外边界完全重叠的情况不

考虑在“切”中，因此这里也不考虑）。需要说明的

是，这个邻接拓扑关系只是所有可能的邻接拓扑关

系中的一种，至于这９３个拓扑关系共有多少个邻

接拓扑关系属于另外一类问题，此处不再讨论。

由于Ｃｏｈｎ给出的４６种拓扑关系中只是穷

举了所有的拓扑关系，并没有给出它们之间的转

移和演变情况，这里详细地讨论了其演变过程，这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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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导致此处的拓扑关系编号与Ｃｏｈｎ给出的状态

编号不一致。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表１给出了

Ｃｏｈｎ的４６种拓扑关系与本文拓扑关系之间的对

应关系。

表１　犆狅犺狀拓扑关系编号与本文拓扑关系编号对照表

Ｔａｂ．１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ａｂ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ｈ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拓扑

关系

Ｃｏｈｎ

编号

本文

编号

拓扑

关系

Ｃｏｈｎ

编号

本文

编号

拓扑

关系

Ｃｏｈｎ

编号

本文

编号

拓扑

关系

Ｃｏｈｎ

编号

本文

编号

拓扑

关系

Ｃｏｈｎ

编号

本文

编号

拓扑

关系

Ｃｏｈｎ

编号

本文

编号

１ 狉１ ２ 狉３ ３ 狉５ ２５ 狉５９ ２６ 狉４７ ２７ 狉６５

４ 狉７ ５ 狉１１ ６ 狉１６ ２８ 狉８２ ２９ 狉８４ ３０ 狉９２

７ 狉５１ ８ 狉３９ ９ 狉９ ３１ 狉８９ ３２ 狉６４ ３３ 狉８８

１０ 狉２８ １１ 狉２２ １２ 狉５３ ３４ 狉７４ ３５ 狉７６ ３６ 狉８１

１３ 狉４１ １４ 狉３６ １５ 狉３０ ３７ 狉９０ ３８ 狉８０ ３９ 狉６３

１６ 狉２４ １７ 狉３２ １８ 狉２６ ４０ 狉８５ ４１ 狉７７ ４２ 狉６６

１９ 狉３４ ２０ 狉６２ ２１ 狉５６ ４３ 狉６８ ４４ 狉７３ ４５ 狉７２

２２ 狉４４ ２３ 狉９３ ２４ 狉９１ ４６ 狉６９

　　表１说明：①Ｃｏｈｎ的４６种拓扑关系完全包

含在本文给出的邻接拓扑关系中；② Ｃｏｈｎ的４６

种拓扑关系是完备的，本文给出的邻接拓扑关系

也是完备的；③ 本文给出的邻接拓扑关系对

Ｃｏｈｎ的４６种拓扑关系的空间推理能力进行了完

善。

２．２　模型的应用

传统的“蛋黄”模型只是穷举了所有可能的

拓扑关系，拓扑关系之间是孤立的，很难应用。本

文提出的基于邻接拓扑关系的“蛋黄”模型较为

细致地刻画了拓扑关系之间的这种渐变特征，其

应用可以从下面两点来看：

１）给出两个或者更多的拓扑快照，即在不同

时刻拓扑关系的观测结果可以通过移动、扩展、收

缩以及旋转，利用邻接拓扑关系来推导空间目标

发生了哪一种形状变化。如在狋０ 和狋１ 时刻，如果

两个空间目标犃和犅 之间的拓扑关系为狋０＝ｉｎ

ｓｉｄｅ（犃，犅），且狋１＝ｃｏｖｅｒ（犃，犅）（狋０＜狋１），则空间

目标的可能形变类型为犃扩展或者犅 收缩，不可

能只发生平移或者旋转形变。

２）预测当一个目标的形状发生改变时，拓扑

关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当前的拓扑关系之

间最小的拓扑距离为１，那么这种预测是唯一的；

否则，这种预测是不确定的。例如，如果当前的拓

扑关系是“相离”，那么下一种关系是“相接”。另

一方面，如果当前的拓扑关系是“相接”，那么下一

种关系是“相离”或者“重叠”。如果当前的拓扑关

系以及目标形状变化的类型己知，则可以作出更

详细的预测。

３　结　语

区域之间的拓扑关系在空间数据挖掘、图像

数据挖掘、图像分析和 ＧＩＳ中占的地位日益突

出。本文在文献［９］给出的“蛋黄”模型的基础

上，进一步讨论了“蛋黄”模型中的４６种拓扑关

系的内部逻辑关系，指出不能够反映空间目标之

间拓扑关系的变化趋势，使得“蛋黄”模型的空间

推理能力受到限制，从而有效改善了“蛋黄”模型

的空间推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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