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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符号库的结构设计入手 , 提出了一种新的符号库模型———双层地图符号库模型。该模型在速度 、质

量上继承了其他模型的优点;利用 COM 技术实现了地图符号库设计系统 , 该系统在符号库的易挂接性和符

号的可扩展性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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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符号库通常是作为与地图显示相关的电

子地图或 GIS 系统支持模块而存在 ,为其提供空

间数据的地图符号化显示 。一个好的符号库不仅

要考虑它在主系统中的显示速度和输出质量 ,还

要考虑地图符号的易维护性以及符号库挂接任何

GIS主系统的方便性 。目前国内外对地图符号库

的研究多集中在符号的绘制算法和符号库的结构

设计上 ,其中有关符号的绘制算法有较成熟的理

论及实践。在符号库的结构设计上 ,目前一般存

在函数型为主的符号库和数据库型符号库两种结

构。

函数型为主的符号库中 ,符号库中的符号主

要由程序员事先设计完成 ,它在设计上按照国家

基本比例尺图式的分类标准 ,对符号进行十分细

致的划分 ,并尽量用一种函数来绘制类型接近的

符号 。

数据库型符号库中 ,符号库将符号信息以一

种类数据库的形式存储于文件中 ,并实现其符号

数据的管理和维护功能。它将整个符号库的符号

制作和符号绘制模块完全分开 ,由一个程序专门

制作符号数据 ,相应地采用另一个程序来绘制成

千上万的符号 ,而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是符合某种

格式的数据文件 。

这两种符号库的结构在其可扩展性与应用于

其他系统的方便性上都有很大的限制 ,使得符号

库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推出。本文提出了一

个新的地图符号库结构模型 ———双层符号库模

型 ,以力图解决上述两种符号库的缺陷 ,并利用

COM 技术实现了地图符号库设计系统。

1　双层符号库模型

双层符号库模型是在数据库型符号库模型基

础上的一种改进模型 。它采用基于对象的设计思

路 ,先将符号绘制程序和符号制作程序融为一体 ,

再在这个融合体上剥离出抽象层和应用层 ,将与

GIS等主系统无关的符号绘制代码 、符号库管理

和维护代码 、符号编辑代码放到抽象层中作为中

间件存在 ,而其他与主系统相关的代码如坐标转

换代码 、用户界面代码等都放到应用层并作为符

号库的外部代码插入到主系统中。双层符号库模

型相对于普通数据库型符号库来说有两个特点。

1)将符号制作程序与符号显示程序合二为

一 ,从而减少了代码量 ,避免了当符号库需要升级

时 ,制作程序和显示程序需要分别更新的问题。

2)把符号库剥离出抽象层和应用层 ,这样使

得符号库有很强的系统独立性 ,在符号库的挂接

过程中只需在抽象层上构造或插入应用层 ,而无

需对抽象层的源代码进行修改 ,从而大大减少了

将符号库挂接于某一主系统的工作量。

这些特点决定了双层符号库模型能够在其他

方面不受影响的条件下 ,提高符号库的可扩展性

和易移植性 ,并为符号库作为独立产品的推出提

供了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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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层符号库模型中需要着重讨论的是应

用层与抽象层的划分问题。在划分上 ,一方面要

尽量把多的功能放到抽象层中 ,以便于在符号库

的挂接过程中应用层方面的工作量较少;另一方

面 ,又要注意不能将与具体的 GIS 等主系统相关

的功能放到抽象层 ,以避免抽象层对具体系统的

依赖 。

外部所有对符号库的操作都是直接(或间接

通过应用层)调用抽象层的各功能模块 。应用层

的两个模块则是在对符号库的操作过程中由抽象

层来调用的。在符号库的实际应用过程中 ,抽象

层以动态库的形式被主系统调用 ,应用层则以源

代码的形式插入到主系统中。由于应用层所需的

功能模块很少 ,所以挂接起来十分方便 。

2　中间件的结构设计

中间件是双层符号库模型中抽象层的主体 ,

整个符号库向外界(主系统)提供的功能都由中间

件来实现 ,它是符号库的关键模块。中间件向外

提供如下功能。

1)符号化绘制功能。符号绘制功能是任何

类型的符号库必须实现的首要功能 。在双层模型

中 ,提供了符号的多种绘制方式 ,包括正常绘制 、

异或绘制 、空绘制(只计算符号的精确范围)等 。

2)符号化导出功能 。地物符号化显示后 ,由

于多种原因 ,并不能完全达到专业出图的要求。

符号化导出功能将地物符号化时 ,将应用层的图

元导出接口 ,使得符号库能够调用主系统的代码

将地物符号化导出 ,主系统既可以对要导出的符

号各图元生成相应对象来加入到系统中 ,也可以

直接将符号化后的地物导出到其他系统的文件

中。符号化导出完成后 ,作业员就有机会在出图

前对地图(符号)进行修改 。

3)符号库查询 、设置功能。提供对符号库属

性 、符号属性以及各个图元属性的查询和设置。

这样就能够使主系统有机会对符号进行定制 ,比

如绘制前指定符号的颜色等。

4)符号库管理 、维护功能。该功能主要提供

给编辑器使用 ,包括符号库数据文件和索引文件

的新建 、打开 、存储 、编辑 、更新以及符号和图元的

创建 、编辑 、存储功能等 ,在中间件中来实现维护

功能 ,为符号的在位编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符号库的设计中 ,根据符号数据的组织 ,将

