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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试验成果 , 详细介绍了基于信息块法的矢量地图符号库的建立和空间信息的符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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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矢量符号库是用离散形式的坐标点对表示的

点 、线 、面状符号的有序集合。常规的实现方法有

程序块法 、信息块法 、综合法三种。

1　基于信息块法矢量符号库的设计

在信息块法中 ,符号数据和绘图程序相对独

立 ,符号被离散为单纯线划 ,固然可简化和统一绘

图程序 ,但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存储空间的消耗。

为了全面准确地记录符号信息块 ,并最大效率地

节省存储空间 ,可采取以下两个途径:①从符号自

身的特点出发 ,简化符号的数据结构 ,减少不必要

的数据;②通过规范符号空间的大小 ,采用满足需

要的最小存储量的数据类型。

1)矢量符号空间的定义

符号空间是一有限大小的绘图空间 ,是用于

绘制矢量符号的局部坐标系 ,其大小决定了符号

的精度以及符号信息块的存储空间 。实践表明 ,

128×128的点状符号空间 , 256×48 的线状符号

空间 , 128×128的面状符号空间能较好地满足地

形图的精度需要 ,可以保持较高的符号精度 ,并且

节省存储空间。

2)矢量符号库的数据结构

为便于符号管理和节省存储空间 ,可分别定

义点 、线 、面状符号的数据结构 。符号空间的规范

可以定义固定大小的符号信息块。

·矢量符号库索引文件结构。索引文件包含

了符号的基本信息 ,符号 ID是检索符号的惟一标

识 ,符号数据指针记录了 ID所标识的符号在数据

文件中的存储地址 ,如表 1所示 。

·点状符号数据结构如表 2所示 。

表 1　符号库索引文件结构

Tab.1　Structure of Index Tile

信息类型 数据类型 数据范围/字符

符号 ID Char[ 10] 1～ 10

符号名称 Char[ 20] 1～ 20

符号类别 Char[ 20] 1～ 20

符号比例尺 Char[ 20] 1～ 20

符号类型 Char[ 20] 1～ 20

符号数据指针 Long

总计存储空间:94Byte

表 2　点状符号数据结构

Tab.2　Data Structure of Dotlike Symbol

信息类型 数据类型 数据范围

符号 ID Char[ 10] 1～ 10个字符

颜色代码 TColor (0, 0 , 0)～ (255 , 255 , 255)

定位点 X0 Byte 0～ 128

定位点 Y0 Byte 0～ 128

特征点数 Byte 0～ 256

特征点坐标 X Byte[ 256] 0～ 128

特征点坐标 Y Byte[ 256] 0～ 128

抬落笔指令码 bool[ 256] {0 , 1}

笔粗码 Byte[ 128] 0～ 128

总计存储空间:913Byte

·线状符号数据结构 。线状符号通常由点符

部分和线符部分组合而成 。点符部分(只有部分

的线状符号才有)依据定位点 ,以线符延伸方向为

X 轴配置 , 不需进行变形;线符部分沿着定位轴

线 ,按符号单元距离 L 重复配置 ,需在转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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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压缩和拉伸变形 。为方便符号化和不必要的

符号化处理 ,可以将线状符号中的点符和线符部

分分开定义数据结构 。线-线的数据结构如表 3

所示 ,线-点的数据结构如表 4所示。

·面状符号的数据结构如表 5所示。

表 3　线-线数据结构

Tab.3　Data Structure of Line-Line Symbol

信息类型 数据类型 数据范围

符号 ID Char[ 10] 1～ 10个字符

颜色代码 TColor (0, 0 , 0)～ (255 , 255 , 255)

单元长 L Byte 0～ 256

定位轴 X01 Byte 0～ 128

定位轴Y 01 Byte 0～ 128

定位轴 X02 Byte 0～ 256

定位轴Y 02 Byte 0～ 48

特征点数 Byte 0～ 256

特征点坐标 X Byte[ 256] 0～ 128

特征点坐标 Y Byte[ 256] 0～ 128

抬落笔指令码 bool[ 256] {0 , 1}

笔粗码 Byte[ 128] 0～ 128

总计存储空间:916Byte

表 4　线-点数据结构

Tab.4　Data Structure of Line-Dot Symbol

信息类型 数据类型 数据范围

符号 ID Char[ 10] 1～ 10个字符

颜色代码 TColor (0, 0 , 0)～ (255 , 255 , 255)

