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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粗集的多粒度空间方向关系
不确定性定量评价模型

徐　丰１　牛继强１　李卓凡１

１　信阳师范学院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４６４０００

摘　要：针对确定性地理目标位置不确定性和方向系统划分粒度粗细产生的空间方向关系的不确定性问题，

提出了锥形模型空间方向关系的粗集表达模型，然后定义了知识含量的测度（犐（犚狀））用于度量锥形模型粗集

表达的方向分类能力，在近似精度和粗糙度中引入犐（犚狀）因子，构建了基于知识含量的近似精度和粗糙度，用

于确定性地理目标位置不确定性及方向系统划分粒度引起的方向关系不确定性的定量评价。实验表明，基于

知识含量的近似精度和粗糙度，是定量评价由于确定性地理目标位置不确定性及方向系统划分粒度引起的

方向关系不确定性的理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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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方向关系是ＧＩＳ的重要理论问题，在地

理信息系统的空间数据建模、空间查询、空间分

析、空间推理、制图综合、地图解译等过程中起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较为典型的空间方向关系

描述模型主要有锥形模型、最小外切矩形模型、

Ｆｒｅｋｓａ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模型、２ＤＳｔｒｉｎｇ模型、空间方

向关系矩阵模型、方向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模型
［１５］等，近

年来也出现了运用模糊集、粗糙集和概率论等进

行方向关系的近似描述的研究［６１０］。客观世界

中，除了确定性地理目标，还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

地理目标［１１］。于是，不确定性地理目标间方向关

系的建模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已建立了

若干不确定方向关系的表示方法［１２１６］，成为空间

数据不确定性的重要研究内容。总体来说，空间

方向关系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① 地理目标自身的不确定性或其空间位置数据

的不确定性；② 方向关系模型及方向系统划分的

粒度。前者的研究较多，也取得了比较多的研究

成果［１７１８］，而对后者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主要是对

不确定方向关系的定性描述。

由于不确定性地理目标与确定性地理目标引

起方向关系不确定性的原因不同，本文将粗集理

论用于不确定方向关系的统一表达，重点对确定

性地理目标位置不确定性及方向系统划分粒度引

起的不确定方向关系进行研究并构建基于知识

（方向系统划分粒度）含量的近似精度与粗糙度作

为度量空间方向关系不确定性的标量。用于确定

性地理目标位置不确定性及方向系统划分粒度引

起的方向关系不确定性的定量评价，为空间推理

与空间查询等应用的可靠性提供依据。

１　空间方向关系的粗集表达

在确定性地理空间中，参考目标、源目标和参

照系统是描述空间方向关系的三要素。锥形模型

在表示简单的空间对象间的空间方向关系时有其

独有的优势，因此，在ＧＩＳ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目前仍是空间方向关系的主要描述模型［８］。粗集

在揭示和表达多层次或多粒度的空间知识方面具

有较大的优势，不仅可以定性描述不确定性问题，

而且还可以用于定量评价不确定性程度。本文基

于锥形模型建立空间方向关系的粗集表达。

１．１　空间方向关系描述

锥形模型从空间参考点出发将其周围的区域

划分成若干具有方向性的子区域，并根据源目标

与这些子区域相交的情况来确定源目标与其空间

参考目标（点）之间的方向关系，常用的方向划分

粒度为４方向、８方向、１６方向，甚至粒度划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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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如图１。如果源目标落在某一方向的锥形区

域内，则认为源目标在参考目标的该主方向上。

图１　空间方向关系锥形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在该模型中，方向参考系统的中心是一个点，

