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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地图可视化中的自适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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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用户地图操作行为和外界环境因素对电子地图可视化的影响 ,提出了电子地图可视化中的

自适应概念 ,并给出了比较全面的自适应条件的分类和详细的论述 ,建立了自适应的策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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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多媒体技术 、网络技术以及通讯技术的

发展 ,电子地图正成为一种大众化的信息产品 ,并

将充当信息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工具[ 1] 。

运用面向用户的电子地图自适应策略 ,可以

解决由用户定制获取空间信息的问题
[ 2]
,即为用

户提供各种个性化的地图产品 。作为一种多媒体

的空间信息表达手段 ,电子地图具有动态性和可

交互性的特点。动态性是电子地图系统动态生成

不同电子地图表现产品的基础;可交互性则是实

现用户信息定制的技术渠道 ,所以实现电子地图

的自适应可视化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

1　自适应概念与条件分类

文献[ 3]认为 ,制图是一种个人可视化思考和

公众可视化交流的科学处理过程 ,因此 ,可以认为

自适应是电子地图的设计者和用户之间的一种技

术与需求的协调统一关系。显然 ,自适应如果限

于对个人特点和要求无止境的妥协 ,那么 ,目前在

技术实现上“自适应”必然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概

念 ,因而建立适当的自适应约束条件是保证这种

自适应行为合理和实用的关键 。

任何自适应的触发条件均来自于外部情况的

改变 ,而这种改变只能和电子地图的交互接口进

行通讯 ,所以交互接口是自适应方法产生的初始

条件。本文将这种交互接口划分为两种类型:

①由用户的地图操作行为触发的接口 , Dorling

认为 ,当操作地图的行为发生改变时 ,地图没有道

理依然保持不变
[ 4]
;②由外部环境的变化触发的

接口 ,这里涉及与用户相关的各种硬件和软件环

境的信息 。根据这个分类可以给出电子地图自适

应可视化的定义:在电子地图的使用过程中 ,由于

用户自身的地图操作行为 、电子地图系统本身或

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电子地图可视化内

容 、方式 、质量和结构等的相应自动变化机制 。本

文定义的电子地图自适应策略的基本框架如图 1

所示 。

图 1　自适应基本框架

Fig.1　Basic Adaptive Framework

　　地图信息的自适应可视化表达依赖于用户的

地图操作行为 ,在使用电子地图时 ,用户的操作可

能很多 ,并且不同的系统所定义的功能也不同。

根据电子地图的用途以及用户使用电子地图的目

的 ,可以对用户的地图操作行为进行划分和描述 ,

从而提取出一套地图操作行为的自适应触发条

件。在以浏览为目的的电子地图中 ,如表 1所示 ,

主要有放大 、缩小 、漫游和查询等用户操作 ,这些

操作将会引起地图的位置 、范围和比例尺 ,以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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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要素的数量 、方位 、密度和质量等的变化。另

外 ,为了表达查询结果 ,可能还会有选中目标的要

素层次 、显示顺序和显示频率等的动态变化。

Reichenbacher认为 ,并不是所有的动作都应该产生

表现效果[ 5] ,所以对电子地图的设计者来说 ,首先

应该选择为哪些操作行为提供用户接口;其次再为

这些选定的接口制定自适应可视化的具体方案。

表 1　地图操作行为和变化分析

Tab.1　Analysis about Map Behavior and

Relative Change

操作行为 地图内容和结构变化情况

放大 范围 、比例尺 、位置 、数量 、质量 、密度

缩小 范围 、比例尺 、位置 、数量 、质量 、密度

漫游 范围 、位置

查询
范围 、比例尺 、位置 、数量 、质量 、密度要素层次 、
显示顺序 、显示频率

旋转 范围 、位置 、方位

　　图 2和图 3是地图内容根据电子地图显示比

例尺的改变而自适应变化的一个实例 ,该自适应

过程需要一定的地图综合技术的支持。图 2是当

前地图显示比例尺变化后 ,地图内容没有采用自

适应策略而显示的海图 ,它将数据库中的全部要

素都显示在图面上 ,没有进行任何地图综合处理 ,

结果是图面内容繁杂 ,可读性差。图 3是根据地

图显示比例尺的变化而采用自适应策略显示的海

图 ,图中对数据库中的要素依据当前海图的显示

比例尺进行了选取和化简 ,可以看到 ,海图中的内

容配置合理 ,可读性好。

图 2　全要素无综合显示

Fig.2　Scale-Independent Zoom

　　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因素 ,包

括电子地图的硬件和软件系统以及电子地图的使

用类型(如导航地图 、网络地图),还有电子地图使

用环境的噪音 、光线 、天气和时间以及使用的位

置 ,如室内 、室外 、车上 、飞机或船舶等。严格意义

上讲 ,以上这些外部环境因素都应纳入自适应的

范畴 ,所以自适应的电子地图系统应该为所有可

能的变化因素设计软件接口 ,这样 ,用户可以根据

图 3　要素自适应比例尺综合显示

Fig.3　Scale-Dependent Zoom

自己的设备环境条件定制相应的接口 ,从而达到

软件设计中设备无关性以及随时随地使用的目

的。下面列出一些可能对电子地图的表现产生影

响的外部环境因素条件:天气 、光线(亮 、暗),特殊

光源条件(绿色光 、大雾 、晚上),数据加载速度(网

络速度 、大数据加载),外界环境(如室内 、室外 、安

静 、嘈杂),显示设备(PC 、LCD 、PDA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特殊(如特定船舶的安全水深),时间

