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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动态现象的表达、监控为主要任务的电子地图，具有四个功能：过程再现、实时跟踪、变化推演和变

化模拟，分别对应时态特征上的过去式、进行式、将来式和虚拟语气。其设计原理与其他电子地图的差别表现

为：地理背景底图的动态性，比例尺设计与时间有关，符号设计需扩充Ｂｅｒｔｉｎ参量体系而引入动态参量，要顾

及用户对变化过程的交互式控制。本文从地图设计角度讨论了这类地图的设计原理与方法，并应用到面向水

路航务管理的电子航道图设计中，实现航标位置、工作状态的全天候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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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电子地图产品的出现一改过去传统地图

只能“事后”表达静态现象的模式，产生了动态现象

“在线式”多维表达的模式。这一新型空间表达方

式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地图科学的内涵与外延，使

得传统上认为地图学只是关于地图的科学或者地

图只是表现空间信息的存在性的观念正逐渐被抛

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集动态性、交互探究性和超

媒体等特征于一体的空间信息可视化工具［１，２］。

与动态变化相关的动态电子地图已成为当前

地理信息表达的一种重要地图产品［３，４］，在ＬＢＳ

系统、导航系统、环境监测系统、智能交通等ＩＴ

产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表现为：对正在

发生变化的实时监控、对已经发生变化的过程再

现、对将要发生变化的模拟推演以及对并不存在

变化的虚拟表达。本文主要讨论以变化监控为目

的的动态电子地图的设计。

１　动态监控电子地图的设计

１．１　地理背景的适应性调节

动态电子地图在内容结构上表现为地理背景

信息与动态变化主题信息的叠加，地理背景信息

为预处理存储表达的电子地图内容，为后续动态

变化现象的表达提供定位支持，通过定位背景的

上下文关系表达解释现象发生的过程与原因。传

统的专题地图具有底图层与专题层之分，但两者同

时表现在同一纸面上是固定的，而动态电子地图的

地理底图与专题变化信息是分开的，预先存储的是

设计好的地理底图，在监控时才接受动态变化信息

的叠加。由于之前无法预测被监控对象的性质特

征和动态变化现象的发生过程，作为定位背景的

底图层，就需要具备较高的可调性，以适应不同监

控目标的变化表达对定位背景的动态需要［５］。

要区分以下三种情形：① 监控对象的动态变

化对地理背景有严重的依赖性，需根据监控对象

的性质特征实时导出相适应的地理底图。② 监

控对象对地理背景有多层次显示要求，根据应用

领域、服务目的、要素类型对地理底图信息划分不

同层次，在监控应用时随机组合。③ 监控对象对

底图背景不要求动态变化，仅作为定位参考框架，

则可预先设计固定的地理背景。

１．２　动态符号设计

文献［３］定义了发生时长、变化次序、变化速

度和节奏４个动态参量分别用于变化现象的动态

符号描述，这４个参量在变化表达的“度”上具有

不同的功能。用动态符号来表现变化现象，首先

依据时态综合原则（抽样规则等）在符号的动态参

量与实际变化的特征之间建立映射关系，地理实

体的时态特征和变化规律就可由符号动态参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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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仿照Ｓｔｅｖｅｎ
［６］的４种尺度定义：定名量、

