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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并设计了一种任务驱动型工程建设模式，以便使新系统开发者更容易理解

其设计思路，作出有利于系统复用的选择，最终为同类实践活动提供可操作的参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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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设计模式涵义

一般 地，一 个 模 式 有 模 式 名 称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ｎａｍｅ）、问题（ｐｒｏｂｌｅｍ）、解决方案（ｓｏｌｕｔｉｏｎ）和效

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４个基本要素。一方面，传统测

绘领域常规的计算机地图制图和ＧＩＳ建库等低

层次无明确应用涵义的基础数据积累操作同公众

或行业需求设计人员高层次的设计概念与方法产

生矛盾，即“先开枪，后瞄准”的作业模式；另一方

面，电子地图技术的长足发展，要求区域电子地图

工程除了满足自身信息的完备性之外，还必须为

其他系统，如地下管线、商业网点、交通、市政设施

等，提供数据支撑，即“先瞄准，后开枪”的作业模

式。设计模式的引入为设计人员提供高层次且符

合其创造、分析等设计思维的概念流程，摆脱传统

的基于已有基础空间数据的低层次交互设计方

法。另外，设计模式在概念层次上包含了大量设

计人员的设计意图，对后续工程的复用、拓展及应

用深挖掘等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高系统的自动

化程度及解决空间数据交换过程中语义的不连续

性，克服具体变化的影响，最终超越解决方案，成

为一种完整的模式语言。

２　模式设计的规则

２．１　集成化

集成化（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包含知识、数据、产品和

技术４个方面。知识集成是地图本身作为科技作

品的知识性与应用行业的领域知识的集合；数据

集成是数据的多源获取、多尺度和多维可视化表

达的统一；产品集成指空间信息发布的多种媒介，

即不同的产品模式，其制约着电子地图内容与数

据的表达；技术集成是综合应用多技术手段，如

３Ｓ集成、科学计算可视化、数据库、多媒体、网络、

移动通信等，最大程度地优化组合，以提高效率、

共享资源，是领域创新的源泉，将克服目前电子地

图产品中空间信息表达单调、缺少动态因素等的

不足，最终实现内容、功能、智能终端等可定制的

个性化服务。

２．２　优化信息组织策略

优化信息组织策略（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包含一个模型、五种策略、一种方法。一

个模型是超媒体模型，它是组织非线性信息链的

理想选择，其本质是一种数据库技术，主要由节点

和超链组成。节点可以包含文字、图形、动画、音

频、视频、图像或者程序等，节点间由双向超链链

接，既可以是参考型，也可以是层次型。笔者设计

了一种“倒树”状超媒体模型（图１），信息流自顶

向下逐层细分，同层次间可交叉访问，符合电子地

图使用者的认知心理。

信息组织是设计电子地图产品的核心内容，

其摆放和管理大量信息的基本策略有五种，如

表１所示。其共同之处在于以直观方式展示信息，

是高度简化的结构，可组合使用来管理超媒体模

型中的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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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电子地图超媒体模型

Ｆｉｇ．１　Ｈｙｐｅｒｍｅｄｉ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Ｍａｐ

表１　电子地图内容组织与交互的五种策略

Ｔａｂ．１　Ｆ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Ｍａｐ

策略 涵义

参考书 组织百科全书作品的最常见和干脆的策略

时间
演示了一系列的事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把时间和事件

联系起来

地理 把空间位置和时间、事件联系起来

系统
系统定义了世界的结构和作用，系统策略要求设计者必

须为系统提供一个用户可以使用的索引框架

组织
组织是系统的特殊情况，是针对人、组织或公司的，组织

策略类似系统，通常采用分层目录结构

　　电子地图产品的思想和内容采用“故事板

（ｓｔｏｒｙｂｏａｒｄ）”方法组织。“故事板”是一个在电

影制作、卡通动画等其他媒体开发中提升出的过

程，包括页和产品两部分（图２）。产品故事板是

“大幅的图片”，描述如何把所有的单个页面或故

事板组合在一起。产品和信息的复杂性将决定整

个产品故事板的大小。故事板用来向用户展示最

初的思想，通常很容易修改，可以在最终用户和开

发者之间建立一致的看法，使得设计者、内容制作

者、作者和最终用户在最终产品的各方面达成一

致［１］。

２．３　兴趣点内外业一体化

在电子地图中，兴趣点（ｐｏｉ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ＯＩ）俗称“热点”，是信息查询的基础，内容因区