当参考目标为点时，该点就是方向参考系统的中

心；当参考目标为线或面时，方向参考系统的中心

较难确定，本文以线或面的质心为方向参考系统

的中心。因为锥形模型中参考点的位置是最难确

定的，对锥形模型参考点位置不确定的缺陷，现有

研究大多通过对锥形模型的改进来弥补，故本文

不考虑参考点的位置不确定性问题。

１．２　源目标的粗集表达

在ＧＩＳ中，将确定性地理目标分为点目标、

线目标、面目标。已有确定性地理目标位置不确

定性的粗集表达中，目标边界的不确定性［１９］即为

粗集的边界［１７］。将源目标的粗集表达进一步用

于定义不确定方向关系，应首先确定源目标在锥

形模型中方向分布范围的边界。

１．２．１　点目标的粗集表达

当源目标犘犗为点时，若其点位误差为ε，则

犘犗的粗集表达（图２（ａ））为：

犘犗 ＝Φ

犘犗 ＝犘犗·ε

犅狀（犘犗）＝

烅

烄

烆 犘犗

（１）

式中，· 表示目标形态膨胀算子，犘犗、犘犗和

犅狀（犘犗）分别表示源目标粗集表达的下近似、上近

似和边界。

１．２．２　线目标的粗集表达

当源目标犘犗为线时（由节点犘１、犘２、…、犘狀

及其连线构成），首先寻找折线在锥形模型中方向

分布的边界点，边界点为以参考点为视点的线目

标的可视部分的外边界点［２］。边界点的寻找过程

为：以参考目标（点）为坐标原点，任一从坐标原点

发出的与线目标不相交的射线方向为极轴建立极

坐标系，线目标犘犗上节点犘犻（犻＝１，２，…，狀）的极

坐标为犘犻（α犻，ρ犻），计算αｍａｘ＝ｍａｘ（α１，α２，…，α狀），

αｍｉｎ＝ｍｉｎ（α１，α２，…，α狀），在线目标犘犗上节点中

查找其极角与αｍａｘ相等的节点犘犛和与αｍｉｎ相等的

节点犘犈，若犘犛和犘犈不止一个，分别取其中极径

图２　锥形模型中点、面目标位置不确定

性的粗集表达

Ｆｉｇ．２　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ｎＰｏｉ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ＡｒｅａＯｂｊｅｃｔｉｎ

Ｃｏ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Ｍｏｄｅｌ

最小的节点为犘犛和犘犈，然后在线目标上截取以

犘犛和犘犈为端点的折线段即为犘犗′。只有犘犛和

犘犈两点的位置不确定性会引起线目标方向关系

的不确定性。例如图３（ａ）中的折线，犘２和犘５两

点的位置不确定性会引起线目标方向关系的不确

定性，是定义线方向分布范围的边界点。

文献［１５］中地理目标的粗集表达是从地理目

标位置不确定性的角度去描述的，它所定义的线

目标的下近似改变了线目标沿某一方向延展的特

性，不适用于进一步定义方向关系的粗集表达。

因此，若线目标犘犗误差带的宽度为２ε，则线犘犗

的粗集表达（图３（ｂ））为：

犘犗 ＝犘犗′·ε

犅狀（犘犗）＝ （犘犛·ε）∪ （犘犈·ε）

犘犗 ＝犘犗－犅狀（犘犗

烅

烄

烆 ）

（２）

图３　锥形模型中折线方向及其粗集表达

Ｆｉｇ．３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ｙｇｏｎａｌＬｉｎｅａｎｄ

Ｉｔｓ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ｅｓｈａｐｅｄＭｏｄｅｌ

式（２）对于线段同样适用。式（２）定义的线目标的

粗集表达对于进一步推导其不确定方向关系有意

义，但不能用于描述线目标的位置不确定性。

１．２．３　面目标的粗集表达

当源目标犘犗为面时，若其面位误差环的宽

度为２ε，则面犘犗的粗集表达（图２（ｂ））为：

犘犗 ＝犘犗Θε

犘犗 ＝犘犗·ε

犅狀（犘犗）＝犘犗－

烅

烄

烆 犘犗

（３）

式中，Θ表示目标形态侵蚀算子。

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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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空间方向关系的粗集表达

