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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动态地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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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时间动态地图模型进行了研究 , 认为动态地图由于表达空间维数的增加 , 使得地图作为客观现实世

界的概念模型更加完善 ,并且作为物质模型 , 动态地图的可视化应与空间认知的计算机表达紧密融合。在制

作时间动态地图时 ,不同的视觉变量具有不同的动态表现能力 ,根据时态现象的特征进行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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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空间技术 、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 ,大量

有关地球空间环境的不同时相数据被收集 ,用户

不仅需要传统的静态地图 、电子地图来进行表达 ,

而且更需要对地理现象的演化过程进行可视化和

动态分析与模拟 ,由此提出了时态地理信息的可

视化[ 1] 。地理可视化具有动态与交互两大基本

特点
[ 2]
。这里的动态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①

信息检索的动态性[ 3] ;②利用静态地图中的视觉

变量 ,产生闪烁 ,或者观察视点的改变;③借助动

画技术表示某一时段内某种现象的移动与变迁过

程。综合来看 ,这种目前广泛使用的动态地图分

为时间动态地图和非时间动态地图两大类[ 4] 。

动态地图也可称为地图动画 ,但由于动画概

念侧重于计算机技术 ,而且可以指那些使用图像

技巧构成的连续活动画面 ,所以从动态地图的研

究对象 ———时空地理现象来说 ,本文所谈到的动

态地图是指用地图来表示随时间变化的信息 ,即

时间动态地图。

1　作为概念模型的动态地图

地图是现实地理世界抽象化 、概括化的模型 ,

具有揭示客观地理世界的结构 、分布特征和相关

关系的功能[ 5] 。建立模型概念的基础在于模型

本身与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这种相似性

可以是外表的 ,也可以是内部结构的相似
[ 6]
。

传统地图的表达空间基本上以二维为主 ,对

于零维(点)与一维(线)的地物 ,在增加时间维后

分别成为一维(线)和二维(面)的目标 ,仍然可以

在地图上表示 ,如鸟的迁徙路线 、河道的历史变

迁。部分二维目标的时间变化也可以表示 ,如森

林火灾扩散范围的单向变化。由于时间具有线性

和不可回溯的特性 ,可以将时间维用空间中的线

来模拟表达。系列地图将单幅地图整体作为空间

中的一个点单元 ,通过空间上的线性展开而达到

维数增加的效果 ,所以系列地图也可以表达一些

时态信息 ,但这仍是将时间维转换到空间维的一

种模拟 ,而单幅地图的内部由于时间维的移出 ,内

部可利用的维数增加 ,从而使得可表达的内容增

加。地图动画则更进一步 ,其演示时间对应于现

象的真实发生时间 ,是在时间维上的模拟 ,将时间

维再次从空间维中移出 ,使得时空中的各维不会

发生维数上的压缩与转移 ,增加了表达空间的容

量。虚拟现实由于其在显示空间上的真三维并能

模拟时间 ,从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模拟 。

地图动画又可再划分为可交互与不可交互的

动画以及多链接的动画。无交互的动画实现了对

时间更为流畅的模拟;交互式动画实现了对模拟

时间的控制 ,可以通过这种控制实现观察的重复

性;动态链接的动画通过各种分析手段的集成 ,对

数据进行更多方面的分析 ,来达到地理可视化所

提出的对数据探索的目标 。 MacEachren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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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ak (1997)曾根据地图的使用目的将地图的使

用环境划分为探索型 、确证型 、表达型 ,根据不同

的使用目的选择表达方式[ 7] 。

2　作为物质模型的动态地图

目前的时态可视化技术除了受计算机动画技

术的影响外 ,还要受时态地理数据存储结构的影

响。地理现象经由认知进入概念世界(地图 、

GIS),再映射到图形世界 ,经过视觉传输由用户

来感受(如图 1所示),其中的数据组织体现了人

对空间的认知结果。开放地理信息系统协会

(OGC)制定了基本地理空间认知的九层模型 ,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TC211)也制定了对地理空间认知的概念模

