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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地图符号的全开放式设计*

蔡忠亮　李　霖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土地科学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129号 , 430079)

摘　要　运用面向对象技术和模板方法实现了普通地图点、线、面状符号的设计与建库 ,对其设计与建库思路

及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 ,介绍了开放式的可视化设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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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符号即地图语言 ,是直观表达地理事物

或现象的一种重要的可视化工具 ,也是读者感受

地理事物或现象的基本方式。按照事物的存在状

态可以将符号分为点状符号、线状符号、面状符

号 ,符号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地图成图的质量

以及对地图信息的获取。

本文介绍的全开放式符号设计 ,尽量避免了

程序符号的出现 ,采用面向对象的高级语言 Vi-

sual C+ + 5. 0,用模板方法来实现符号的设计 ,并

以符号库的形式进行管理 ,让用户轻松灵活地设

计出所需的符号 ,同时保证符号满足国家图式和

规范的要求。

1　符号设计的技术实现

面向对象技术是一种全新的程序设计方法 ,

采用结构化的语言 ,实现模块化、对象化、继承化、

保护性、多态性等机制。这种机制运用到符号的设

计上 ,大大提高了符号设计的效率 ,以方便数据维

护。点、线、面 3类符号都是由基本图元按一定方

式构造而成。因此 ,任意一个符号都可以分解为最

小的构造单元 (基本图形 ) ,如点、直线、折线、曲

线、椭圆、三角形、矩形、多边形等。按照面向对象

的概念 ,可以将以上各图元归纳为点、线、面 3大

类 ,将点、线、面类的图元共有的属性归纳为目标

类 ,这样再构造一个超类来管理各种目标 (点目

标、线目标、面目标 ) ,这种面向对象的符号设计可

以很容易地实现符号整体和符号内部 (即图元 )

的各种管理和操作 ,大大方便了符号的设计。根据

这种思路 ,将符号的类结构设计成如图 1所示。如

点符号土堆上的三角点的设计 ,见图 2,其组成图

元为: 1个点状图元 ( CSymPoint )、 6个线状图元

( CSymLine )、 1个面状图元 ( CSym Poly gon) ,这

正体现了符号设计时的内部类结构和符号的构造

关系。

图 1　类结构

Fig . 1　 Struc tur e of Class

图 2　土堆上的三角点

Fig. 2　 T riangula r Point on Hillock

另外 ,专门定义了图元属性信息的结构体 (各图元

共有 ):

ty pedef struct tagDRAWDCIN FO

{

　 COLORREF cPenColo r; ∥轮廓笔颜色

　 COLORREF cf FillColo r; ∥第一填充颜

色 (渐变色第一色或单一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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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LORREF csFil lCo lor; ∥第二填充颜色

(渐变色第二色 )

int　 n PenStyle; ∥轮廓笔型

int　 n PenWidth; ∥轮廓笔宽

int　 n FillStyle; ∥填充模式 (位图或颜色 )

int　 nResID; ∥位图资源标示码

}DRAWDCINFO;