中间件分为接口层 、符号层 、图元层 。

接口层是中间件与 GIS 主系统或应用层打

交道的界面 ,主系统所有的绘制及符号化导出命

令都发向接口层 ,经过运算解释来安排各个符号

的绘制及导出 。同时 ,在每一个符号或图元的绘

制过程中 ,要用到应用层的坐标转换或坐标运算

模块 ,此时各符号或图元也通过接口层来间接调

用应用层的各模块。

符号层包括点符号 、线符号 、面符号和自定义

符号四个部分 。自定义符号是系统提供的一种由

外部来实现其绘制 、导出等功能的符号 ,主要用来

完成一些无法用编辑器编辑的符号 。符号库为自

定义符号提供了外部定制的接口 ,使得用户可以

以动态库的形式挂接自定义符号。这四个部分都

和接口层有直接的联系 ,其中只有点符号和线符

号与图元层有关。符号层是符号绘制和导出的算

法所在层 ,也是整个符号库的主体功能层 ,它提供

了对符号的绘制组织及算法 ,将离散的图元排列

组合成符合标准的地图符号。

图元层提供了对组成地图符号的图形的各图

元类型的结构描述 、绘制算法以及通用的编辑功

能。图元层是中间件的基础 ,它直接支撑点符号

和线符号 ,并通过这两类符号间接影响面符号。

3　基于 COM 的实现方法

公共对象模型 COM(common object model)

是一套面向对象系统的接口和服务 ,是一种标准

或协议 ,而不是语言 。它提供了一个标准的结构 ,

以建立可重用的集成化软件部件。也就是说 ,

COM提供了一种低层次的对象绑定机制和对象

彼此通信的能力。

在符号库接口层中预先定义好坐标转换 、坐

标运算和图元导出的接口 ,提供指向这些接口的

指针变量来保存具体的接口地址。在主系统中只

需要构造一个 COM 类并继承和实现这些预先定

义好的接口 ,再给中间件的指针变量赋上接口地

址即可。中间件的符号层和图元层在用到坐标转

换和图元导出时 ,只需要通过接口层的指向应用

层的接口指针来调用相应的功能。图 1描述了基

于 COM 的中间件实现方法 。

符号数据以类似数据库的形式存储起来 ,使

之方便于维护和管理 。整个符号库由两类文件组

成:一类是符号库数据文件 ,它保存了符号库中各

个符号的信息和数据;另一类是符号库索引文件 ,

它主要用来保存各个库文件的名称 、描述 、适用的

比例尺范围等 。

符号库中间件负责整个符号库数据的维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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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得在往主系统挂接的过程中 ,应用层无须

