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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理信息可视化为地图动态特征的表现提供了工具。 为适应新技术条件下地图符号的设计 ,本文在

Bertin符号参量体系基础上扩展了符号的 4个动态参量:发生时长、变化速率、变化次序、节奏 ,讨论了这些动

态参量在突出显示空间定位 、描述属性特征、描述动态变化几个方面的应用。 在充分分析地理信息变化特征

后 ,提出了动态地图的概念 ,包括动态地图的定义、动态地图的综合问题以及动态地图在过程再现、实时跟踪、

运动模拟领域的功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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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兴起的电子地图 ,在计算机技术支持

下显示出其独特的优越性 ,与传统技术相比 ,对地

理现象可视化表达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扩展。 过

去纸质地图只能展现地理现象的状态性信息 ,而

电子地图还可以跟踪描述过程性信息 ,即动态特

征
[1 ]
。这一可视化技术工具、技术手段的改变势必

影响到地图设计原则、方法与理论的更新 [5 ] ,对地

图语言的基本组成单位——地图符号重新研究是

有必要的。 传统的地图符号设计原则是基于

Bertin视觉参量体系建立起来的 ,依据符号的 7

个视觉参量—— 大小、色相、方位、形状、位置、纹

理及密度来设计描述地理实体不同方面的性质特

征
[2 ]
。显然 ,为了表达动态特征 ,这一体系是有局

限的 ,或者说它只能描述实体运行过程中的一个

快照或一个断面 ,这就需要对地图符号的参量进

行扩展 ,引入动态特征描述。本文通过归纳对动态

地图符号规定了 4个参量描述: 发生时长、变化速

率、变化次序、节奏 ,分别讨论了这 4个参量在可

视化表达地理实体的动态特性和静态特征中的应

用 ,进一步在动态符号设计的基础上 ,提出了动态

地图的概念 ,分析了动态地图的功能。

1　动态符号的视觉参量

1. 1　发生时长

发生时长描述观察者从视觉上感知符号的存

在到符号消亡的时间长短。 通常发生时长通过划

分很小的时段单位计算 ,与多媒体技术中的帧的

概念相对应。 发生时长反映了事件在时间轴上的

延展 ,与现象在空间 X、 Y 或 Z 轴上的投影覆盖

范围是一致的。地图设计中 ,发生时长可用于表现

动态现象的延续过程 ,发生时长的帧值越大 ,现象

生成的时间或出现的时间就越长。此外发生时长

在非动态地理现象描述中也可运用 (所有的动态

参量均可和色相、饱和度、形状、大小静态参量一

样用于表达静态现象的数量和质量特征 ,后面将

系统讨论 )。用发生时长值大的符号表示性质重要

的实体现象 ,反之发生时长值小的符号表示非重

要实体。如图 1,符号 1的发生时长 f 2- f 1大于符

号 2的发生时长 f 1- f 0 ,则符号 1对读者的剌激

感受强于符号 2,从而表现出性质重要性差异。

图 1　符号的发生时长

Fig. 1　 Th e Symbol Dura tion

1. 2　变化速率
变化速率是一个复合参量 ,需要借助于符号

的其它参量来表述。描述符号的状态改变速度、符
号的状态可以是前面定义的动态参量发生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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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是静态参量 (大小、方位、饱和度等 ) ,可以

借助于一阶微分公式来表达 ,变化速率 v =

dg (s ) /df ,其中 g (s )为符号 s的状态 , f 为帧。当
g (s )为发生时长时 ,变化速率描述符号“闪烁”的
快慢 ,图 2描述了符号不同参量的变化速率。 变
化速率的大小与运动过程的快慢相一致 ,变化速
率可以是常量 (加速度为零 ) ,也可以是变量 (加