域和用途而异。在城市综合性电子地图中，兴趣

点成为空间位置、属性和多媒体特征的最佳结合

点，是空间数据库和地图数据库间的桥，其内容类

别基本覆盖行业和公众关心的各个方面（表２）。

兴趣点内外业一体化处理包括获取和建库两个阶

段。获取是主动型学习和信息过滤过程，笔者设

计了数码相机＋硬地图＋属性记录的作业方法。

数码相机可快速获取空间实体的快照；硬地图用

作空间位置的准确标注，将来可用ＧＰＳ＋ＰＤＡ电

子地图替代；属性记录实现专题属性的手工格式

化整理；作业人员按照分组、分区原则，沿着城市

图２　故事板的页面和产品

Ｆｉｇ．２　Ｐａｇ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ｏｒｙＢｏａｒｄ

详细道路网络“蚕食”两侧兴趣点。兴趣点建库是

规范化、编码、入库的过程，是信息共享、更新的基

本保障，按照“当日采集信息当日核查、入库”的原

则，尽可能消除或减少二次误差。

２．４　细节量化与编码

细节量化与编码（ｄｅｔａｉ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是工程可操作性的根本，包括参数量化

和关键字编码。参数量化是将影响各类数据质量

表２　城市综合性电子地图兴趣点内容

Ｔａｂ．２　Ｐｏｉ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ｉｔｙＥＭａｐ

类 兴趣点内容

基础

要素

道路名、交叉口等

花园、小区、广场、公共绿地、大厦（含在建）等

湖泊、桥梁等

专题

要素

省政府、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办事机构（规划、土

地、公安、招商、工商、税务、教育等）、公共福利、驻市机构等

银行（ＡＴＭ标记）、证券、保险等

大中小学校、幼儿园、科研院所、职业学校、教育机构、培训

中心等

体育馆、体育场、运动中心等

文化中心、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展览馆、影剧院等

旅游景点（寺庙、山水名胜）、旅行社、古典建筑等

报社、杂志社、广播、电视台等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保健场所、公墓等

车站、码头、交通中心、大型停车场、汽车市场、汽车维修中

心、加油站等

大型商厦、商业中心、大型超市及其连锁店、特色市场、专

业市场等

大型宾馆、酒店、饭店、小吃中心、娱乐中心、度假村等

知名企事业、供电公司、代理机构等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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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数加以量化（表３），可调整量化值以适应不

同的产品模式。关键字编码是在数据加工过程中

针对大数量文件或记录，以文件名称或记录主属

性字段为关键字，指定一系列命名规则，如数码照

片文件名编码、地图文件命名规范等，保证接口的

一致性、惟一性、扩展性、简洁性、稳定性、灵活性

和可操作性，同时也起到初级加密的作用。

表３　不同类型数据的量化参数

Ｔａｂ．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ｅＤａｔａ

数据类型 量化参数

多

媒

体

文字 字体、字号、字间距、行间距、版式

图像 分辨率、颜色深度、色彩模式、格式、压缩比

动画／视频 分辨率、色彩深度、帧速率、数据传输率、压缩格式

音频 采样频率、量化位数、压缩格式、声道数

地图数据 图层划分、尺度系数、整饰（符号化）规范

属性数据库 属性表名称、字段名称及类型

２．５　及时任务评估

及时任务评估（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ａｓｋ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是

系统质量的监督和评价，深入到细节任务的层次，

分阶段按照“任务功能模块系统”逐级进行。综

合评估的关键是选择评价因子、模型和工具集。

目前，电子地图没有统一的综合评价标准，通常选

择合适因素集，先用主观平均意见得分法（ｍｅａ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ＭＯＳ）评分，然后用模糊综合评判