点符数 P Byte 0～ 2

定位点 X0 Byte[ 2] 0～ 128

定位点 Y0 Byte[ 2] 0～ 128

特征点数 Byte[ 2] 0～ 256

特征点坐标 X Byte[ 256] 0～ 128

特征点坐标 Y Byte[ 256] 0～ 128

抬落笔指令码 bool[ 256] {0 , 1}

笔粗码 Byte[ 128] 0～ 128

总计存储空间:917Byte

表 5　面状符号数据结构

Tab.5　Data Structure of Arealike Symbol

信息类型 数据类型 数据范围

符号 ID Char[ 10] 1～ 10个字符

颜色代码 TColor (0, 0 , 0)～ (255 , 255 , 255)

排列方式 Byte {井形 ,交错 ,散列}

倾角 1 Byte 0.0～ 180.0

倾角 2 Byte 0.0～ 180.0

行距 Byte 0～ 128

定位点 X0 Byte 0～ 128

定位点 Y0 Byte 0～ 128

特征点数 Byte 0～ 256

特征点坐标 X Byte[ 256] 0～ 128

特征点坐标 Y Byte[ 256] 0～ 128

抬落笔指令码 bool[ 256] {0 , 1}

笔粗码 Byte[ 128] 0～ 128

总计存储空间:917Byte

2　系统功能设计和程序实现

2.1　系统功能设计

完善的符号库绘制系统不仅能够实现符号设

计 、符号库的建立 ,还能进行编辑 、符号库更新等。

笔者在实现上述基本功能的同时 ,尝试了编写符

号图面配置函数 ,实现图形符号化功能 。

1)符号库操作。包括新建符号库 、打开已有

符号库 、浏览符号库中符号 、整理更新符号库 、调

用符号库中符号 、关闭符号库 。

2)符号编辑。包括新建点 、线 、面状符号 ,保

存或放弃新建符号 ,修改已建符号 ,删除符号库中

的符号。

3)符号化 。包括绘制矢量图形 ,调用符号库

中符号 ,旋转 、缩放 、平移符号 ,进行图面配置 ,实

现图形符号化显示。

2.2　程序实现

符号库的建立主要是用于 GIS以及地图绘图

系统的符号化需要 ,所以符号库不仅要能够创建

符号 ,更应该具有良好的接口功能 ,可以供 GIS或

地图绘图系统调用 ,实现空间信息的符号化显示。

笔者根据需要建立了绘图图元类 、符号类 、符号配

置类等 。绘制系统具有良好的接口函数 ,便于封

装成动态链接库。

2.2.1　符号设计

新建符号时 ,调用图元类绘制函数 ,在符号空

间限制区域内创建符号 ,并将图元属性和坐标信

息记录到临时的图元类实例对象中 。保存时 ,调

用保存函数 ,将各图元信息离散为单纯线划数据

和操作指令 ,打开符号库数据文件 ,将其写入文

件 ,并返回该符号信息块的起始存储地址 ,将其与

新建符号的基本信息写入索引文件 。修改或查看

符号时 ,调用检索和查看成员函数 ,从符号库中读

取符号信息块 ,在屏幕上重绘符号 ,进行修改 。索

引的建立以及符号类的封装使得符号库的管理非

常方便。

2.2.2　符号化

符号化依据符号信息和实体定位信息 ,通过

缩放 、旋转 、平移 ,将符号从有限的符号空间变换

到地图空间。笔者封装了点 、线 、面符号的图面配

置 ,形成 TDrawSymbol类 ,该类有一个接口函数 ,

符号化时 ,只需传入符号 ID 、类型及实体定位信

息 ,该类自动调用符号配置的成员函数 ,完成符号

化。

1)点状符号绘制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①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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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点状符号信息块;②符号坐标中心化 ,即将符号

空间的坐标原点(0 , 0)平移到符号定位点(X 0 ,

Y 0);③旋转 、缩放;④平移定位 ,即将符号数据从

符号空间转换到地图空间;⑤绘制符号 。

2)线状符号绘制 。线状实体目标的符号化是

以该实体目标的定位点数组为基准 ,分段依次绘

制的 。每两段线段的转折处需要增加线状符号衔

接区域的绘制。如图 1所示 , ——— Tt 为符号信息

块中某一线划; Dd为线状符号定位轴线;