间隔量、差异量与比率量，对动态地图上表达的变

化可区分为三种：连续变化、离散次序变化和随机

变化［７］。连续变化对应于比率量或差异量，离散

次序变化对应于间隔量，随机变化对应于定名量，

移动目标的位置变化是连续的。

依据三种变化与四个动态参量在度量刻画上

的对应关系，监控目标在实体空间中生存的时间

可由符号的发生时长表达，属性状态的交替改变

可由符号的变化次序表达，位置移动、属性变化的

快慢可由符号的变化速率表达，周期性变化现象

（航标灯在风力、波浪作用下的位置晃动）则可由

符号的变化节奏表达。用动态符号参量描述监控

目标的变化特性时，与空间表达一样存在着制图

综合问题，包括时态比例尺确定、时间分辨率选

取、跨比例尺时态变化的简化或夸大等。对三种

时态变化（历史过程的再现、同步过程的实时跟

踪、将来过程的推演），动态符号的描述参量有不

同的调节功效。

１．３　多尺度自适应可视化

多尺度、多分辨率空间数据支持下的变焦式可

视化提供多层次、多细节化展示变化的发生以及发

生的上下文环境。在传统地图技术表达中，通常以

概略图、区位图、索引图等方式配于主地图内容实

现地物目标的多尺度可视化，从而完成目标搜索

和空间信息的查询。在动态电子地图可视化中，

这一方式仍然实用，还可以增加另外两种方式，一

是跨比例尺切换；二是在不同区域设置不同比例

尺组合在同一平面显示，对特别关注的区域采用

大比例尺（“凸透镜”放大），其他区域采用小比例

尺（“凹透镜”缩小），实现“近大远小”的效果。

在汽车导航电子地图中，当汽车运行到街道

交叉口时，对十字交叉口一定范围内的区域放大，

让小型的建筑物、城建设施都有空间将其显示出

来（供驾驶员对窗外小视野范围内观察到的目标

与导航系统上显示的图形进行匹配），而对远离街

道交叉口的区域缩小比例尺显示，在小空间内只

显示主要的街道。这样既能保证驾驶员感知目前

行进在大区域范围的位置，又能观察车外邻近范

围的详细目标，实现 “近大远小”的可视化效果，

缺点则是空间度量上产生变形，难以获取准确的

空间距离远近关系，如图１所示。

为实现上述三种方式的多比例尺显示，在后

台的数据组织上需建立多比例尺表达机制。有两

种途径：一是由自动综合实时导出不同比例尺的

表达；二是预先生成多比例尺版本的数据直接调

用。由于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自动地图综合实

图１　汽车导航地图上变比例尺“凸透镜”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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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具有一定难度，可以将两种途径结合起来为动

态电子地图提供多比例尺表达的数据基础。

１．４　时间比例尺设计

为实现小空间表达大空间的目的，采用一定

比率１∶犕 的空间比例尺来模拟表达，同样地，实

际发生的时态现象在动态电子地图表达时也要通

过一定比率关系１∶犜 实施转换，从而产生时间

比例尺的设计问题［３］。与空间比例尺不同，时间

比例尺分母犜的取值有三种情形：①犜＞１，长时

间段完成的变化过程的在短时间内再现或推演出

来；②犜＝１，实时跟踪表达正在发生的现象，主

要用于导航系统中移动目标的监控；③犜＜１，变

化发生的时间太短，需要延时用“慢镜头”夸大表

达。时间比例尺的设计取决于时间分辨率的确

定。在动态电子地图中，存在两种时间分辨率：

一是变化过程的数据采集分辨率犱１；二是可视化

表达分辨率犱２，这里犱犻定义为时间轴上的“粒度”

或“刻度”。犱１控制对连续变化离散化采集时的抽

样过程，犱２控制再现变化过程的快慢，时间比例尺

分母犜＝犱２／犱１。如导航系统中每２ｓ记录一次

ＧＰＳ测得的位置，在回放时，每０．１ｓ显示一记录

点的位置，则时间比例尺为１∶２０。对变化现象

的实时监控，两时间分辨率相等，因此，时间比例

尺分母为１。

表现运动变化特征的动态地图，在时间分辨

率和时间比例尺控制下，存在时间综合问题。动

态地图的时间综合具体见文献［３］。

１．５　交互式操作的设计

电子地图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用户阅读时的

交互式操作，有关研究将其归为地图符号的参量

之一［８］，反映用户对符号主动操作的程度。在面

向对象的符号设计中，符号对象的操作与数据是

封装在一起的，交互操作包含对符号的放大、旋

转、隐藏、激活、视角变换等规定。针对动态变化

表达而言，用户对变化表达的参与有不同的自由

度。下面分别讨论４种显著的动态变化过程。

１）变化模拟（模拟飞行），用户的控制权最

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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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过用户视点的变化实现对监控目标的变化

模拟，变化过程完全由用户来设计规划。在模拟

飞行中，用户视点变化的三维路线的选定、速

度、加速度、方向调整都由用户完成。

２）过程推演，用户的控制权减小。在输入监

控目标的状态参量、运动参量后，依据一定的运动

模型，实现变化过程模拟推演，用户可设计多套候

选参量，但不能控制由模型决定的运动轨迹、运动

速度等。

３）过程再现，用户的控制权进一步减小。交

互式操作表现为：改变时间分辨率控制变化过程

再现的快慢，暂停运行过程观察某一个时间快

照，在空间上变换观察视点获取多角度三维景观

等，选择某一时间段观察局部变化过程。图２展

示了过程再现的用户操作界面。

图２　船舶航行过程再现的用户交互式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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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ｈａｒｔ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４）实时跟踪，用户交互式操作的自由度最

