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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地图符号的结构特征和 SVG 的表达方法 ,提出了基于 SVG 结构化的地图符号描述模型。利用

该模型设计了通用地图符号 ,并在 Car toSymbol地图符号设计系统和网页中进行了实现 , 能解决地图符号的

共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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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很难用一种模式描述每一个地图符

号[ 1] 。地图符号的描述方法可分为文字 、数学方

法 、半结构数据模型 、XML 、GML 、SVG 描述等阶

段。各阶段既有优点 , 也有缺点 , 具体见文献

[ 1 ～ 4] 。SVG能描述任意复杂的图形 ,但由于地

图符号的复杂性 ,在将地图符号用 SVG 格式描述

时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5] 。SVG 目前仅支持

一些基本的图形元素 ,为了能够有效地通过 SVG

来对地图符号进行描述 ,就必须将地图符号按照

模型进行组织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SVG 的地

图符号描述模型 ,用 SVG 标记语言描述地图符

号 ,为地图符号的结构化描述和共享提供了一种

通用的解决方案 ,为 WebGIS 的符号化提供了理

论基础。

1　地图符号的结构

地图符号的描述模型表现为三个层次:①地

图符号图元 ,是构成地图符号的基本要素;②地

图符号模板 ,由图元按照一定的规则构成;③地

图符号 ,按照一定的配置规则将空间信息用符号

模板进行符号化 。配置规则是一种操作 ,点 、线和

面操作分别对应于平移 、映射和填充 。文本操作

是将文字配置在参考位置上 ,参考位置可以是点 、

线或面 ,当为参考点时 ,将文本平移到点位置;当

为线时 ,将文本映射到线上 ,使得文本沿线配置;

当为面时 ,可以将面分解为中心点 、中轴线或边界

线 ,再在点或线上配置文本 。符号模板包括点 、

线 、面模板以及注记 ,并声明了一系列形式化参

数。

2　基于 SVG的地图符号描述模型

SVG是 W3C制定的基于 XML 开放标准的

文本式标记语言 。根据功能不同 , SVG 的主要对

象可归为基本要素对象和描述功能对象两大类。

基本要素对象不仅支持文字 、图像和基本图形 ,而

且对于贝塞尔曲线也同样支持 ,并引入路径的概

念。描述功能包括字体描述 、坐标变换 、填充 、透

明 、链接 、描边 、动画 、显示方式 、剪切路径 、组合对

象以及箭头等 。标记语言是使用“记号”来表示格

式或数据信息的语言;地图是使用地图符号记录

地理信息的一种图形语言形式;地图符号是地理

信息的标记语言 ,它由图形构成 ,可以用图形标记

语言 SVG 来标记(图 1)。

基于 SVG 的地图符号描述模型包括概念模

型 、逻辑模型和物理模型 。概念模型包括两种标

记:一种是地图符号标记表示地理数据;另一种是

SVG标记表示地图符号 。在逻辑模型中 ,SVG标

记地图符号具体表现为地图符号由图形按照一定

的描述规则构成和用 SVG 标记图形格式两部

分 。根据地图符号的结构特征和实现机制 ,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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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SVG 的地图符号描述模型

Fig.1　Description Model of Map Symbol Based on SVG

图符号与基本图形之间插入中间件 ———模板 ,构

成了地图符号描述的物理模型 。

2.1　图元对象描述模型

图元信息描述的主要方法有[ 6] :①采用面向

对象的编程语言描述;②采用类似 AutoCAD等

绘图工具所使用的矢量图形文件格式描述;③采

用XML 文件格式描述。这几种描述方法都有各

自的优点和缺点 ,本文采用基于 XML 的 SVG文

件格式描述图元。图元对象描述模型可以用

BNF 表示如下 。

〈图元〉::=〈几何信息〉[ 〈风格样式〉〈动画效

果〉] ;

〈几何信息〉::=〈基本图形〉[{〈基本图

形〉}] ;

〈基本图形〉::=〈图形类型〉〈坐标位置〉[ 〈坐

标单位〉] ;