锥形模型所分解的平面空间即为粗集中的论

域空间，具体方向的划分方法即为粗集论域集合

上的划分函数，锥形模型所划分的各主方向即为

粗集知识（库）。因此，方向关系锥形模型的粗集

描述如定义１。

定义１　假设论域空间犝 为以犗 为圆心的

圆形区域（３６０°），犚是犝 上的一族基于方向划分

的等价关系，令犓＝（犝，犚）为方向关系知识库，

犝／犚＝｛犗１，犗２，…，犗狀｝，犗狀（狀＝４，８，１６，…）为基

于锥形模型以犗为参考点对犝 划分的狀个方向

区域，当狀＝４时，犝／犚＝｛犖，犈，犛，犠｝，方向关系

知识库中每个元素对应的圆心角为９０°；当狀＝８

时，犝／犚＝｛犖，犖犈，犈，犛犈，犛，犛犠，犠，犖犠｝，方向

关系知识库中每个元素对应的角度为４５°等。

据此可以定义源目标犘犗隶属于锥形模型基

于参考点犗 所划分的狀（狀为方向分辨率，狀＝４，

８，１６，…）个方向区域犗犻（１≤犻≤狀）的隶属函数

为：

狌（犘犗 ∈犗犻）＝
１，犘犗 ∩犗犻≠φ

０，犘犗 ∩犗犻＝
｛

φ

（４）

式中，狌为隶属函数。

参考目标犗和源目标犘犗 间的方向关系为：

犚犗（犘犗）＝ ｛犗犻 狌（犘犗 ∈犗犻）＝１｝ （５）

　　定义２　源目标犘犗相对于参考目标（点）犗

的方向关系犚犗（犘犗）的下粗近似集为犚犗（犘犗），上粗近

似集为珚犚犗（犘犗），犚犗（犘犗）＝犚犗（犘犗）＝｛犗犻｜狌（犘犗∈犗犻）

＝１｝，珚犚犗（犘犗）＝犚犗（犘犗）＝ ｛犗犻 狌（犘犗∈犗犻）＝１｝，

犚犗（犘犗）的边界集合犅犖（犚犗（犘犗））＝珚犚犗（犘犗）－犚
－
犗（犘犗）。

具体计算中，先确定方向分辨率狀，再结合定

义２利用式（４）、式（５）确定空间目标不确定方向

关系的粗集表达结果。

２　空间方向关系不确定性度量

粗集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有系统不确定性和

概念不确定性［２０］。在空间方向关系的粗集表达

中，空间数据位置不确定性引起的方向关系粗集

表达的不确定性属于系统不确定性；方向系统划

分粒度引起的空间方向关系的不确定性属于概念

不确定性。定性描述概念不确定性是 ＧＩＳ中的

一种重要方式，但在实际应用中计算机处理存在

一定的问题。本文采用概念不确定性的定量描

述，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再根据具体需要转换成定

性描述。本文提出基于粗集的多粒度空间方向关

系不确定性定量指标主要包括：① 近似精度与粗

糙度，用于度量空间数据位置不确定性引起的方

向关系粗集表达的不确定性；② 知识含量，用于

度量锥形模型粗集表达的方向分类能力；③ 基于

知识含量的近似精度与粗糙度，用于确定性地理

目标位置不确定性及方向系统划分粒度引起的方

向关系不确定性的定量评价。

２．１　近似精度与粗糙度

定义３　称

α犚（犚犗（犘犗））＝
犚犗（犘犗）

珚犚犗（犘犗）
（６）

ρ犚（犚犗（犘犗））＝１α犚（犚犗（犘犗）） （７）

　　分别为空间对象犘犗相对于参考点犗 的方向

关系集合犚犗（犘犗）的近似精度和粗糙度。

其中，α犚（犚犗（犘犗））为近似精度，ρ犚（犚犗（犘犗））为粗

糙度，犚犗（犘犗） 表示方向关系上粗近似集珚犚犗（犘犗）中

元素的个数，珚犚犗（犘犗） 表示方向关系下粗近似集

犚犗（犘犗）中元素的个数。

α犚（犚犗（犘犗））和ρ犚（犚犗（犘犗））可以用来度量空间

数据位置不确定性引起的方向关系粗集表达的不

确定性。α犚（犚犗（犘犗））和ρ犚（犚犗（犘犗））都是一个区间

［０，１］上的实数，α犚（犚犗（犘犗））越大，集合犚犗（犘犗）的确

定度就越大；ρ犚（犚犗（犘犗））越大，集合犚犗（犘犗）的不确

定度就越大。

２．２　知识含量的度量

方向关系的粗集表达中，方向系统划分的粒

度即为粗集中知识的粒度。知识犚 含量的测度

用于度量锥形模型粗集表达的方向分类能力。本

文中的知识均指方向系统划分产生的主方向。

定义４　对于基于锥形模型的方向关系知识

库犓＝（犝，犚），犝／犚＝｛犗１，犗２，…，犗狀｝，称

犐（犚狀）＝１－
１

犝 ２∑
狀

犻＝１

犗犻
２ （８）

为知识犚含量的测度。其中，犐（犚狀）为知识犚含

量的测度。

根据式（８）方向系统划分粒度狀与知识犚 含

量的测度犐（犚狀）的对应关系见表１。

表１　狀与犐（犚狀）的对应关系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狀ａｎｄ犐（犚狀）

狀 ４ ８ １６ ３２ ６４ … ３６０

｜犗犻｜ ９０ ４５ ２２．５ １１．２５ ５．６２５ … １

犐（犚狀） ０．７５ ０．８７５ ０．９３８ ０．９６９ ０．９８４ … ０．９９７

　　通过表１可以看出，犐（犚狀）随方向系统划分粒

度狀的增大而增大，这与“狀越大，方向划分越准

确”是一致的。

２．３　基于知识含量的近似精度与粗糙度

基于知识含量的近似精度和粗糙度是在近似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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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和粗糙度中引入知识含量的测度因子

