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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犐犛系统中二维地图推演技术的研究

何忠焕１　边馥苓１

（１　武汉大学空间信息与数字工程研究中心，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针对ＧＩＳ中二维地图，提出了地图窗口的改变和地物运动变化的推演设计模型，给出了开发实例，解

决了二维推演的关键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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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向工程计划、决策指挥等应用的 ＧＩＳ

中，经常需要在现状图的基础上，制定和标绘下阶

段的行动计划，并根据该计划以动画的方式进行

二维地图的动态推演，形象生动地反映计划的内

容。在二维地图的动态推演过程中，地图的变化

主要表现为窗口的变化和地物的运动变化。

１　推演过程中窗口的变化

在推演过程中，为配合反映地物的运动，有时

需要改变窗口显示地图的范围，调整地图的显示

内容，甚至需要改变地图的绘制方向。

１．１　显示范围

窗口显示地图的范围定义了地图的显示位置

和显示比例，因此，范围的变化实际反映的是推演

过程中随着地物的运动需要进行的地图平移和缩

放。为在推演的过程中适时地改变窗口的显示范

围，在标绘推演计划阶段，应显式地定义以下事

件，事件的个数不限。

事件：

　　类型：１

　　发生时刻：犜狀

　　参数：（犡ｍｉｎ，犢ｍｉｎ），（犡ｍａｘ，犢ｍａｘ）

推演的过程中，当时间推进到犜狀 时刻，事件

将被激发，切换当前的地图窗口至事件参数指定

的显示范围。

１．２　显示内容

在推演过程中发生的显示内容变化是指某图

层或某些图层的打开或关闭。这种变化分为如下

两类。

１）由于当前地图窗口显示比例的变化激发

了系统预定义的开关图层事件。

事件：

　　类型：２

　　发生时刻：根据当前比例和参数指定的

显示比例范围判断

　　参数：图层代码，显示比例范围

２）显式定义的推演过程中的开关图层事件。

事件：

　　类型：３（开）／４（关）

　　发生时刻：犜狀

　　参数：图层代码

１．３　绘制方向

地图绘制方向的变化反映的是地图的旋转，

如果以软件计算方式完成，则推演过程效率低下。

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２０００／ＸＰ中，设置图

形方式为高级图形方式（ＧＭ＿ＡＤＶＡＮＣＥＤ），便

能实现操作系统速度级别的由世界坐标系空间到

页面空间的坐标空间转换。这样，只要将地图的

旋转角犃计算出的旋转矩阵
ｃｏｓ犃ｓｉｎ犃

－ｓｉｎ犃ｃｏｓ
［ ］

犃
对应

填 入 操 作 系 统 提 供 的 ＸＦＯＲＭ 结 构

犲犕１１　犲犕１２

犲犕２１　犲犕
［ ］

２２

中，就可以运用设置世界变换的函

数实现改变地图的绘制方向。

如需在推演过程中进行地图绘制方向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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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则应显式定义以下事件：

