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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OO方法设计统计符号库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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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统计符号库的设计与实现是符号库软件的难点 ,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制约着统计地图制图软

件的开发和实用化。 本文首先分析了符号绘制的常用方法及其应用于统计符号库设计的局限性 ,进而基于

OO方法提出了统计符号库设计的一种新方案 ,并就该方案的几个难点给出了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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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内容的表达离不开地图符号。地图符号

不仅是现实目标的高度概括与抽象 ,更重要的是

制图者与用图者之间沟通的桥梁 ,是“地图的语

言”。专题地图专题要素的表达依赖于专题地图符

号 ,统计符号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所谓统计符

号是指借助于符号的几何形状、填充图案、轮廓尺

寸等表达统计数据的数量和质量特征的一类专题

图符号。因为统计符号可表示内容的丰富多样和

图面表达效果的优良 ,故深受制图学家重视。绝大

部分的地理信息系统 ( GIS) 和涉及专题制图的

机助制图 ( CAC)软件中都有绘制统计符号的功

能模块。

目前 ,应用计算机绘制普通地图符号的理论

基本成熟 ,大量实用软件业已推向市场。而对于专

题地图符号 ,尤其是统计符号 ,由于种类繁多 ,结

构复杂 ,不易用统一的数学公式表达 ,成为符号库

软件设计的难中之难 ,至今鲜见有完善的理论和

成功的软件面世。

1　符号绘制的常用方法

此处专门讨论矢量符号。产生矢量地图符号

有 3种常用方法:

1)硬件方法

利用光学绘图头中的符号码盘代替绘图笔 ,

对所要绘制的符号进行定位曝光而生成。

2)信息块法

将所要绘制的符号离散成信息块 (通常一个

符号构成一个信息块 ) ,通过程序处理存贮的信息

块完成符号绘制。

3)编程方法

按照各图形符号参量编制子程序来计算绘图

矢量 ,并操纵绘图笔绘制符号。

以上 3种方法都适用于普通地图符号的绘

制。对于专题地图统计符号 ,由于几何图案多变 ,

内部结构复杂 ,填充颜色丰富 ,大小变化不等 ,方

法 1)、 2)显然不能胜任。因此 ,目前 GIS与 CAC

软件中基本都用编程方法。实现库的设计时 ,遵循

过程化程序设计思想 ,即为每一个或第一类符号

编制一个绘图子程序 ,绘制不同统计符号时调用

库中相应的子程序。库中符号数量的增加意味着

软件中程序段的增加 ,同时绘制符号的外部调用

程序也要作相应变动。 运用过程化方法设计统计

符号库的优点是程序针对性强 ,数据结构简单 ;缺

点是程序源代码较长 ,外部调用接口复杂 ,模块移

植性能差 ,库的扩充难以实现。

制图学家和许多软件设计人员正在探索一种

易移置、易扩充且外部接口简单的统计符号库设

计方案。

2　应用 OO方法设计统计符号库

2. 1　 OO方法

面向对象 ( o bject o riented,简称 OO) 方法

是软件设计的一种较新的思想方法。 其出发点是

遵循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习惯 ,把一个个事

物都作为对象来处理。 OO方法的软件设计首先

要定义类 ( cla ss) ,把具有共同属性集与操作集的

对象概括在一起 ;进而运用“继承”这个工具 ,形成

类的层次性。若有必要 ,也可以将几个具有不同属

性集与操作集的类聚合成一个更高水平的复合

类。类的封装性有助于程序的模块化和集成性 ;类



的继承和聚合有助于减少程序源码长度 ;类的多

态性支持操作集的便利性 ,有助于函数的外部调

用。 OO方法的以上特性都支持结构化程序设计。

2. 2　统计符号库的设计

2. 2. 1　基类的抽象

常用的统计符号种类很多 ,其几何特征和内

部结构千差万别 ,但绘制一个统计符号的过程无

非如图 1所示。对几乎全部的统计符号来说 ,其

Fig. 1 Mapping Process of Stati stic Symbols

图 1 统计符号的绘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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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数据输入和符号绘制都是相同的 ,仅是数据

处理部分对于不同符号其处理方式各不相同而

已。由此抽象概括出“统计符号绘制”基类的属性

集 (数据成员集 )为:

统计数据 ;符号定位点坐标 ;符号线划颜色、

线划宽度 ;符号填充颜色 ;符号缩放比例 ;符号旋

转角度 ;符号位移坐标 ;符号所在图幅的尺寸。

操作集 (成员函数集 )为:

获得统计数据 ;处理统计数据 ;获得符号定位

点 ;获得构成符号的可填充颜色的多位形坐标串

及对应多边形填充颜色 ;获得构成符号的线划坐

标串及线划颜色和线划宽度 ;获得构成符号的独

立点坐标及颜色 ;统计符号的绘制 ;改变缩放比

例 ;改变旋转角度 ;改变位移尺寸 ;改变填充颜色 ;

改变线划颜色、线划宽度 ;获得符号所在图幅的尺

寸。

2. 2. 2　类的层次结构的形成

如图 2,所有的统计符号都继承基类的属性

集与操作集 ,形成基类的子类 ,同时基类成为这些

统计符号类的超类。

Fig. 2 Class Heredity

图 2 类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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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类的聚合与复合类的形成

聚合的实质是使复合类从直方图等各类中吸

收信息 ,并可以定义自己的特有信息。此处复合类

是在继承了“统计符号绘制”基类后对各基本符号

类进行聚合的。

Fig. 3 Class Gathering

图 3 类的聚合

直方图类 结构图类…玫瑰图类

复合类

2. 2. 4　操作集的具体定义和符号库外部调用

“统计符号绘制”基类中的操作是“空的” ,没

有定义具体内容 ,只供其它类继承之用。各统计符

号类可只定义操作集中的前 7项而把其余的操

作集赋空。复合类则需定义全部操作 ,且前 7项

操作是分别调用各统计符号类中的同名操作的集

合。

外部调用时定义复合类的对象 ,通过复合类

中定义的符号标识 (为整型量 ) 来识别选用符

号。再分别调用数据输入操作与绘制符号操作 ,即

能完成符号绘制。

2. 3　统计符号库设计中的难点

1)符号填充颜色、线划颜色和宽度

一般在符号库中要设置静态初始值 ,同时要

提供用户对之进行修改的操作。

2)可视调用问题

设置一张表格 ,用假定值绘出库中可提供的

符号 ,借助鼠标、键盘使用户能可视化选用符号。

3)库的扩充

本文所提的方案中 ,库只能由程序员进行扩

充。

4)模块移植性能

较好 ,可以方便地在相同环境的软件中应用。

3　结束语

本文是作者参加国家测绘局“八五”测绘科技

攻关项目“地图的设计系统” GIV E-AM AP之后

完成的。 软件部分作者亦在 Windows环境支持

的 BORLAND C+ + 语言下实现 ,并在 GIV E-

AMAP及电子制图系统 M AP
+ +

fo r Window s

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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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Discussion of Statist ic Symbol Library

Designing Based on Object-oriented Method

Yan Haowen
( Dep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 Lanzhou Railway Insti tute, 22 Wes t Anning Road , Lanzh ou, China, 730070)

Abstract　 Stati stic symbo l library designing and realizing a re very di fficult , w hich hedges

the so f tw ar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ati stic cartog raphy. First ly the old meth-

ods and thei r disadvantag e in sta tistic symbol library designing are ret raced and review ed.

Secondly, a new method o f sta tistic symbo l libra ry designing based on object-o riented theory

is presented. La st ly several di fficult pa rts and thei r solutions are giv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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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Design of Chinese Basic Topographic Maps

Yin Gongbai
( Sch ool of Land Science,W TU SM , 39 Lu 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The cartog raphy specifications and symbols of Chinese basic topog raphic maps are

discussed and compa red w ith design of fo reign topog raphic map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i t ,

the improvement of design o f Chinese basic topog raphic maps is fo llowing , for rais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basic topographic maps.

1) Improving th e scale series and the documents of na tional basic topog raphic maps.

2) Building the standard, specfication and series of fi les o f topog raphic map design.

3) Meeting the needs o f social development.

4) Changing the old face of national topog raphic maps.

Key words　 national basic topog raphic map; scale series; specifications and symbols— files

o f topog raphic map design; establishment o f standa rd; specification and series of topog raphic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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