小，用户的操作只能在显示状态上修改参量，不

能控制实体或模型的运行。对于复杂运动过程的

实时表达，需占用机器较多的时间资源，要让用

户设定合适的数据采集时间分辨率，得到连续的

变化过程而又没有数据的冗余。此外，对实时跟

踪的操作还表现在监控信息的在线式处理，根据

不同级别的报警信号作出后续决策。

此外，地理底图内容的交互式操作也是设计

的一个方面，如图形内容层的自由组合、颜色符号

的个性化选择、不同显示环境下的自适应调节等。

２　基于电子航道图的航标监控系统

该实例为航务管理中对航标实施全天候监

测、遥控的电子航道图系统，监控的对象包括航标

的位置及工作状态。本系统已应用在长江三峡库

区航务管理中。

航标是航道的指示牌，是航务管理中的重点

监控对象，在航道管理中，管理者希望能够及时知

道航标当前的工作状况和一些重要的技术参数，

如航标灯位置、充电电流、充电电压、工作电流、运

行灯质等物理参数，这些参数直接关系到船舶的

航行安全。过去，由于没有合适的监控方式，航道

管理部门需要成立专班，每天定时对所管辖的航

标灯的物理参数进行实地人工检测，工作量大，实

时性差。为提高航标监控管理的水平，长江三峡

库区航标管理应用了航标遥测监控系统，基于电

子航道图对航标灯进行实时监控。

该遥测监控系统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管

理系统，包括对航标进行数据采集与传输、监控中

心的数据处理与报警、航标设置与决策支持等。

航标数据采集以处理芯片为核心，采用高精度模

拟转换技术，获取航标的工作状态，由内置全球定

位系统获取航标的定位信息。数据传输采用国际

通用无线专网（ＷＬＡＮ）与 ＧＰＲＳ相结合的方式

传输到电子航道图上。电子航道图采用满足国际

海道测量组织（ＩＨＯ）和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制

定的Ｓ５７、Ｓ５２标准的电子海图，同时根据内河河

道航务管理的针对性要求，对该标准进行了扩充

和改进。在电子航道图上，实现的功能有：航道图

形的显示与查询、航标状态的查询、对航标进行定

位与跟踪、当航标灯出现异常时进行报警、统计报

表、对航标进行遥控设置。

无线通信传回航标状态信息，当充电电流、充

电电压、工作电流、运行灯质等物理参数出现异常，

航标位置出现大距离漂移，在电子航道图上进行报

警，报警的条件限值由管理员预先设置好。以上这

些参数通过专业电子元件、传感器和ＧＰＳ设备测

得，设置一定的时间分辨率，电子航道图持续获取

动态变化信息，实时分析航标灯的工作状态。报警

时，航标符号出现警戒色闪烁，并发出报警声音，监

控人员查询报警航标灯的工作状态数据，识别报警

的原因并作出决策。监控人员也可以随时查看监

控范围内的任何一个航标的工作状况，如图３所

示。同时，可由监控系统发出指令，由无线通信传

输到指定航标灯，强行改变灯器的工作状态。

３　结　语

以动态变化现象的监控为目标的电子地图是

众多电子地图产品中的一种，它与通信、导航、传

感器、ＧＰＳ等技术集成，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与一般的电子地图相比，它重点关注动态变化现

象的表达与可视化，在表达的内容与形式上均体

现出较强的动态性，需要运用时态ＧＩＳ、移动计算

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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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监控航标工作状态显示界面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ｔｈ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ｕｏｙｓ

原理和动画技术。

应用动态电子地图原理开发出的电子航道图

测监控系统，实现了航标位置及工作状态的实时

监控。该系统的研制大大改进了航道航标遥测管

理，解决了在恶劣天气情况下航标船难以靠泊险

要标位进行标灯检查的问题，保证了航道航船的

安全。本系统的研制表明，动态电子地图具有重

要的应用潜力。如何与其他技术结合，更好地发

挥动态电子地图的作用，在动态现象的表达、分析

与可视化方面开辟地图学的新领域，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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