　　类型：５

　　发生时刻：犜狀

　　参数：地图的旋转角犃

２　推演过程中地物的运动变化

在推演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地物会

根据运动路线改变自己的空间位置，同时在一些

指定的时间段通过符号的行为变化来表示运动过

程中的行为。

２．１　运动路线

运动路线是用于定义地物在推演过程中指定

时间段（犜１，犜２）内发生的空间位置变化的坐标序

列（犡１，犢１），（犡２，犢２），…，（犡狀，犢狀）。

对于点状地物（包括注记）和线状地物，运动

路线定义了它们的运动轨迹，它们可能一个地物

有多段运动路线，但同一地物的运动路线应该是

连续的。每段运动路线的长度由其坐标序列确

定，地物在该段运动路线上的运动速度由时间段

的长短确定。

对于面状地物，运动路线用于反映其外围边

界线的变化，亦即在时间段的起点时刻（犜１）其外

围边界线所处的空间位置。面状地物的每段运动

路线应是封闭的。推演过程中，要在面状地物的

两条边界线间进行内插比较困难，因此，在定义面

状地物推演的过程中，运动路线的时间间隔要合

理确定。

２．２　运动地物的空间位置确定

在推演过程的任一时刻犜，对于任一地物，若

没有运动路线或是找不到满足条件（犜１≤犜＜犜２）

的该地物的运动路线，则该地物维持以前的空间

位置。反之，则需根据满足条件的运动路线重新

确定该地物的空间位置。

２．２．１　点状地物

假设找到某点状地物在推演时刻犜 的满足

条件的运动路线，其时间段为（犜１，犜２）。

坐标点序列为：

（犡１，犢１），（犡２，犢２），……，（犡狀，犢狀）

　　运动路线长度犛＝Σ犛犻（犻＝１，２，…，狀－１），其

中，犛犻＝ｓｑｒｔ（（犡犻＋１－犡犻）
２＋（犢犻＋１－犢犻）

２）

在时刻犜，地物在此段运动路线上的运动距

离犛犜＝（犜－犜１）／（犜２－犜１）犛，逐段累加路线的

各线段长度直至犛累加＜犛犜，且犛累加＋犛犻≥犛犜，则

地物运动到的位置（犡，犢）落在线段（犡犻，犢犻）

（犡犻＋１，犢犻＋１）上：

犡＝犡犻＋（犛犜－犛累加）／犛犻·（犡犻＋１－犡犻）

犢 ＝犢犻＋（犛犜－犛累加）／犛犻·（犢犻＋１－犢犻）

　　有的点状地物不仅需确定其运动位置，还需

根据线段（犡犻，犢犻）（犡犻＋１，犢犻＋１）调整符号的旋转角

度，调整量为ａｒｃｔａｎ２（犢犻＋１－犢犻，犡犻＋１－犡犻）。

２．２．２　线状地物

在实际应用中，线状地物沿运动路线前进时

的空间位置的改变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线状

地物的尾端跟随头部一起沿运动路线前进，并保

持长度不变，可称之为移动式；另一种是尾端保持

不动，随着头部的运动，线状地物的长度不断增

长，可称之为生长式。两种方式下，线状地物的头

部运动到的位置的确定方法和前述点状地物运动

到的位置的确定方法相同。假设线状地物的当前

空间位置的坐标点序列为：

（犝１，犞１），（犝２，犞２），…，（犝狀，犞狀）

并设已用前述方法确定其头部运动到的位置（犡，

犢）及所处运动路线上的线段（犡犻，犢犻）（犡犻＋１，

犢犻＋１），对生长式运动的线状地物，新的空间位置

的坐标点序列为：

（犝１，犞１），（犝２，犞２），…，（犝狀，犞狀）

（犡１，犢１），…，（犡犻，犢犻），（犡，犢）

　　对移动式运动的线状地物，还需确定其尾端

运动到的位置，方法为在坐标序列　　（犝１，犞１），

（犝２，犞２），…，（犝狀，犞狀），（犡１，犢１），…，（犡犻，犢犻），

（犡，犢）上用同样的方法内插出运动距离为犛犜 的

位置点 （犡尾，犢尾），并假设内插是在此坐标序列

的第犽点和第犽＋１点间进行，将累计长度不足

犛犜 的线段点（１，…，犽－１）从上面的坐标序列中去

除，并将首点（原第犽点）代之为（犡尾，犢尾）。

２．２．３　面状地物

面状地物的运动路线存储的是在推演过程中

犜１≤犜＜犜２ 时的面状地物的外围边界线位置，故

只要找到了符合条件的运动路线，就更新外围边

界线，否则外围边界线保持不变。

２．３　符号的行为变化

为了形象地反映地物在推演中的运动性质，

常在推演中让地物的符号发生以下行为变化。

２．３．１　闪　烁

定义以下事件：

事件：

　　类型：６

　　起止时刻：（犜１，犜２）

　　参数：地物代码，闪烁时间间隔

在事件的起止时刻范围内，对事件中指定的

地物按闪烁时间间隔变换符号色彩或改变绘图方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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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达到闪烁效果。

２．３．２　消　隐

定义以下事件：

事件：

　　类型：７

　　起止时刻：（犜１，犜２）

　　参数：地物代码

在事件的起止时刻范围内，不绘制指定地物。

２．３．３　改变符号

定义以下事件：

事件：

　　类型：８

　　起止时刻：（犜１，犜２）

　　参数：地物代码，符号代码

在事件的起止时刻范围内，按事件中符号代

码绘制指定的地物。

２．３．４　打开多媒体文件

定义以下事件：

事件：

　　类型：９

　　起止时刻：犜１／（犜１，犜２）

　　参数：多媒体文件

在事件的起点时刻打开指定的多媒体文件，

若同时指定了终点时刻，系统负责在终点时刻关

闭多媒体文件。

２．３．５　暂　停

定义以下事件：

事件：

　　类型：１０

　　起止时刻：（犜１，犜２）

　　参数：无

在推演过程中事件的起止时间段内，暂停窗

口的变化和所有地物的运动，以便于观察结果和

讲解。

３　实　例

笔者应用本文提出的技术，采用ＶｉｓｕａｌＣ＋＋

６．０，为某武警部门开发出一套标图指挥系统，见

图１，能实现上述各项地图的动态推演功能。在

实例的开发中存在以下问题。

１）合理设计运动路线的数据结构，留出空间

保存路线的各线段的距离和方位角等中间数据，

可有效提高地物运动位置的计算效率；

　　２）在推演的预处理阶段，将推演过程中的窗

口改变事件在内存位图中进行预绘，预绘时排除

所有设有运动路线的地物，这样在推演过程中当

针对地图窗口的事件发生时，可调出相应的预绘

图作为底图，并且推演中只需绘制设有运动路线

的地物，这样可以极大提高推演速度；

３）建立显示窗口的内存缓冲区，在内存中绘

好后，再拷贝到窗口，可以提高推演的视觉效果；

４）推演的结果生成ＡＶＩ文件播放，推演中事

件的发生时刻更加精准，效果更好。

图１　实例中编辑推演运动路线

Ｆｉｇ．１　Ｅｄ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ｏｕｔ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４　结　语

本文所述的二维地图动态推演方法，可增强

地图的动态视觉效果，满足传统的在二维地图上

进行决策推演的要求。缺点在于，推演的内容全

由人工标定，增强决策支持功能和交互性能是进

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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