模型计算。区域电子地图工程评价因素除秉承传

统地图评价因素外，还可增加交互性、集成性、实

时性、实用性、功能稳定性、运行开销等计算机相

关因素。可开发评估工具包检测内容完整性和评

价模型的计算。

２．６　严格信息保密与版权

信息保密与版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包括地图内容、表现和物理存储３个方

面。内容方面通常通过伪装敏感点或人为设版权

标志点实现；表现方面通过水印、防拷屏等技术手

段实现；物理存储方面通过文件格式加密、坐标函

数变换、数据压缩等技术方法实现。

２．７　建立更新机制

信息更新机制（ｓｙｓｔｅｍｕｐｄａｔｉｎｇ）包括反馈信

息的处理和数据及软件版本的升级。信息反馈促

使区域电子地图工程逐渐向全民制图工程演变，

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件、在线提交、用户标注

等方法实现。数据及软件版本的升级可通过网络

在线升级和发行升级版实现。

３　任务驱动型工程建设模式

区域电子地图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具有

稳定的技术及数据基础，但在此之上的具体任务

则是变化的、动态的，对于这种结构性和动态性的

把握，有助于工程更好地实施。任务驱动型工程

建设模式（ｔａｓｋｅｄｂａｓ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按照系统科学的思想，集中体现上述指

导原则，参考霍尔于１９９６年最先提出的系统工程

方法的三维结构体系（简称霍尔结构）［２］，加以专

门化，形成其独特的工作程序体系（图３）。

图３　任务驱动型工程建设模式

Ｆｉｇ．３　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

　　图３中，时间维表示工程从开始到结束的基

本程序，逻辑维表示在时间维的每一阶段上应该

采用的共同步骤，知识维表示完成上述阶段和步

骤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修养，其任务描述为：

任务 ＝ ｛时间，领域知识，技术方法｝

工程是任务的集合，描述为：

工程 ＝ ∑
系统更新

犜＝工程规划

任务犜

任务按照粒度最小原则分解，工程按照时间、资源

最优化原则组织。

任务驱动型工程建设模式是一个具有多重层

次结构的过程系统，阶段前后衔接，整个工程中的

每一个过程都有若干衔接的工作步骤，７个逻辑

步骤的每一个步骤又是更深层级的子系统，充分

体现了系统的思想。

基于该模式，笔者在２００４年８月到１１月成

功完成了《中国·武汉２００５》、《中国·嘉兴２００５》

两个区域的电子地图工程，充分证明了任务驱动

型工程建设模式的可行性。

４　结　语

本文用系统的观点研究区域电子地图工程实

践，利用设计模式实现系统复用，提出任务驱动型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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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模式，验证了其有效性。区域电子地图

工程设计模式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走向区

域乃至国家电子地图工程标准化的必经阶段，需

要不断探索新的指导原则和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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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ａｎｄｕｓｅｒｓ’ｖｉｅｗ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ｐ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ｒｅｕｓｉｎｇｆｏ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ｇｒｅａｔｄｅ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ｔａｓｋ

ｂａｓｅ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ｈｅｉｄｅａ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ｎｅｗ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ｒ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ｍａｋｉｎｇａｍｏｒｅｕｓｅｆｕｌ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ｐ；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ｈｙｐｅｒｍｅｄｉａ；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ａｓｋｂａｓｅｄ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ＲＥＮＦｕ，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ｃａｒ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ｍａｐｍａｋ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ａｔｌａｓ，ｍｏｂｉｌｅＧＩＳ．

Ｅｍａｉｌ：ｒｅｎｆｕ＿ｂｏｙ＠ｔｅｌｅｃａｒｔｏ．ｃｏｍ

（责任编辑：　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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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对空间数据多尺度表达有关问题的思考　　　　　　艾廷华，等

 论ＧＩＳ中的模糊不确定性以及处理方法 胡圣武，等

 广域差分ＧＰＳ定位算法在通用ＤＳＰ系统上的实现 刘　晖，等

 基于不规则网格的城市管理网格体系与地理编码 李　琦，等

 三峡库区滑坡体变形监测的似单差方法与结果分析 余学祥，等

 时变参数ＰＧＭ（１，１）变形预测模型及其应用 汪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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