和事件 ,用户文化背景
[ 5]
(如国籍 、语言等)等。

图 4和图 5是天气和光线因素影响地图显示

的例子 。因为外界天气情况或者时间的改变 ,船

舶驾驶舱环境的光线亮度会发生变化 ,借助一定

的感光设备 ,海图会自适应地显示不同的色调和

明度 ,从而保证信息显示清楚和航行安全。

图 4　光线环境(晴天)

Fig.4　Surroundings' Light(Bright)

图 5　光线环境(阴天)

Fig.5　Surroundings' Light(Gray)

　　图 6是电子地图产品根据不同载体的运算能

力 、内存大小 、带宽条件以及屏幕显示能力等方面

而自适应显示的例子 。PC 机的屏幕比较大 ,CPU

运算速度快 ,能够显示的目标多而详细 ,如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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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DA 设备在屏幕大小 、运算能力等方面都比

PC机功能弱 ,所以地图显示比较简略 ,地图目标

数量较少 ,如图 6(c);移动电话各方面功能最弱 ,

且受无线通信带宽的限制 ,所以显示的图形最为

简略 ,数据量较小 ,如图 6(a)。

图 6　硬件设备的自适应

Fig.6　Adaptive to Display Device

2　自适应的层次与实现机制

电子地图通过地图内容及其表现形式的变化

来实现自适应可视化的目的 ,所以对自适应层次的

分析就是对电子地图的内容和自适应表现功能的

分析。图 7是自适应层次的一个简单描述 ,图中涉

及电子地图中地理要素 、数据尺度和功能等方面的

层次关系。地理要素的分层和地图的多比例尺数

据库是提供用户选择个性化地图输出方案的基础 ,

而缩小 、放大 、漫游和查询等操作则是一般电子地

图需要具备的功能 ,至于对光线 、声音和硬件等的

自动感知和适应 ,则可以是更高层次的功能要求。

所以自适应的电子地图产品需要建立自己的自适

应层次关系 ,从而保证各种用户的多层次需求。

图 7　自适应层次

Fig.7　Adaptive Level

　　从图 7可以看出 ,用户的选择是自适应层次

实现的关键因素 ,所以根据各种用户的心理特点 、

知识经验和使用目的等进行用户分类 ,对建立自

适应层次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Reichenbacher 提

供了一个分类[ 5] :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研究

者(explorers)、旅游者(tourists)和一般用户

(everyday users)。显然 ,该用户分类具有层次关

系 ,因此 ,电子地图所提供的内容则各有不同 。对

于某个旅游景区 ,地质专家在查阅电子地图时可

能需要精确的地理位置 ,且更关注地貌 、水文等信

息;旅游者则关注旅游线路和交通等信息 ,而对地

理位置的精度要求不严 ,同时其在野外使用时 ,可

能需要光线和声音等感知设备的支持;一般的用

户可能只关注该景区所在的大致位置或其他简要

的信息。

地图是地理空间的模型 ,自适应的电子地图

是地图设计者和用户对地理环境更加统一的理解

和认识 。地图设计需要涉及实体世界 、概念世界

和用户 ,地图即是概念世界的外化。地图设计者

对空间信息的数据库组织是概念世界的计算机表

达 ,即电子地图的数字景观模型(DLM)。因为自

适应可视化的过程不同于传统的地图制图方法 ,

它允许读者部分地参与到地图制图的过程中来 ,

所以用户可以使用地图设计者提供的工具和接

口 ,并结合自己的知识 、经验和兴趣爱好完成定制

地图产品的输出 ,该产品即是个性化的数字制图

模型(DCM)产品。图 8 是电子地图的自适应制

图模型 ,不同层次的用户通过选定不同的制图原

则和接口 ,自适应机制就会根据选定的方案从惟

一的 DLM 中生成多种不同版本的 DCM ,从而完

成自适应可视化的目的。从 DLM 到 DCM 属于

面向用户的动态制图过程 ,它是实现多层次自适

应电子地图产品的关键。该过程中采用的制图方

法包括自动制图(automatic cartog raphy)、面向需

求的制图(on-demanded mapping)、在线地图综合

(on-line generalization)等 ,另外 ,还涉及空间认知

和决策(spatial cognition and decision)及环境感知

等相关技术。

图 8　自适应制图模型

Fig.8　Adaptive Cartography Model

3　自适应的效果

自适应的效果包括自适应的电子地图产品的

质量和适应度的问题。陈毓芬认为 ,地图视觉感

受理论对电子地图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6]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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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地图的视觉变量和视觉感受效果是其主要的

两个方面。Bertin的静态视觉变量是传统的纸质

地图视觉效果的评价基础 ,其中地图符号的设计

以及色彩设计的原则等仍然适用于自适应的电子

地图。DiBiase 的动态变量是静态变量在电子地

图技术条件下的扩充 ,可以作为电子地图动态符

号视觉感受效果的一种评价基础。视觉感受效果

必然是自适应效果评价的基础 ,而心理学实验则

是电子地图视觉感受效果研究的有效方法
[ 6]
,所

以完备的实验方案是自适应效果测试的保证 。综

上所述 ,电子地图设计原则 、用户个人要求和外界

环境条件是自适应效果评价的主要指标 ,而心理

学实验是其重要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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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brings forth an adapt ive strategy on the visualization of electronic map.Tw o

interface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 een user and adaptive map are presented.One is the user' s map

behaviors , and the o ther is the context of the surroundings w here the elect ronic map sy stem

stay s.Based on one complete classif ication and depiction of the adaptive conditions about

electronic map' s visualizat ion , an adapt ive visualization f ramework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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