每一种图元都有自己的绘图信息和其他属

性 ,这样便可以设计出多色、多线型和各种位图或

颜色填充的生动活泼的符号。

2　点、线、面状符号的设计

模板方法的主要思路是将点状符号、线状符

号的最小循环体、面状符号的最小单元做成模板 ,

然后将模板 (或叫信息块 )根据需要符号化的空间

数据进行相应的组合或变形而生成点、线、面符

号。根据符号各自的几何分布特点和模板方法的

思想 ,可将点状符号和面状符号作为一种特殊的

线状符号。因此这里对点、面状符号设计不作细致

分析 ,重点分析线状符号的设计。设计好的符号模

板入符号库 ,利用符号库可对符号进行编辑和维

护。

1)点状符号

点状符号可以理解为有一个模板且仅使用一

次经排列或变形而成。故对于点状符号来说 ,在应

用时 ,只需要将符号模板按符号的定位点或定位

点和方向控制点以相应的比例显示出来 (具体的

设计可参考线状符号的设计过程 ,惟一不同的是

点状符号只有一次循环 )。

2)线状符号

线状符号的设计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 将

符号的基本信息描述为模板 ,再把模板在中轴线

上分段串接并作相应的变形处理 ,尤其是拐弯处。

取线状符号的基本最小循环单元 (包括有效的空

白 )作为模板中的主要图元的描述 ,求出外接矩

形 ,作为模板串接或变形时参与运算的图元的有

效范围 (即只考虑矩形内的图元信息 )。按模板的

长度在中轴线上分段截取 ,若模板超出拐点则将

截去超出部分 ,截去部分转到下一折线段内处理。

对有截取部分的模板实行从矩形到四边形的变形

处理 ,如图 3所示。对于线状符号的绘制过程示如

图 4、图 5,其算法如下: 线状要素的中轴线为 k-l-

m-n ,地图坐标系为 XOY ,模板所在的局部坐标

系为 xoy ,模板的外接矩形为 abcd ,节点 l和 m处

的角平分线分别为 g -g’和 h-h’ , 模板在节点 m

处被分割为 abef和 fecd两段。分割线 ef 通过 m

且垂直于 lm。两条角平分线和分割线将模板分割

为 3个点集 ,并作不同处理。

图 3　矩形图元的变形

Fig. 3　 Transfo rma tion o f Rectangular Graphic Unit

图 3　矩形图元的变形

Fig. 3　 Transfo rma tion o f Rectangular Graphic Unit

图 4　符号模板

Fig . 4　 Symbo l Template

图 5　线状符号绘制过程

Fig . 5　 Process of Line Symbo l Draw ing

( 1) 在局部坐标系 xoy中 ,若模板中的点

p ( xp , yp )满足 0 < xp < xk ,且点 p在两角平分线

之间 ,则该点不作变形处理 ,只按一般方法从局部

坐标系变换至地图坐标系。

( 2)在局部坐标系 xoy 中 ,若模板中的点

p ( xp , yp )满足 xp= 0或 xp = xk或 0 < x p < xk ,且

p点不在两角平分线之间 ,则该点沿 x轴正向或

负向平移至附近的角平分线上 ,然后变换至地图

坐标系。图中△alg、△ f mh内的点便属于这种情

况。

( 3)点超出节点 m的部分 ,即四边形 fecd内

的点 p (x p , yp ) ,在局部坐标系中满足 xp≥ xk ,则

将这些点转入下一节 m-n中进行处理 ,重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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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直至符号全部完成。

