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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地图符号的数据结构进行分析 , 设计出满足地图需求的高精度地图符号 , 方便地图符号库的管

理与维护。此外 ,考虑到线型符号绘制中的速度慢的特点 ,提出了高效率的绘制方法 , 设计并实现了一个较好

的地图符号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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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精度地图符号库采用面向对象的系统设计

方法 ,以图元的形式组织符号 ,以统一的方式管理

符号 ,以数据库文件的形式存储符号 ,提供统一的

符号输出接口[ 1] ,并采用参数化的数据结构和高

精度数据组织符号 ,运用 GDI+绘制地图符号 ,满

足地图输出及出版(国家图式和规范)的精度要

求[ 2] 。

1　高精度符号库系统设计

1.1　符号库数据组织

本符号库系统设计时 ,考虑了符号库设计的

5条原则 ,即完备性 、灵活性 、精确性 、易用性 、开

放性 。通过对图式 、图例符号进行抽象 ,形成基本

图元 ,能实现大多数符号的制作;针对每个符号 ,

均可以增加 、删除图元 ,修改图元的属性 ,具有一

定的灵活性;采用参数化的数据结构和高精度数

据组织符号 ,精度高;符号设计系统提供了便利的

符号维护手段 ,使用方便;系统设计时 ,考虑了符

号版本信息 ,为后续符号库升级提供了较好的支

持。

符号库数据组织结构如图 1所示 ,其中文件

分为符号库文件头 、点符号索引 、线符号索引 、符

号 4段。符号由惟一的符号 ID 、符号描述以及图

元信息组成 。在符号库中 ,通过符号 ID 建立索

引 ,可方便 、快速地查找所需的符号 。

由于系统采用的是索引与数据存放于同一文

图 1　符号库数据组织

F ig.1　Data Structure of Map Symbol Library

件中的数据库结构 ,拷贝复制时较为方便 ,便于符

号库的分发。

1.2　图元分类

地图符号一般分为点符号 、线符号和面符号 ,

它们各有其特点 ,但又具有共性 ,其差异在于构成

各自的基本图元以及属性 、布局方式不同 ,而相同

之处则是它们的绘制参数(符号代码 、笔的颜色 、

刷子的颜色等)、操作方法(绘制 、删除等)基本一

致。因此 ,可采用面向对象的思想对地图符号进

行抽象 ,将其看作是由一系列基本图元组成[ 4] ,

基本图元有点 、直线 、折线 、曲线 、椭圆 、三角形 、矩

形 、多边形 、字体 、位图等 ,通过进一步抽象 ,可将

上述图元归纳为位图 、矢量 、T rueType 字体三大

类。矢量包括折线 、椭圆 、圆和多边形等 ,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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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及程序代码的冗余 ,可利用面向对象语言中

的多态性 ,在位图 、矢量 、TrueType字体图元的基

础上 ,抽象出更高层次的图元基类 ,图元基类中定

义了图元的颜色 、大小等基本属性以及绘制 、操作

(选择 、移动 、缩放)等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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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利用了面向对象

的继承性 、多态性来实现图元的组织与管理。

1.3　符号库的高精度体现

符号库的高精度体现主要表现在符号的数据

组织精度和符号的显示精度两个方面。本符号库

系统中 ,符号的数据组织精度表现在参数化的数

据结构 、高精度数据组织 、无量纲单位三个方面;