速度为非零 ) ,加速度大小与运动过程的平稳成激

烈性相应。 基于变化着的现象对人的视觉感觉有
较强的吸引力的事实 ,符号的变化速率除了用以

描述地理现象的运动过程外 ,还可用于静态现象

的重要性描述和显式定位。 闪烁速率大的符号描

述发射功能强的电视塔 ,亮度变化率大的符号描

述人口流动快的区域 , 天气预报中用动态符号描

述城市的显式定位。

图 2　基于符号不同参量的变化速率

Fig . 2　 The Impact o f Symbo l Change Ra te Based on Different Visual Variables

1. 3　变化次序

时间是有序的 ,可以类似于二维空间中的前

后、邻接关系建立时间段之间的先后、相邻拓扑关

系。符号的变化次序描述符号状态改变过程中各

帧状态出现的顺序 ,依据时间分辨率 ,可以将连续

变化状态离散化处理成各帧状态值 ,使其交替出

现。符号的变化次序可以用于任意有序量的可视

化表达 ,升序变化对应着特征的显著性增强 ,降序

变化对应着特征的显著性减弱 ,符号色相依据灰

—淡红—红—蓝的次序反映天气由阴变晴 ,反之

反映天气由晴变阴。此外 ,气温在四季中冷、暖、热

的交替也可用符号的某个参量的变化次序来体

现。

1. 4　节　奏

符号的节奏描述符号周期性变化的特征 ,它

是由发生时长、变化速率以及其它参量融合到一

起而生成的复合参量 ,同时又表现独立的视觉意

义用于地理信息的时态特征及变化规律的描述。

节奏与静态符号的纹理相对应 ,构成纹理的原子

符号之间的间隔对应着发生时长 ,原子符号的排

列顺序对应着变化次序。描述节奏的参量可以进

一步细分为频率 (周期 )和振幅。 符号的节奏变

化可以用周期性函数表示 ,并用周期性曲线显示 ,

如图 3和图 4所示。节奏的振幅对应着地理现象

变化的峰值 ,频率则对应着变化速度。符号的节奏

参量可用于描述周期性变化现象重复性特征 ,也

可描述质量性质 ,节奏越快对应的地理实体越重

要、等级越高等。

图 3　动态符号的大小变化节奏曲线

Fig. 3　 The Symbol Rhy thm Curve Applied

to Size Chang ing

图 4　动态符号的灰度变化节奏曲线
Fig . 4　 The Symbol Rhy thm Curve Applied to

Grey Grade Changing

48　　　　　 　　　　　　　　　　　　武 汉 测 绘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1998年