考虑符号库的存储 、更新等问题。符号库中间件

对符号库数据的管理如图 2所示。

图 1　基于 COM 技术的实现方法

Fig.1　Implementating Methods Based on COM

图 2　中间件对符号库数据的管理

Fig.2　Management of Data of Symbol Da tabase

w ith Middle_ware

　　从图 2中可以看出 ,中间件通过索引文件可

以直接操作适合某种比例尺的数据文件 。数据文

件一般保存一种比例尺或某种特殊专题的符号数

据 ,如可以将《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式》中的符

号按比例放在不同的符号数据文件中。

所有的地图符号划分为三类:点状符号 、线状

符号和面状符号 。点符号通常用来描述点状地

物 ,根据点符号的按比例的关系 ,通常可以将它划

分为不依比例尺 、半依比例尺和全依比例尺三种

类型 ,其中不依比例尺点符号又有有向和无向的

差别 。线符号和面符号则用来分别表示线状地物

和面状地物。

地图符号中的面符号一般由三部分构成:边

界部分 、底色 、矢量填充图形。其中边界符号可以

用线符号描述 ,矢量填充图形可以用点符号或线

符号描述。可以看出 ,面符号实质上是一种组合

符号 ,可以由点符号和线符号组合而成 。

同样 ,线符号也分为两部分:线主体符号和在

线符号上叠加的点符号。

另外 ,将点符号和线的主体符号定义为由一些

基本的图形(如折线 ,圆等)经过一系列几何变换和

排列组合而成的简单符号 ,这些基本的图形称之为

图元。图 3展示了各符号的组织结构和关系。

图 3　符号的组织结构和关系

F ig.3　F ramewo rk and Relationship of Symbols

　　从图 3可以看出 ,图元集合构成了所有符号

的图形基础。一个地图符号就是一个或多个图元

集合的组合。

无论是国家基本比例尺的地图符号还是专题

地图符号 ,都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图形 。地图学中

按照符号的外形 ,将地图符号划分为几何符号 、透

视符号 、象形符号 、艺术符号等 。如何将这些复杂

的图形用尽量少的图元类型来组合表示而又不降

低符号绘制的质量和美观性 ,是一项比较细致的

工作 。双层符号库模型将组成地图符号的图形划

分为 7种图元:折线(贝塞尔曲线)、多边形(贝塞

尔多边形)、椭圆 、圆弧(扇形)、饼形 、注记(True-

Type 符号)、位图。

对于外部的函数符号 ,双层符号模型提供了

接口的协议。只要外部的函数符号符合这个协

议 ,无论它是用什么语言编写 ,都能通过符号库编

辑器挂接到符号库中 。

为了更好地组织和维护各图元 ,采用面向对

象模型来描述各图元之间的关系。图 4是各图元

的继承和派生关系。

图元基类

注记图元 图形图元 位图图元

折线图元 圆形图元

多边形图元 椭圆图元 饼形图元 圆弧图元

图 4　图元的继承和派生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of Inheriting and Derivation of Meta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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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图 4中 ,图元基类是所有图元的基类 ,它提

供图元的基本功能 ,并提供了一系列图元的编辑

接口 ,这些接口以虚函数的方式给出 。在图元基

类上 ,派生了注记图元 、图形图元和位图图元三个

类。其中注记图元提供对注记和 TrueType 符号

的支持 ,位图图元提供对位图(包括设备相关与设

备无关位图)的支持 。图形图元则是所有图形图

元的基类 ,在它上面派生出了折线 、多边形 、圆形 、

椭圆等图元。折线图元和多边形图元提供对折

线 、Bezier 曲线 、折线多边形 、Bezier曲线多边形的

支持 。由于WIN API并不支持斜椭圆 ,双层符号

库模型将椭圆和圆分开 ,并在圆的基础上构造出

椭圆图元 ,以提供对椭圆(斜椭圆)的支持。

4　符号库系统的实现和应用

在上述模型和结构的基础上 ,本文利用 COM

技术在具体的 GIS 软件系统中实现了符号库设

计和编辑系统 ,在符号可视化的效果和速度上都

比较满意 。符号编辑器采用类似V C++6.0的风

格 ,在界面上分为 4块 。第一块是菜单和工具条

区 ,位于界面的上侧 ,该区集中了符号库编辑器的

主体功能;第二块是符号库的目录区 ,位于整个界

面的左侧 ,它提供了对符号文件以及符号库级别

的管理和维护;第三块是符号的编辑区 ,位于符号

库的中间偏右部分 ,在该区域内可以对符号进行

编辑 、显示 、查询等操作;第四块是预览区 ,位于编

辑器界面的下部 ,它提供了符号级别的显示及属

性设置 、删除 、添加等功能 。

在符号库的菜单和工具条区 ,编辑器提供了

以下功能:符号库和符号文件的维护 、通用编辑功

能;添加图元 ,对图元进行节点编辑 、旋转 、移动 、

镜像 、拷贝 、粘贴 、网格捕捉功能;键盘精确输入坐

标 、加载背景图像等功能 。

符号编辑区是对符号图元进行编辑的主要场

所。在编辑区的左边和上边 ,编辑器提供了直尺

以方便符号绘制时的定位 ,直尺可以随区域的放

大 、缩小 、移动而变化 ,其单位是 0.01mm 。编辑

区的下部提供了符号的属性以及当前操作状态的

显示 。图 5是符号库编辑器的主界面。

图 5　符号库编辑器主界面

Fig.5　Editor' s Main Interface of Symbol Da tabase

　　符号的预览区提供了对符号的预览以及添

加 、复制 、粘贴 、删除以及属性编辑等功能。通过

符号预览区 ,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定位到指定的符

号进行编辑。编辑器对符号提供了符号分类预

览 ,如点符号预览 、线符号预览 、面符号预览 、特殊

符号预览 。

　　符号库编辑器支持将背景图像导入以方便用

户对复杂符号进行跟踪 ,键盘输入坐标的功能又

大大增强了符号的精确性 。整个编辑器对符号库

的绘制端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

5　结　论

本文在对目前几家主要符号库产品进行综合

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套易于大多数电子地图

和GIS主系统挂接的符号库设计模型 ,同时给出

了基于 COM 的符号库结构设计和实现 ,为地图

符号库的产品化提供了较好的范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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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p symbol database is a necessary part of geog raphical info rmation sy stem for dis-

play ing spatial data.This paper proposes a scheme of constructing aymbol base.The follow ing is

the content and innovation:

○ The idea of parti tio ning the symbol base into three parts:the data file , the middle code and

the application code;

○ The idea of dividing the symbol base code into tw o levels:the abst ract level and the applica-

tio n level;

○ The idea of using many methods to solve one problem ;

○ The method of “cycle draw in x direction and pile in z direction”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line symbol' s draw ing;

○ The algebra of morass symbol' random draw ing and the algebra of flexile point symbol' s

draw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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