3)面状符号

面状符号是由许多点状符号按一定的排列方

式 (品字型、井字型、散列式 )进行排列组合而成

的。点状符号的排列方式及面的背景均在面状符

号入库时通过参数的设置来控制。

3　符号的全开放式的设计环境

一种方便、灵活的设计手段能为符号设计提

供尽可能多的编辑工具和手段 ,实现符号的可视

化设计 ,使用户方便快捷地完成符号设计。作者根

据普通地图符号的一些基本要求和特点 ,设计了

一个开放式符号设计环境 ,如图 6所示。为提高符

号的线划和定位精度 ,采用 0. 01 mm精度 (地图

符号基本线划精度为 0. 1 mm ) ,并提供了随活动

标尺放大而提高相应分辨率的功能。 同时提供了

多个图元的同时编辑—— 移动、删除、缩放、修改

属性、对齐、等大等操作 ,以保证符号的尺寸和定

位的准确度。

图 6　符号设计集成环境

Fig . 6　 Designing Environment of Map Symbo l

设计好的符号可以单独用文件存放 ,也可以

入符号库进行统一管理。系统还提供了对符号库

中符号的再编辑操作 , 因此可以将库中符号作为

一种复合图元—— 子符号加到新符号的设计中 ,

大大加快新符号的设计。另外 ,为符号作了试验区

以验证符号的具体效果。

4　结　语

本文介绍了普通地图符号设计的具体方法和

实现。当然 ,为其他用途而设计符号仍然是有效

的。符号设计中也涉及到位图符号的设计、复杂符

号 (程序符号 )的再设计 ,同时为用户提供了符号

数据的获取接口函数 ,为地理数据符号化后符号

的再编辑 (整体或局部 )提供了可能。 此符号设计

系统被作为佳图软件的一个模块 ,设计的符号不

仅满足地图的要求 ,而且经出胶片印刷出来 ,成图

效果很好。 在该环境下设计的符号在佳图软件中

的应用如图 7所示。

图 7　符号应用

Fig . 7　 Usage of Symbo l

参 考 文 献

1　祝国瑞 ,苗先荣 ,陈丽珍 .地图设计 .广州:广东地图出

版社 , 1994

2　尹贡白 ,王家耀 .地图概论 .北京: 测绘出版社 , 1991

3　徐庆荣 ,杜道生 .计算机地图制图原理 .武汉: 武汉测

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 1993

4　段体学 ,王　涛 .地图整饰 .北京: 测绘出版社 , 1993

5　 Cheng P, Gong J. Research o f Map Symbols O rgani-

za tion M ethod in Object-o riented G IS. In: Geo Infor-

ma tics Proceeding o f “ Geo Infomatics’ s 96” Wuhan-

Interna tional Symposium , Wuhan, 1996

(下转第 271页 )

261第 3期　　　　　　　　 　　　　　蔡忠亮等: 普通地图符号的全开放式设计　　　　 　　　　　　 　　　　



Design of Object-oriented Multimedia Spatial Database System

Xu Yuntao　Li Chunbao　Li Hua　 Liu B in
(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 TU SM, 12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bject-o riented mul timedia spatial data model ( OOM SDM )

and ski llfully integ rates the mul timedia data wi th the spa tial da ta using object-o riented tech-

nolog y. M ultimedia spatial data a re co llection o f GPS da ta, RS data, GIS data , video, sound

and other at t ribute data that are represented to a s numerical v alue, tex t , g raph, image and

sound. With OOMSDM , each spa tial entity is refer red to a spatial object. Each object has a

unique identifier to identify the object , and includes related at tributes, v ecter da ta, image

data , anima tion, sound and so on. All o f data are o rganized on mainf rame o f spa tial objects

in the model. The defini tion o f all kinds o f data have been represent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model, the autho rs have also developed a prototype of multimedia spatial da tabase

system. It’ s advantag e is easy fo r da ta management and ef ficient ly fo r da ta operation.

Key words　multimedia data; spatia l da taba se;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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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ing Design of the Symbols on Topographic Map

Cai Zhongliang　Li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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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and establishment of point, line and a rea symbo l on to-

pog raphic map have been discussed by use o f object o riented technique and template method.

The main idea o f template method is that the smallest cyclic enti ty o f point symbol, line sym-

bol and the smallest uni t of a rea symbo l a re put acro ss template, and then template can be

combined o r t ransfo rmed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data to be symbolized to create point sym-

bol, line symbo l and a rea symbo l. Point symbo l and a rea symbol can be acted as an especial

line symbol acco rding to the features of point symbo l, line symbo l and area sybmbo l on geo-

metrical dist ribution and the idea o f templa te method. Symbol templa te can be put into the

symbol base af ter i t has been designed. The symbol can be edi ted and maintained in the sym-

bol base. The designing way , establishment of symbol base and its key technique are also

analy zed. Also the opening v isual designing envi ronment of map symbol has been int ro-

duced. The design of symbol is 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 wi th a convenient and agile design

means which prov ides many edi t to ols and methods, reali ze the visual design of symbol , ac-

complish the symbol design quickly and expedient ly. Visual designing envi ronment improves

the size and position precision o f symbo l by the view management and activ e ruler.

Key words　 opening; object o riented; templa te; symbo l; symbo l base; visual designing envi-

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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