2　动态参量在地图设计中的应用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 ,地图符号的动态参量可

以表示时态变化 ,也可以像符号的大小、色相、饱

和度静态参量一样可视化表达实体的重要性程

度、质量差异、数量分级等非动态特征 [2 ]。 归纳起

来 ,动态符号在地图设计中可以表示 3方面的信

息内容: 空间定位、属性特征、空间位置属性特征

上的时态变化 [1 ]。 前两者为与时态无关的静态特

征 ,主要通过动画技术加强静态信息特征的视觉

感受 ,后者才是动态符号在动态特征可视化上的

真正应用。

2. 1　突出显示空间定位

有关视神经感受试验表明 ,闪烁、跳跃、变化

着的现象比静止现象对视觉感受有超常的吸引

力 ,据于此 ,对重要地物或需引起用户特别注意的

地物通过动态符号表示 ,使用户能在很短时间内

感受其存在 ,获取其空间位置。 通常用符号的色

相、亮度、纹理的变化来突出描述空间定位。在静

态背景下 ,突出感兴趣地物的存在 ,符号的变化速

率不重要 ,一般不考虑值上的差异。 在动态背景

下 ,突出某地物的空间定位 ,则可以提高其变化速

率 ,因为人的视觉感受对变化快的符号更敏感。在

电视新闻中 ,对地震发生地区及震中的位置通过

面状符号、点状符号的闪烁显示其空间定位 ,是这

一应用的典型例子。

2. 2　表达属性特征

这里指的是与时间无关的静态属性特征 ,动

态符号对地物的质量差异、数量等级、空间数据的

不确定性特征均可以可视化表达。通过符号节奏

性变化产生波的移动用于表示交通要道上车流方

向 ,这是质量差异 ;通过节奏变化频率用于表示车

流量的等级 ,这是数量差异。对于数量特征的表

示 ,由于动态符号不能提供运动量测尺度 ,不能像

静态参量那样可以比较精确地量算符号面积大

小、纹理疏密尺寸 ,变化的差异感是粗略的 ,因此

只能在等级、有序特征表达时应用。 另外 ,动态符

号在空间数据不确定性、定位精度、属性精度的可

视化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3, 4 ]
。不确定性特征是关于

数据本身的质量信息 ,反映出数据的可信赖程序 ,

在空间决策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随着空间分

析的发展 ,用户对数据的质量信息的存贮、可视化

提出了要求。顾及精度影响的数字化线、土壤类型

区边界可表示为 X误差的缓冲带 ,在带状区内通

过粒子状小点的闪烁变化传递一种定位不确定性

信息。如果进一步考虑数字化误差呈正态分布 ,对

于粒子的产生区域通过 Monte Ca rlo方法产生伪

随机数控制粒子的变化规律 ,获取中轴线附近可

能性大、边界处可能性小的正态分布视觉特征。对

于不确定性区域的边界划分 ,有关研究提出了模

糊隶属度的方法 ,隶属度的大小与动态符号的亮

度、发生密度、大小建立一定关系 ,从而在符号的

变化中体现出模糊性的程度。对于面状土壤类型

区域的属性不确定性的可视化 ,由区域内栅格色

相的变化表示该不确定性。 进一步地根据离散分

布的概率特征 ,在激活栅格着色时 ,对随机性进行

控制 ,不仅反映出区域内包含的土壤类型成份 ,还

可以由不同色相栅格的多少反映其所占百分

比 [4 ]。

2. 3　表现动态变化

用动态符号来表现地理现象动态变化过程是

最直接的手段。依据时态综合原则在符号的动态

参量与实际变化的特征之间建立映射关系 ,地理

实体的时态特征和变化规律就可由符号动态参量

体现出来。 实体在地理空间中生存的时间由符号

的发生时长表达 ,位置移动、属性变化的快慢由符

号的变化速率表达。在实体与符号的时态映射关

系上 ,与空间表现一样同样存在着制图综合问题 ,

包括时态比例尺确定、时间分辨率选取、跨越比例

尺时态变化的简化或夸大等。动态符号表现动态

变化可以用于历史过程的再现、同步过程的实时

跟踪监控及其它用途 ,动态符号作为地图语言的

新型工具为地图的应用开拓了新的领域。 动态符

号在地图设计前述两方面的应用 ,只是加强了传

统的地图表现手段 ,只有第三方面的应用才是地

图功能的真正突破。

3　动态地图

动态符号的应用以及地图在现象变化过程上

的功能表达 ,产生了新的地图图种——动态地图。

尽管过去可以将地理空间变化用幻灯形式表现出

来 ,产生了动态地图的雏形 ,但要成为真正的可视

化表达工具 ,只有在计算机技术支持下 ,以电子媒

体形式表现时 ,动态地图才走向成熟。

3. 1　动态地图的定义

在回答什么是动态地图之前 ,对地理信息的

动态特征及表现形式需要作一个剖析。地理实体

的运动变化离不开空间与时间 ,在描述运动变化

的形式时 ,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参照系。地图通过对

地理空间建模 ,为用户提供可视化信息。在这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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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应顾及 3个世界: 实体世界、概念世界和用