符号的显示精度主要体现在运用 GDI+高精度地

显示符号和实现地图符号中变形字体的显示 。

1.3.1　参数化数据结构

符号库中采用参数化数据结构存储符号及图

元 ,存储图形的几何参数 ,如图形的长 、宽 、间隔 、

半径 、方向角 、夹角等 ,其余数据都由程序在绘制

符号时按相应的算法计算出来 ,如椭圆的数据结

构为圆心点 、短半径 、长半径 、起始角 、终止角。

Bezier曲线采用参数方程 ,每一段 Bezier 曲线存

储 4 个点(如图 2 所示), (x 1 , y 1)、(x 4 , y 4)为

Bezier曲线上的点 ,(x2 , y2)、(x 3 , y 3)为 Bezier曲

线的方向控制点 。

对于线型符号 ,如公路 、铁路 、界线等符号 ,存储

其描述参数 ,即线宽、线型、颜色即可 ,不需要存储实

际坐标。以某一公路符号为例 ,如图 3所示 ,它由两

层线型叠加而成 ,底层是宽度为 1.0mm的黑色实

线 ,上层是宽度为 0.8mm 的白色实线 ,在数据存储

时 ,分别记录两个线型的宽度 、颜色、线型即可。

采用参数化数据结构进行组织 ,占用的存储

空间小 ,能表达复杂的图形 ,且绘制精度高 ,无级

放大时 ,符号不变形 。

图 2　Bezier曲线结构

Fig.2　Construction of Bezier Curve

1.3.2　高精度数据组织

一般情况下 ,地图符号从大小和线划都需要

图 3　公路符号组织
Fig.3　Construction of Road Symbol

精确到 0.01 mm ,因此设计符号库系统时 ,线划

宽度以mm 为单位 ,符号的坐标采用无量纲单位 ,

同时采用双精度浮点型(double)存储这些数据。

这样 ,数据能精确到 0.01mm 甚至更高 ,确保了数

据的准确性及高精度性。

此外 ,为保证符号的颜色在显示与打印两种

情况下不失真 ,设计符号库系统时 ,采用 RGB和

CYMK 两种颜色模式 ,以便用户根据需要应用不

同的颜色模型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

1.3.3　无量纲单位

符号库系统设计采用无量纲单位 ,即设计符

号时 ,将符号的定位点设定为(0 , 0)点坐标 ,根据

符号外接矩形的宽度 、高度及其所对应的单位范

围(1.0mm , 1.0mm)计算符号缩放比例尺 ,运用

缩放比例将符号的坐标数据缩放到(1.0mm ,

1.0mm)范围内 。因此 ,符号库中所存储的符号

大小都是在(1.0mm , 1.0mm)范围内的符号 。

在运用符号库对不同比例尺地图符号化时 ,

首先根据不同比例尺地图的图示图例 ,确定各比

例尺地图中符号的大小 ,建立不同比例尺图形中

符号大小的知识库。当对不同比例尺图形符号化

时 ,只需根据知识库提取或内插计算出对应的符

号大小 ,然后缩放符号库中的符号显示即可 。

因此 ,不同比例尺地图符号化时 ,如使用相同

的符号库 ,只需设置符号的缩放比例 ,便可实现符

号配置 ,这样既保证了地图符号的精度 ,又使地图

符号库得到重用 ,节约了不同符号库建库的开销。

1.3.4　变形字体显示

在Window s平台下 ,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矢量

字库 ,但Windows提供的矢量字库中仅包括标准

字体和右斜字体 ,未考虑地图显示中特殊的变形

字体 。因此 ,在符号制作中 ,要考虑如何针对地图

专业的需求 ,显示各种左斜 、耸肩等特殊变形字

体。

为了解决以上的需求 ,本文采用了如下方法。

考虑到在Window s平台下 ,各种字库一般采用的

是矢量字库 ,即对于任一数字 、汉字或英文字母 ,

可提取其特征点(关键点)以及在各特征点之间汉

字的曲线绘制方式 。因此 ,对于那些无法采用一

般方法显示的变形字体 ,可以首先获取标准字体

下的特征点及在各特征点之间汉字的曲线绘制方

式 ,然后通过对其特征点经过一定的坐标变换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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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如旋转变换矩阵 、左斜变换矩阵 、耸肩变换矩

