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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变比例尺可视化技术应用到导航电子地图可视化中，实现了“近大远小”的“哈哈镜”显示效果。设

计了圆形、矩形两种不同放大区域，讨论了不同比例尺区域目标的自适应可视化，并根据变比例尺地图变形特

点，对距离量算方法进行改进，以克服该种可视化地图距离感弱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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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设备及ＬＢ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技

术的出现，对地图设计与地理信息可视化提出了

新的挑战，地图越来越多地显示在无线手持式信

息设备的小屏幕上［１］，这些地图称为移动地图。

移动地图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其显示屏幕较小，显

示分辨率、颜色特征都无法达到一般计算机显示

环境下的可视化效果，从而对可视化的地图数据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２］。在形式表达上要更多地采

用简捷的、具有显示环境自适应特征的地图符号；

而在内容组织上，则需要多尺度动态控制获取多

分辨率的地图内容表达，可采用计算机图形学领

域的ＬＯＤ技术。

服务于汽车导航的电子地图是这类移动地图

中的典型代表。在驾驶面板小显示器上可视化显

示的地图，其设计要考虑用户对路况信息的需求、

显示环境的光线条件、与汽车移动相匹配的图面

漫游、ＧＰＳ接收信号移动信息叠加等因素的影

响。用户对汽车导航图的信息内容具有多层次的

需求，对当前位置附近的信息是重点关注的内容，

而在距当前位置比较远的区域只是关心概略的道

路分布及所处环境，甚至仅仅关注目的地的大体

位置。这也符合人们空间认知的规则。Ｍｕｌｌｅｒ

指出，人类的空间推理是以一种有序的方式对思

维对象进行各种层次的抽象，以便使自己既看清

了细节，又不被枝节问题扰乱了主干［３］。

为满足这一需求，汽车导航地图就要为用户

提供与多种分辨率相适应的可视化机制。实现的

技术路线有两种：多比例尺可视化和变比例尺可

视化。多比例尺表现在对同一区域采用多套比例

尺可视化版本并在其间切换，但每一版本可视化

各处具有均一的比例尺；变比例尺表现在同一版

本下各处采用变化的比例尺可视化，其结果类似

于“哈哈镜”，可将局部范围突出夸大。对多比例

尺可视化又可分为单窗口切换和多窗口并行。前

者表现为同一窗口内不同比例尺地图内容随着视

场范围的变化交替切换；后者表现为大窗口主图

显示配以小窗口索引图并行显示。

对多比例尺显示的两种方式，从概略图（索引

图）到主图有大幅度的比例尺跨越，在空间认知上

难以产生两种尺度表达间的匹配对应。而采用变

比例尺地图可视化，比例尺的调节接近于连续式

变化，没有大的跳跃，较好地满足了思维连续性的

要求。由于城市中心建筑物密度比郊区要大，采

用均一比例尺可视化难以表达中心区拥挤的地

物，Ｆａｉｒｂａｉｒｎ提出了从城市中心区到边缘区呈线

性降低比例尺的可视化方法［４］，较好地解决可视

化空间拥挤的问题。Ｈａｒｒｉｅ针对移动制图的需

求，基于坐标变换的思想系统地研究了变比例尺

可视化的变形问题［５］。王桥将变比例尺与地图投

影结合，建立了大区域不同比例尺的投影模型。

本研究将比例尺可视化技术应用到汽车导航电子

地图，以当前汽车位置为中心，实现一种“近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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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哈哈镜”显示效果，根据道路交叉口的不同

形态结构设计了圆形和矩形两种不同放大区域。

１　变比例尺区域划分与坐标变换

变比例尺地图的关键思想就是在关心细节的

区域内显示大比例尺地图，而在这个区域外显示

小比例尺地图。如图１所示，以当前汽车为中心，

在半径为狉０的圆形区域内地图以大比例尺狊犾显

示，在半径为狉犾的圆形区域外地图以小比例尺狊狊

显示，其间的环状区域的显示比例尺由狊犾线性衰

减到狊狊，从狉０到狉１这一区域称之为过渡区域。

图１　以当前汽车为中心的变比例尺区域划分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ｃａｌｅＡｒｅａ