犐（犚狀），克服了近似精度和粗糙度不能全面衡量

粗集不确定性的缺点。

定义５　空间对象犘犗相对于参考点犗 的方

向关系为犚犗（犘犗），称

Ｒｏｕｇｈ犚（犚犗（犘犗））＝ （１－
犚犗（犘犗）

珚犚犗（犘犗）
）（１－犐（犚狀））

（９）

犇犚（犚犗（犘犗））＝犐（犚狀）＋α犚（犚犗（犘犗））－

犐（犚）α犚（犚犗（犘犗）） （１０）

分别为犚犗（犘犗）关于犝 上的等价关系犚 的基于知

识（方向系统划分粒度）犚含量的粗糙度和近似精

度。

其中，犚犗（犘犗） 表示方向关系上粗近似集

珚犚犗（犘犗）中元素的个数；珚犚犗（犘犗） 表示方向关系下粗

近似集犚犗（犘犗）中元素的个数。

Ｒｏｕｇｈ犚（犚犗（犘犗））和犇犚（犚犗（犘犗））都是一个区间

［０，１］上的实数，空间方向关系系统划分粒度越

小，犐（犚）越大，犇犚（犚犗（犘犗））越大，Ｒｏｕｇｈ犚（犚犗（犘犗））

越小，集合犚犗（犘犗）的确定度就越大，不确定度就越

小，反之亦然。Ｒｏｕｇｈ犚（犚犗（犘犗））和犇犚（犚犗（犘犗））用

于综合评价由于粗集边界（位置不确定性引起）和

方向系统划分粒度引起的方向关系的不确定性。

３　实例与讨论

根据本文提出基于粗集的多粒度空间方向关

系不确定性定量评价模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实

验数据对其进行评价。实验数据见图４，其中参

考点位置为参考目标的质心，源目标为目标１（点

目标）、目标２（线目标）、目标３（面目标）。实验中

首先对图４中目标１、目标２、目标３按其精度指

标计算其粗集表达结果（表２），然后计算方向关

系的不确定性评价的指标：近似精度，粗糙度，基

于知识含量的近似精度，基于知识含量的粗糙度

（表３），对源目标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价。经分析

得到如下结论。

图４　实验数据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１）近似精度和粗糙度只能部分反映粗集的

不确定性。随着方向系统划分粒度的增大，近似

精度和粗糙度的变化规律不明显，与人类空间认

知逻辑不一致（表３），因此，近似精度和粗糙度只

能部分反映粗集的不确定性。

表２　空间方向关系粗集表达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上近似 下近似 边界集合

源目

标１

方位角

…

１６方向系统

８方向系统

４方向系统

［２５３°，２６４°］

…

｛犠，犠犛犠｝

｛犠｝

｛犠｝

Φ

…

Φ

Φ

Φ

［２５３°，２６４°］

…

｛犠，犠犛犠｝

｛犠｝

｛犠｝

源目

标２

方位角

…

１６方向系统

８方向系统

４方向系统

［３０５°，３５３°］

…

｛犖犠，犖犖犠，犖｝

｛犖犠，犖｝

｛犠，犖｝

［３１２°，３４５°］

…

｛犖犠，犖犖犠｝

｛犖犠，犖｝

｛犠，犖｝

［３０５°，３５３°］∪
［３１２°，３４５°］

…

｛犖｝

Φ

Φ

源目

标３

方位角

…

１６方向系统

８方向系统

４方向系统

［４７°，９０°］

…

｛犖犈，犈犖犈，犈｝

｛犖犈，犈｝

｛犈｝

［６４°，７８°］

…

｛犈犖犈｝

｛犖犈，犈｝

｛犈｝

［４７°，７８°］∪
［６４°，９０°］

…

｛犖犈，犈｝

Φ

Φ

表３　源目标多粒度空间方向关系不确定性度量指标值

Ｔａｂ．３　Ｉｎｄｅｘ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ｏｎＭｕｌｔｉ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ｙ