阵),得到其变形下的特征点 ,再采用原有的各特

征点之间汉字的曲线绘制方式绘制这些变形后的

特征点 ,实现字体的变形 。

因此 ,对任一注记 ,只需存储字体的一般属性

(字体的高度 、字体的宽度 、字体的颜色等)以及字

体的变换矩阵。显示时 ,按照上述方法 ,先提取标

准字体的特征点坐标 ,然后采用变换矩阵对特征点

进行坐标变换 ,最后根据变换后的坐标绘制图形 ,

即可显示变形字体。在本符号库程序中 ,即是采用

此方法显示变形字体 ,显示效果好 ,精度高[ 5] 。

1.3.5　运用GDI+高精度显示符号

GDI+是对原有的 GDI 功能上的升级 ,提供

的主要功能有矢量图形输出 、光栅图形输出和文

字排版等 。与传统的 GDI 相比 , GDI+主要有渐

变画刷 、独立的路径对象 、矩阵对象 、区域和多格

式图片支持等特点 。运用 GDI+绘制图形时 ,图

形要素的轮廓更平滑 , 显示效果更好 。此外 ,

GDI+将绘制轮廓 、填充内部相分离 ,绘制填充轮

廓时显得更加灵活。本系统中采用 GDI+显示地

图符号 ,通过创建一个图形对象 Graphics , 设置

SmoothingM odeHighQuali ty光滑绘制模式 ,实现

了符号的反走样 ,确保了符号的高质量 、高精度显

示。

2　高精度符号库系统实现

2.1　符号的编辑

符号由各种图元按照一定的规则组成 ,因此 ,

对符号的编辑就是对组成符号的图元进行编辑 ,

包括图元属性信息和几何信息的修改等 。程序中

提供的图元编辑功能有选择 、删除 、拷贝 、清屏 、移

动 、对齐(左右对齐 、上下对齐 、中心对齐等)、节点

移动 、全选 、撤消 、恢复 、属性设置等 ,其操作都是

以选取对象为基础 ,然后对被选取的对象进行各

种操作 。考虑到其他算法相对容易实现 ,在此仅

对撤消与恢复的算法进行详细解释 。

在任一软件中 ,提供撤消 、恢复的操作至关重

要。其总体思想是将绘图过程中的图元绘制和修

改操作以链表的形式存储于系统中 ,撤消和恢复

时 ,将链表中的数据出栈 ,重设图形数据 。其实现

思想有如下两种方式 。

1)与操作无关的撤消和恢复

系统存储撤消链表和恢复链表 ,当图形数据

发生变化时 ,将变化后的所有数据存储于系统中

的撤消链表中 ,当进行撤消操作时 ,取出链表的倒

数第二个数据 ,重新分配给图形数据 ,并将撤消链

表最后的数据出栈 ,放入恢复链表中 ,以便恢复操

作时使用 。其弊端是:每次数据改动后 ,都会将所

有数据保存一次 ,占用内存大 ,只适用于少量的图

形数据。其优点是:操作简单 ,方便地实现撤消与

恢复操作 。

2)与操作相关的撤消和恢复

将绘图过程中的图元增加 、删除和修改操作

以链表的形式存储在系统中 ,撤销时 ,取出链表尾

节点 ,根据图元 ID以及操作方式撤销即可 ,并将

数据放入恢复链表中。如移动一个对象时 ,存储

该对象的 ID以及移动的(d x , dy)偏移值 ,撤销

时 ,根据 ID 取出该对象 , 将对象移动(-d x , -

dy)即可;恢复时 ,将对象移动(d x ,dy)即可。

2.2　符号的绘制

符号可分为点符号 、线符号 、面符号 ,其中点

符号绘制可通过指定缩放比例 、定位点以及角度

来快速绘制;面符号则是通过其排列方式(井字

形 、品字形)计算出符号分布的位置 ,然后按照点

符号的方式绘制;线符号的绘制则相对复杂 ,一般

有三种方式:①纯函数方式 ,即某一类符号采用

同一种绘制算法;②横向循环配置图元的方式 ,

即由一个定长图元沿着定位线循环配置的方式绘

制所有线符号;③采用自定义线型与图元相结合

的方式 ,即采用 VC 中自定义的线型和图元沿着

定位线循环配置合作的方式实现线符号的绘制。

第一种方式绘制效果比较好 ,但符号的可编辑性

和维护性差;第二种方式在线段拐角处效果不是

很好 ,通常用于复杂符号的绘制(如长城等)[ 6] 。

文中的符号库采用自定义线型与图元相结合

的绘制方式对线符号进行优化 ,较大地提高了绘

制速度 。如铁路符号(如图 4(a)),传统的绘制方

式是采用一个黑色矩形和白色矩形组成的图块循

环配置而成(如图 4(b)),而本符号库系统中引入

VC
++
自定义线型 ,采用线型来组成部分线符号 ,

如图 4(c)所示。绘制铁路符号时 ,采用一条黑线

(底线)、一条白色虚线组成 ,其中线的宽度 、虚线

的间隔根据要求设置 。

传统的方法与改进后的方法有以下区别 。

1)前一种方式存储线型符号图元的属性及其

几何坐标;后一种方式存储线型符号的描述参数 ,

如线宽 、线型 、笔色等 ,不存储实际坐标 ,采用参数

化数据结构存储 ,数据量小。

2)前一种方式在符号化时沿基线循环配置 ,

需要不断进行坐标变换以及图元旋转变换 ,而且

在基线拐角处 ,需对图元作变形处理 ,符号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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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铁路符号的实现
F ig.4　Implementation o f Railway Symbol

慢 ,且对于一些特殊处理 ,效果不是很好 。后一种

方式利用自定义线型绘制 ,只是重复利用不同的

线型绘制符号 ,绘制速度快 ,效果好 。而且当符号

化的基线为 Bezier 曲线时 ,采用第一种方式需将

Bezier曲线离散为折线 ,在每段折线循环配置线型

图元。而采用后一种方式 ,可直接传入 Bezier曲线

坐标 ,运用 GDI+中的 DrawBeziers直接绘制 ,绘制

速度较前一种快 ,而且绘制的曲线更光滑。

因此 ,对于公路 、铁路 、境界等以线型为主的

符号 ,均可通过自定义不同线型实现线型符号。

当然 ,对于复杂图元 ,若无法采用线型表达 ,仍需