户。实体世界是空间信息的发生源 ,它的变化是在

时间轴上产生的 ,随着时间的延展 ,实体位置移

动、形状扩展、属性变化。在这个世界中 ,不需要时

间的变化是不存在的 ,但对空间的依存而言 ,一部

分变化需要空间 (位置、形状的变化 ) ,一部分变

化则不需要空间 (专题属性的变化 )。概念世界即

地图。GIS或空间数据库是实体世界的映射模型 ,

实体世界的运动变化映射到概念世界中来 ,可以

看作绝对变化由用户来感受。另一方面实体世界

的静态现象在概念世界中的模型 ,通过视觉传输 ,

在用户看来 ,并不一定是静止的。典型的例子便是

在模拟飞行中 ,用户视点沿着航线获取地形地物

的动感。在目前兴起的虚拟现实 VR技术中得到

广泛应用。由于用户视点的改变而获取的运动变

化与时间无关 ,只是空间状态的改变 ,我们称相对

变化。 从以上分析 ,动态地图涉及到时间、空间两

方面的变化 ,仅仅把动态地图看作是地理实体时

态特征的表现是不准确的。在描述运动变化时 ,应

从 3个世界中选取合适的观察角度 ,从概念世界

出发只能描述绝对变化而遗漏相对变化。 此外电

子地图的开窗放大和漫游显示也属于一种用户视

点的改变 ,这种变化已经退化为两帧状态 ,不应当

归入动态地图范畴 ,也就是说 ,并不是可提供视点

变化的地图就是动态地图 ,视点改变而且能为用

户展现动态视觉感受的地图才能归入动态地图。

这里 ,笔者对动态地图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 基

于用户读图角度 ,可以从中获取关于地理实体空

间位置、属性特征运动变化的视觉感受的地图。这

个定义排除了动态符号在静态位置、静态属性突

出显示表达上的情形 ,尽管该情形下具有动感 ,但

表达的主体不是运动变化 ,不属于动态地图范畴。

根据此定义 ,在一定时间分辨率下制作的幻灯片 ,

通过一定持续长度连续地放映出来 ,则属于动态

地图范畴。

3. 2　动态地图的综合问题

常规的地图综合 ,是实体世界向概念世界转

换和在概念世界之间转换时的空间综合问题 ,为

此要依托 2个模型—— 数字景观模型和制图模

型。顾及运动变化特征的动态地图 ,则还有一个时

间综合问题 ,同样是在实体世界和概念世界进行

变换时产生的过程。其间时间比例尺和时间分辨

率变化是 2个主要的度量尺度。时间比例尺描述

实际变化的时间长度与符号显示的发生时长的比

例关系 ,在几秒钟内再现上百万年的地质构造的

演变过程需要很小的时间比例尺 ,实时跟踪汽车

行驶的动态电子地图其时间比例尺为 1∶ 1。时间

比例尺有值大于 1的情形 ,如在 10 s内显示 2 s

完成的爆炸在区域上的波及范围 ,时间比例尺为

5∶ 1。 时间分辨率是刻画时间变化详略程序的参

量 ,是可以划分的最小时间长度单位。动态地图的

综合主要包括: 时间分辨率的重新划分以表现运

动变化的详细过程或粗略概况:随着时间比例尺

和时间分辨率的变化 ,对变化过程进行选取 ,对变

化过程重新分级或分类 ;依据一定模型简化变化

过程的轨迹 ,舍弃变化的细节 ;由空间比例尺的改

变重新定义时态特征 ,如在实时跟踪汽车行驶的

电子地图上 ,当地图的空间比例尺变大时 ,两点间

的图面距离变大 ,图面符号运动速度也要变大 ,才

能保证电子地图的显示与实地同步。 空间显示有

图幅载负量限制 ,在动态地图的变化中有机器运

行时间资源占用的限制。

3. 3　动态地图的功能

基于现代可视化工具的动态电子地图 ,其功

能已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静态地图。可视化的目的

就是表现地理现象的内在本质和发生规律 (包括

运动特征 )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结果状态显示。 动

态地图将地图设计、地图“运行”部分地交给用户

来完成 ,将交互式操作引入读图之中 ,增强了读图

的主动性和适应性。动态地图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以下 3个方面。

1) 过程再现　已经完成了的变化过程通过

地图模型可视化表达出来 ,如断裂作用下地貌的

形成 ;过去 10年中人口的增长变化等。 该功能

中 ,用户的交互式操作可以引入 ,改变时间分辨

率 ,控制变化过程快慢 ,暂停运行过程观察某一个

时间快照 ,在空间上变换观察视点 ,获取多角度三

维景观等。

2) 实时跟踪　实时显示地理实体或模型的

运行状态 ,用户的操作只能在显示状态上修改参

量 ,不能控制实体或模型的运行。对于复杂运动过

程的可视化模拟需占用机器较多的时间资源 ,时

间综合为不可缺少的环节。由电子地图通过 GPS

跟踪沿高速公路行驶的汽车的轨迹是这一功能的

应用例子。

3) 运动模拟　通过用户视点的行进变化实

现对地理实体或符号化模型运行过程的模拟。 在

该应用中 ,动态参量可调节的自由度量大 ,不仅可

控制显示状态 ,对运行轨迹、变化速度、变化次序

也由用户选择确定。在模拟飞行中 ,用户视点变化

的三维路线的选定 ,速度、加速度调整都由用户完

成 ,是这一应用的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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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顾及符号的动态特性 , Bertin符号视觉参量

体系得到了扩展 ,动态符号不仅在显示空间定位、

描述属性特征这些地图的传统功能上丰富了表现

手段 ,更主要地是导致新的图种——动态地图的

产生。 动态地图是电子地图在用户交互式操作上

优势的体现 ,突破了地图只能显示结果状态的单

一功能 ,将地理现象演变过程通过跟踪、模拟监控

在地图中表现出来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时间特

性成为符号的视觉参量 ,为与时间紧密相关的音

频特征纳入到符号的视觉参量体系打下了基础 ,

这样会使地图符号的表现功能更加强大。 动态地

图时间变化特征的综合问题是制图综合的分支 ,

时间变化的取舍、化简、抽象化、夸大等 ,是亟待研

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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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Symbol and Dynamic Map

Ai Tinghua

( School of Land Science, W TU SM, 12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Geog raphic info rmation visualization provides powerful tools to represent visually

the dynamic fea ture. In o rder to meet the needs o f map symbol design based on modern tech-

nolog y, this paper ex tends Bertin’ s v isual symbo l system to time area. Four dynamic visual

va riables w hich a re duration, change ra te, change o rder and rhythm have been added to

Bertin symbo l system. Some o f applica tion o f va riables is discussed, including enhancing

spa tial loca tion, describing sta tic at t ribute and describing dynamic process. Af ter assessing

the geog raphic info rmation cha racteristics in spatial-temporal change, the paper presents the

concept of dynamic map. The defini tio n and genera li zation of dynamic map are illust ra ted.

As to the function of dynamic map, the paper puts forw ard three implementation areas:

post-processing, real-time tracking and movement simula tion.

Key words　 visualiza tion; dynamic symbol; dynamic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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