Ｓｐａ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ａｒｇｅｔＯｂｊｅｃｔ

近似

精度

粗糙

度

基于知识

含量的近

似精度

基于知识

含量的

粗糙度

源目

标１

方位角

…

６４方向系统

３２方向系统

１６方向系统

８方向系统

４方向系统

０

…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

１

１

１

１

１

０．９９７

…

０．９８４

０．９６９

０．９３８

０．８７５

０．７５

０．００３

…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６２

０．１２５

０．２５

源目

标２

方位角

…

６４方向系统

３２方向系统

１６方向系统

８方向系统

４方向系统

０．６８８

…

０．７

０．８

０．６６７

１

１

０．３１２

…

０．３

０．２

０．３３３

０

０

０．９９９

…

０．９９５

０．９９４

０．９８

１

１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２

０

０

源目

标３

方位角

…

６４方向系统

３２方向系统

１６方向系统

８方向系统

４方向系统

０．３２６

…

０．４４４

０．４

０．３３３

１

１

０．６７４

…

０．５５６

０．６

０．６６７

０

０

０．９９８

…

０．９９１

０．９８１

０．９６

１

１

０．００２

…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４

０

０

　　２）基于知识含量的近似精度和粗糙度是较

为理想的指标。基于知识含量的近似精度随方向

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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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划分粒度的增大而减小，基于知识含量的粗

糙度随方向系统划分粒度的增大而增大（表３），

说明基于知识含量的近似精度和粗糙度对方向系

统划分粒度的变化是敏感的，是评价由于目标位

置不确定性及方向系统划分粒度引起的方向关系

不确定性的理想指标。

３）部分源目标不符合变化规律。本实验中

线目标和面目标不确定边界方向分布范围比４方

向系统和８方向系统主方向范围小很多，使得线

及面目标方向关系在４方向及８方向系统中的粗

集表达的上近似和下近似相等，从而导致表３中

标有下划线的数字不符合变化规律。这一现象在

实际应用中也是存在的。

４　结　论

本文建立了锥形模型中方向关系的粗集表达

模型，并定义了知识含量的测度用于度量锥形模

型粗集表达的方向分类能力；构建了基于知识含

量的近似精度和粗糙度，用于定量评价位置不确

定性及方向系统划分粒度粗细引起的方向关系的

不确定性。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模型是定量评

价多粒度空间方向关系不确定性的理想指标，可

以避免采用误差传播理论研究不确定性的局限

性。下一步的研究应在本模型中加入模型自身的

不确定性，并考虑参考点位置不确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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