采用沿定位线循环配置而成。

2.3　符号库的管理与维护

符号库的管理涉及到符号的出库 、入库 、删

除 、替换 、符号库的更新 、符号库之间的拷贝等操

作。考虑到符号库的管理与维护等 ,本符号库将

点符号与线符号共存储于同一文件中 ,便于符号

的使用和管理 ,同时分别建立点符号和线符号的

头索引 ,方便符号的录入 、查询 、删除以及符号库

的更新等操作。

符号库维护时 ,进行缓存操作 ,对于符号的删

除操作并不是直接将符号从符号库中删除 ,而是

将符号的 ID 改为-1 ,作为删除符号标记 ,逻辑

上删除符号。当更新符号库时 ,重建符号库文件 ,

删除符号库中带删除标记的符号 ,物理上删除符

号。这样做的优点是避免反复重建符号库文件 ,

对数据重复操作 ,其次对已删除的符号可进行恢

复操作。符号库管理界面如图 5所示。拷贝符号

功能通过指定源符号库 ,并选择需要拷贝的符号 ,

即可将该符号拷贝到目标符号库中 ,实现符号库

之间的相互拷贝。更新符号库则是将符号库中标

识为删除的符号彻底清除 ,重建符号库文件 ,同时

保持各个符号的 ID不变。

2.4　符号库系统应用实例

以点符号为例 ,显示本符号库系统的主要界

面及其基本功能 ,图 6 为符号库系统中制作水塔

符号的主要界面 。另外 ,采用系统设计的符号库

对某地区的地图进行符号化实验 ,符号化效果如

图 7所示。实验表明 ,地图符号化后 ,能够更直

观 、更形象地表达地图要素 ,增强地图的图形效

果 ,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3　结　语

本文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 ,抽象分类符

号图元 ,构建高精度地图符号库框架 ,并在 VC++

开发平台下 ,采用 GDI
+
实现了高精度符号库系

统 ,较好地解决了 GIS 系统下地图数据可视化 、

地图输出与出版对高精度符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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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Symbol Library Based on G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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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of open map symbol and the design of oriented-object

sy stem.Firstly ,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s of the map symbol library are summa-

rized.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ap symbol library is discussed.The

total structure of the symbol library system and the dif ferent graphic elements are proposed.

Then , some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mbol library sy stem are described.Last , this

paper gives some conclusions and comments on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mbol li-

brary.

Key words:map symbol library ;high precision;G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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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at ion images with complex backg round , a new method using support vecto r machines is put

forw ard in this paper.Through training the target and non-target samples , suppo rt vector ma-

chines method can set up an effect ive recognit ion model , which can detect all possible interested

man-made targets through scanning all areas in images.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rapid , ef fective and robust.

Key words:suppo rt vecto r machines;pat tern recognition;target 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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