Ci , Ci+1为衔接区域定位轴线长度;·(X i ,Y i)为实

体目标的定位点;·N0 、N1 、N2 、Tt 为在衔接区域

中的补充点;A1 、A2为线段转折角 , L 为实际绘制

线状符号的区域;L 所指的空白区域是直接配置

线状符号的非衔接区域。以下以实体目标定位点

(X i ,Y i)和(X i+1 , Yi+1)之间的线段为例 ,介绍线

状符号的绘制过程。

图 1　线状符号绘制示意图

Fig.1　Drawing of Line Like Symbol

·变量设置 。由于非衔接区域 L 段内 ,存在

以下两种情况:①L 的长度并不满足整数倍个线

符单元长度 ,存在非整线符;②实体目标定位点密

集 ,连续 3 个以上定位点之间的距离总和不够一

个符 号 单 元 长。 因 此 , 这 里 增 加 定 义 了

FirstOffsetL、SecondOffsetL 、TotalOffsetL三个变量 ,用

于记录非整符号的绘制 ,如表 6所示 。

·面状符号绘制 。面符绘制确切地说应该是

面域的填充 ,可看作面状符号单元在特定的面域

范围内 ,依据一定的行距 、倾角 、排列方式重复配

置的结果。其绘制重要的是确定定位点 ,同时为

了绘制美观 ,要保证计算出的定位点上绘制的面

符单元完全位于面域内。此过程可通过以下步骤

实现:①读取面状符号信息块 。 ②确定填充面

域的范围 ,从上至下 ,从左至右 ,依据面状符号单

元的高度 、长度以及面状符号的行距 、倾角 、排

表 6　变量定义

Tab.6　Definitions for Variables

变量名 意义

Num 实体目标定位点个数

L[ i+1] (X i , Y i)(X i+1 , Y i+1)点之间的距离

Ci 第 i 个衔接区域中轴线长度

L 除去衔接区域长度的实际绘制区

Num L 中整线符单元的个数

m_Wide 线符单元长

x 临时定位点

y 临时定位点

Ai 第 i 个转折角

Cos 第 i 段线段的X方向变化率

Sin 第 i 段线段的Y 方向变化率

FirstOffsetL 整单元长非整符号长度

SecondOffsetL 非整符号长度

TotalOff setL 已经绘制的非整符号总长度

列方式 ,计算定位点坐标数组。依据这种方式计

算定位点坐标 ,容易使面域内符号配置的右边界 、

下边界由于不满足绘制符号单元的范围大小而出

现较大空白 ,面域符号配置上下 、左右不对称 ,需

将定位点坐标进行统一位移。移位后仍然能够保

证符号单元位于面域内的定位点的坐标保留 ,否

则放弃。 ③依据点状符号的绘制流程 ,在步骤②

中循环计算出定位点上的配置符号单元 。

·信息块矢量符号的符号化特点。采用以上

所述的符号绘制算法 ,结合信息块矢量符号自身

精确的单纯线划坐标数据进行符号化 ,配置效果

光滑 、美观 、精细 、精确性高 ,尤其是线状符号转弯

配置时 ,连续衔接区域的绘制 ,具有一定的光滑度

和精确性;面域符号的填充具有较好的填充效果 ,

可以很好地满足空间信息显示的需要。

3　结　语

试验表明 ,基于信息块法开发矢量符号库设

计和符号化绘制软件 ,逻辑思路正确 ,开发方便 ,

能够使符号数据与绘图程序相对独立 ,动态增添

更新和精化符号库特别方便 ,符号库的开放程度

高 ,并且所开发的软件具有较好的封装性 ,便于系

统维护和扩展 。同时符号化绘制精确 、美观 ,尤其

是线状符号转弯配置效果较好 ,可适应广泛的空

间信息显示需要 。笔者利用所开发的软件 ,建立

了基于国家标准系列地形图图式的符号库 ,并可

以满足实际生产的需要。系统所设计的国家标准

1∶5万地形图符号库实例以及符号化演示如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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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符号化演示

Fig.2　Demo of Symbo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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