式[ 8] 。目前的可视化由于是二维的 ,相对容易实

现 ,随着三维 、四维 GIS的发展 ,数据量的急剧增

大 ,可视化效率与效果成为三维 、四维 GIS 数据

模型设计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 9]。

与单独的空间表达相比 ,时空现象的表达更

复杂和更困难 。时空数据表达是传统 GIS 表达

的扩展 ,这些传统的表达以面向可视化的制图表

达模式为基础。也就是说 ,它们以点 、线 、面 、格网

以及静态地图显示的其他基本元素的概念为基

础。可见 ,时空数据的表达必须遵循人们在时空

和地理理论方面对现实世界的概念抽象 ,还要满

足计算机分析和可视化表达技术的要求 。

图 1　从现实世界到结构化数据再到可视化图形

Fig.1　From Real World to Structured-Data

Then to Visual G raph

目前已发展的时态 GIS 的表达方法有三种:

①基于位置的时空数据表达 ,以空间位置为主

线 ,地理现象的动态变化作为一系列具有空间位

置的快照得以记录;②基于实体的时空数据表

达 ,以实体(对象)为主线组织数据 ,只记录发生变

化的空间实体;③基于时间的时空数据表达 ,以

时间为主线来组织数据 ,所有变化按时间先后顺

序作为事件序列存储
[ 8]
。其中时空数据表达的

快照法是人对时空现象的基本认知模式(如图 2

所示)。人的意识有将现象领域约简为概念的倾

向 ,即选取事物或运动的某个典型状态 ,许多经验

中的现象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简单而又集中的

阶段”组织起来的[ 10] 。图 2是一种动态地理现象

在人的思维中的表象[ 11] ,属于认知地图的一种。

但是这种数据存储方式的冗余度非常大 ,而且若

采样点密度不够 ,则两个连续快照之间的变化不

能表达 ,进行可视化时出现跳跃的现象 。

图 2　时空数据表达的快照法

F ig.2　Snapsho t Model of Spatio-tempo ral

Data Representation

动态地图的制作方法主要有三种[ 12] :①逐

帧播放的动画 ,将每一帧做好后逐一播放 ,这是对

时空认知的一种较原始的模拟 ,数据的冗余量很

大;②关键帧动画 ,利用插值算法得到中间帧 ,减

少数据的冗余;③过程或算法动画 ,对一些具有

一定的数学模型或物理特征的地理现象 ,通过软

件程序进行控制。

3　时态现象的特征与视觉变量的选
取

　　地图视觉变量是构成不同地图符号和传输不

同视觉感受的基础 ,传统的制图变量主要有位置 、

形状 、方向 、颜色 、纹理 、灰度等级 、尺寸 。当把地

物置于时空维时 ,需对上述变量进行扩展 。在空

间尺度上扩展深度变量 ,在时间尺度上扩展时间

变量 。深度变量包括色彩 、阴影 、纹理和透视变

换;时间变量包括持续时间 、变化率 、顺序和阶段。

文献[ 13]曾针对时空数据在静态地图中的图形表

示进行了总结 。动态地图中客观世界的变化与可

视化中的显示时间有了直接的联系 ,所有在静态

地图中的设计变量原则上都可以在动画中使

用[ 3 ,14] 。这些可视化变量在表示空间信息的属

性———联系性 、选择性 、次序性 、数量性上的使用

效果是不一样的。时态地理数据在地图上的显示

也要根据相应的变化特征和类型进行视觉变量的

选择 。

文献[ 13]提出一个变化描述语言 ,这是一个

比较详细的描述单一和复合对象的变化类型(产

生 、重现 、分割 、合并 、混合等),虽然它想要建立一

个有关变化的规范化的模型 ,但是仍不能充分地

描述在图形模型中的变化 ,如几何变化(边界的移

动)和时间特征不能被考虑进来 。文献[ 15]基于

对象的空间结构划分运动 ,其两个主要的分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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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轨迹的运动(在位置上完整的移动)和内部的运