〈图形类型〉::=〈椭圆形〉 〈三角形〉 〈矩

形〉 〈菱形〉 〈扇形〉 〈星形〉  〈正多边形〉

 〈折线〉 〈直线〉  〈曲线〉  〈折线型多边形〉

 〈曲线型多边形〉 〈路径〉。

其中 ,有些图形类型不属于 SVG 的基本图

形 ,如三角形 、菱形等 ,但属于地图的基本图元可

以由 SVG 的路径 、折线等描述 。地图符号的基本

图元可由 SVG 的基本要素构成[ 2] 。

2.2　地图模板描述模型

地图符号模板是由可以看成是一组有序的图

元[ 1] 。地图符号的模板属性可以通过 SVG 的组

元素进行描述 ,并可以传递给组内的各子元素。

地图模板的表示方法如下 。

〈符号模板定义〉::=[〈参考位置〉] 〈模板图

元集〉[ 〈模板属性〉] ;

〈参考位置〉::=〈坐标点〉 [{〈坐标点〉}] ;

〈模板图元集〉::=〈图元〉{〈图元〉}] ;

〈模板属性〉::=〈点符号模板属性〉 〈线符

号模板属性〉 〈面符号模板属性〉 〈注记〉。

1)点符号模板属性

〈点符号模板属性〉::=[ 〈方向〉] ,点符号的

方向参数可以对应于 SVG的 angle。

2)线符号模板属性

〈线符号模板属性〉::=〈可重复〉〈可变形〉

〈可渐变〉[ 〈渐变属性〉] 〈可变长〉〈可随机〉

〈可重复〉::=〈不重复〉 〈X 方向重复〉  

〈Y 方向重复〉;〈可变形〉::=〈不变形〉  〈折线

变形〉  〈圆角变形〉;〈可渐变〉::=〈不渐变〉

 〈X 方向渐变〉 〈Y 方向渐变〉;〈可变长〉::=

〈不变长〉 〈X 方向变长〉 〈Y 方向变长〉;〈可

随机〉::=〈不随机〉 〈X 方向随机〉 〈Y 方向

随机〉

〈渐变属性〉::=〈渐变项〉〈均匀  跳跃〉 

〈对齐方式〉;〈渐变项〉::=〈整体〉 〈半径〉 〈宽

度〉 〈角度〉;〈均匀〉::=〈起始值〉〈终止值〉;〈跳

跃〉::=〈倍率〉;〈对齐方式〉::=〈左对齐〉 〈右对

齐〉 〈中对齐〉 〈随机方式〉。用 SVG 描述如

表1所示。

表 1　线符号模板与 SVG描述

Tab.1　Pattern of Line Map Symbo l Description Based on SVG

线符号模板 SVG 要素 基本属性 描述

可变形 st roke-linejoin miter , round , bevel 不变形 、折线 、圆角变形

可变长 scale sx , sy 在 x 、y 方向缩放

可重复 st roke-dasharray dasharray 实 、虚部描述

可渐变 gradient linear gradients , radial gradients 线性与放射状渐变

可随机 f eTurbulence baseFrequency , numOctaves , seed , st itchTiles , type 伪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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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面符号模板属性

〈面符号模板属性〉::=〈点填充〉  〈线填

充〉 〈面填充〉

〈点填充〉::=〈规则填充〉  〈散列填充〉;

〈规则填充〉::=〈水平间距〉〈垂直间距〉

〈方向〉〈类型〉;〈类型〉::=〈井字型〉 〈品

字型〉;〈散列填充〉::=〈随机〉〈最小间距〉

〈线填充〉::=〈晕线〉;〈晕线〉::=〈线符号标

识符〉〈方向〉 〈间距〉 [ 〈线符号标识符〉〈方向〉

〈间距〉]