动(部分对象在位置上的改变)。后一种类型又被

进一步分为增长/缩小 、内部转动 、部分运动。文

献[ 16]将空间划分为点 、线 、面 、体 ,时间划分为连

续 、循环和间隔 ,两者组合构成一个矩阵 ,组成 12

种运动类型。

文献[ 14]将时间域上的变化分为时刻 、速度 、

持续时间 、次序 、频率;空间域的变化分为出现/消

失(图 3(a))、改变(性质 、数量增加/减少)

(图 3(b))、运动(整体空间位置的改变———轨迹 、

边界的变化)(图 3(c))。

图 3　空间域的基本变化

Fig.3　Fundamental Change of Space Domain

大多数的动态现象是由不止一个空间域的基

本变化所组成的 。如飓风的发生 、风力的增强 、沿
路线的移动 、风力的减弱以及最终的消失 。河流

的污染(流动的水体)可被特征化为沿轨迹移动 ,

但如果是湖泊 ,污染是从一个特定的污染源开始
的 ,边界发生变化 ,通过面积大小的改变来显示污

染的特征 。对空间域上的动态现象进行基于内容

的分类是很有必要的 。

表 1　视觉变量的动态表达性

Tab.1　Dynamic Representation Ability of Visual Variables

视觉变量 出现/消失
变化 运动

性质 数量 轨迹 边界变化

形状 + - - + -

尺寸 - - + - -

方向 - - - + 0

位置 + - - + +

纹理 - + 0 - -

色彩 + + 0 - +

灰度等级 - 0 + - 0

　注:“ +”表示常用 , “ 0” 表示较少使用 , “ -”表示基本不用。

　　在一些地图动画的作品中 ,视觉变量的选取

对动态表达效果起着重要作用 。文献[ 17]中的两

幅动态地图作品 ,其主题分别是欧洲各国每年艾

滋病确诊人数的变化(1993 ～ 2000)和非洲大陆荒

漠草原地区随季节变化的情况(1997-07 ～ 2000-

07)。前者是数量上发生变化 ,使用定点圆符号的

尺寸变换来表达;后者是荒漠草原地区范围随着

季节而移动 ,表达上是使用色彩区边界位置的改

变来反映。与此类似 ,如针对 SARS 疫情制作的

专题图 ,在每日疫情的分析中 ,大都使用分段设色

的方法 ,但在趋势图的演示中 ,就不适合 ,因为色

彩具有表达性质较强 、表达数量感较弱的特点。

在数量发生变化的时态现象的表示中 ,使用尺寸

较色彩更加适合。

4　结　语

地图学受现代技术进步的影响很大 ,特别是

时态 GIS 的出现 ,使传统地图由于表达空间的维

数远远滞后于客观世界 ,很难进行有效的表达。

引入计算机动画技术 ,动态地图解决了时间维的

表达问题 ,使得地图作为客观世界的概念模型 ,其

“同构性”更高 。在动态地图的设计中 ,传统地图

的设计理论和经验作为有效的认知成果应被继承

和发展 ,同时与时态 GIS 伴随而来的海量数据要

求建立符合人的空间认知的结构化数据 ,并且这

种结构化数据应该面向可视化的表达 ,这是作为

物质模型的动态地图可视化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必

然要求 ,这一趋势与科学可视化的提出和发展是

相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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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odel of temporal dynamic map is researched.In dynamic map , the numbers of

representation space dimension increase.So this theory is improved that a map is regarded as a

concept model of the real wo rld.And as the phy sical models , the visualization of dynamic map

should be merged tight ly wi th the st ructured data.Every visual variable' s pow er for dynamic

representation is different.It should be selected acco 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temp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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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programmer.An experiment is taken under GIS envi ronment.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technique supporting fo r the implementation of dynamic balance betw een cultivated land demands

and supplies under land use plan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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