〈面填充〉::=〈色彩〉 〈纹理〉;〈色彩〉::=

〈均匀色彩〉 〈渐变色彩〉。面符号模板属性可

由SVG基本数据类型描述 ,其中“随机”与“渐变

色彩”同线符号模板 。

2.3　地图符号描述模型

地图符号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将符号模板配置

在参考位置上 ,对地理信息进行可视化 。一个完

备的地图符号描述方法应该满足以下要求:①能

充分表达地图符号的几何形状;②能方便地定义

地图符号的专题属性 ,且易于扩充;③能方便地

定义地图符号与外界的交互功能;④能够对地图

符号的几何形状和专题属性进行存取和显示 。基

于SVG的地图符号描述模型能满足以上要求。

地图符号的 BNF 描述可以表示如下 。

〈地图符号类〉::=〈显示环境〉〈地图符号〉

〈显示环境〉::=〈比例尺〉〈显示时间〉〈地图

图型〉

〈地图符号〉::=〈符号形状定义〉[ 〈专题属性

定义〉〈交互事件定义〉〈宽度〉〈高度〉〈坐标单

位〉] ;〈符号形状定义〉::=〈符号模板定义〉〈符

号绘制规则定义〉〈参考位置〉

〈符号绘制规则定义〉::=〈平移〉 〈坐标映

射〉 〈填充〉

〈填充〉::=〈单色填充〉 〈渐变色填充〉 〈图

案填充〉 〈模式填充〉

〈专题属性定义〉::=〈专题属性〉[{〈专题属

性〉}] ;〈专题属性〉::={〈属性名〉=〈属性值〉};

〈交互事件定义〉::=〈交互事件〉[{〈交互事

件〉}] ;〈交互事件〉::={〈事件名〉 =〈响应函

数〉};〈坐标映射〉::=〈坐标变换〉 [{〈坐标变

换〉}]

地图符号的描述模型用 SVG 描述如表 2所

示 ,它的专题属性可用自定义的元素描述。SVG

定义了大量的标准事件支持地图符号与脚本语言

的交互功能 ,如果使用 DOM 规范 ,则脚本还可以

注册自己的特定事件并进行处理。

表 2　地图符号的 SVG描述

Tab.2　Description of Map Symbols in SVG

地图符号的描述 SVG要素 基本属性 描述

平移 、坐标变换 t ransform translate , scale , rotate , skew X , skew Y 坐标变换

填充 fill color , gradient , image , pat tern 填充

专题属性 mapAtt ribu te ELEMENT 自定义元素

交互事件 script , DOM script , DOM 地图交互

3　实　现

以沙质崩崖为例 ,说明符号的描述规则及其

在基于 C
++
的CartoSymbol的地图符号设计系统

中的实现(图 2)。该符号的圆点沿 Y 方向具有

重复 、随机配置的特点以及圆点大小整体发生跳

跃式渐变 ,同时在 X 方向的一定范围内随机分

布 ,所以该符号的模板图元集由圆形和直线构成。

圆形的模板属性具有 Y 方向重复 、Y 方向随机

和Y 方向渐变 ,对应的渐变属性为整体 、跳跃和

随机的特点 。直线的模板属性为 X 方向重复和

折线变形特点 。将模板映射到参考线上 ,就生成

了沙质崩崖地图符号 。

由上可知 ,地图符号可以通过 SVG的主要对

象和基本数据类型进行描述 。SVG 作为一种图形

标记语言 ,不仅具有描述图形的功能 ,还可以直接

显示图形 ,这是其他标记方法无法实现的。基于

SVG的地图符号描述模型所表示的点符号 、对称

的线符号和规则的面符号 ,在 SVG 插件的支持下

可以直接显示(图 3)。

以铁路为例 ,说明 SVG描述地图符号的具体

方法如下 。
〈defs〉〈symbol id=” symbolized”〉

〈polyline points =” 100 , 100 280 , 90 430 , 80 500 , 90

600 , 100 650 , 130”/〉

〈/ symbol〉 〈/ defs〉

〈g sty le=”stroke-linejoin:round”〉

〈use xlink:href=” #symbolized” style =” fill:none;

stroke:black;stroke-width:20”/〉

〈use xlink:href=” #symbolized” sty le=” fill:none;

stroke:white;stroke-width:18;

stroke-dashar ray:50 50;stroke-dashoffset: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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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沙质崩崖符号 、对应的模板及图元属性

Fig.2　Sandiness Collapse Cliff and its Parameters

图 3　基于 SVG 的地图符号

Fig.3　Map Symbol

　　这里 ,图元的坐标位置为空间几何数据 ,即

”symbolized” ;〈g〉元素为模板 , 其属性 style =

”st roke-linejoin:round”为模板属性;子元素的

style为图元的属性 ,并继承模板属性。

4　结　语

本文按照图示表达规范的要求 ,用 SVG 描述

地图符号 ,使得地图符号的表达规范具有结构性 、

完备性等特点 ,为地图符号的网络共享和互操作

提供一个基本解决方案。有些特殊符号虽然可以

由SVG描述 ,但不能直接进行显示 ,下一步主要

是研究特殊符号的显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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