Ａｒｏｕｎｄ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ｔＶｅｈｉｃｌｅ

１．１　圆形放大区域坐标变换

将数据库中地图数据的所有坐标串（狓ｍｐ，

狔ｍｐ）按以下３个函数进行转换得到新的坐标

（狓ｎｐ，狔ｎｐ）
［５］：

（狉，φ）＝犳Ｉ（狓ｍｐ，狔ｍｐ）

狉ｎｅｗ ＝犳Ⅱ（狉），（狓ｎｐ，狔ｎｐ）＝犳Ⅲ（狉ｎｅｗ，φ）
（１）

其中，犳Ｉ、犳Ⅲ是平面直角坐标和极坐标之间的转

换函数；犳Ⅱ是半径转换函数；狉ｎｅｗ（新的极半径）是

狉（原极半径）的函数。

根据式（１）中变比例尺地图的属性，极半径转

换公式如下：

狉ｎｅｗ（狉）＝狉，狉≤狉０

狉ｎｅｗ（狉）＝狉０＋
１

狊犾∫
狉

狌＝狉０

狊犾＋（狊狊－狊犾）·
狌－狉０
狉１－狉（ ）

０

　ｄ狌＝狉＋
狉－狉（ ）０

２· 狊狊－狊（ ）犾
２·狊犾· 狉１－狉（ ）０

，狉０ ＜狉≤狉１

狉ｎｅｗ（狉）＝狉０＋
１

狊犾∫

狉
１

狌＝狉０

狊犾＋（狊狊－狊犾）·
狌－狉０
狉１－狉（ ）

０

·

　ｄ狌＋（狉－狉１）·
狊狊
狊犾
＝

　狉１＋
狉１－狉（ ）０ ·狊狊－狊（ ）犾

２·狊犾
＋（狉－狉１）·

狊狊
狊犾
，狉＞狉１

（２）

　　得到狉到狉ｎｅｗ的转换函数犳Ⅱ后，便可方便地

计算坐标（狓ｍｐ，狔ｍｐ）到 （狓ｎｐ，狔ｎｐ）的变换。

１．２　矩形放大区域坐标变换

在边长等于２犱０的矩形区域内，比例尺为狊犾，

在这个区域外半径方向上的比例尺线性减小，直

到边长为２犱１的矩形上为狊狊，以外的区域比例尺

为狊狊。矩形区域的转换函数仍然用极半径函数来

表示。与公式（１）和公式（２）不同之处在于狉０、狉１

的大小和角度φ有关，根据角φ在２π范围内的

剖分：

狉０（犱０，φ）＝
犱０

ｃｏｓ（φ）
，狘φ狘≤

π
４

狉０（犱０，φ）＝
犱０

ｃｏｓ狘φ狘－
π（ ）２
，π
４
＜狘φ狘≤

３π
４

狉０（犱０，φ）＝
犱０

ｃｏｓ（狘φ狘－π）
，３π
４
＜狘φ狘≤π

（３）

这里φ∈ （－π，π），狉１ 用同样方法得到。

图２　矩形范围的变比例尺区域划分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ｃａｌｅ

Ａｒｅａｆｏｒ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Ｒｅｇｉｏｎ

２　不同比例尺区域的目标选择性可

视化

　　根据不同比例尺，导航电子地图对显示区域

进行剖分，不同比例尺区域显示的地图内容及显

示细节需要与比例尺相适应。随着汽车的行驶，

导航面板上的可视化区域以不同形状的窗口移

动，当窗口移动到与某图幅范围相交时，则该图幅

内容显示；进一步地，判断地图内容与细节在不同

比例尺区域的可视化。在大比例尺区域有较多的

细小目标和细节显示，而在小比例尺区域，这些小

目标将会隐去。因此需要对目标和组成目标的几

何细节规定显示比例尺资格。

对导航电子地图的区域方位作网格索引，每

个网格目标数据有一个编辑比例尺犕＇犻，表示数据

采集或者制作的精度；每个网格单元定义一个图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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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显示比例尺犆犕犻，每个目标定义一个目标显示

比例尺犇犗犻；每个单元的图幅范围（地理坐标）记

作犈犕犻，当前窗口显示范围（地理坐标）记作犈犠犼；

当前窗口的显示比例尺记为犠犼。可以设定一个

显示因子β（０＜β≤１），计算每个图幅单元的显示

比例尺：

犆犕犻 ＝犕＇犻×β （４）

则当前窗口内应该显示的地图单元由以下逻辑关

系决定：

ｉｆ地图犆犻满足

｛犈犕犻 ∩犈犠犼 ≠０ａｎｄ犆犕犻 ≤犠犼≤犕＇犻｝（５）

　　ｔｈｅｎ显示 地图犆犻

当前窗口内目标犗犻是否显示，由其落入的比

例尺区域与其显示比例尺资格的关系决定，显示

的目标由以下逻辑关系决定：

ｉｆＯｂｊｅｃｔ犗犻满足

｛犗犻∈ ｛犆犻∈犆犻满足关系式（５）｝ａｎｄ

　犆犕犻 ≤犇犗犻 ≤犠犼｝

　　ｔｈｅｎ显示 Ｏｂｊｅｃｔ犗犻 （６）

　　目标的显示比例尺犇犗犻可根据目标要素的重

要程度设定。在导航电子地图中，这里的目标表

现为建筑物、街道设施等，可依据其几何多边形面

积决定犇犗犻的取值。对于标志性设施，对导航有

明显定位作用的，可以在面积计算基础上加权设

定显示比例尺，即降低显示的资格比例尺数值。

基于以上变比例尺可视化思想，笔者在以街

道、建筑物、导航设施为显示内容的电子地图可视

化中进行了实验。采用了圆形、矩形的“哈哈镜”

形状，沿着道路以一定速度移动，模拟汽车行驶过

程，滑动窗口到达的位置，显示区域呈“哈哈镜”放

大，同时小目标被显示出来。在过渡区域，由于同

一个地物目标上的节点落到不同的比例尺区域，

采用了不同的公式计算狉，使得地物变形较大，如

图３。图３（ｂ）中，狉０＝１５０ｍ，狉１＝３００ｍ，狊ｌ＝１∶

５０００，狊狊＝１∶２００００；图３（ｃ）中，犱０＝１５０ｍ，犱１

＝３００ｍ，狊犾＝１∶５０００，狊狊＝１∶２００００。

图３　变比例尺可视化实验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ｃａｌｅ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在变比例尺地图上，由于经过变形处理，地物

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但相互距离产生了变化，相

同的实地距离对应的图上距离并不相同，这使得用

户从图上得到的距离感减弱。为弥补其在距离度

量上的不足，可以在图面布设不同间距的刻度尺。

导航电子地图上的量算最关心当前汽车行使

位置距某处的距离，对大比例尺区域、过渡区域以

及小比例尺区域三部分分别采用变刻度的标尺或

者网格蒙绘在图面上。

图４所示为实地距离为１００ｍ的圆形网格使

用圆形区域转换后的效果，其中，狉０＝１００ｍ，狉１＝

２００ｍ，狊犾＝１∶５０００，狊狊＝１∶２００００，每个环所代

表的实地距离即为１００ｍ，在网格上加上数字标

注，用户很容易得出自身所处位置（图中同心圆的

圆心）到周围某个地点的距离。用户要得到更为

精确的距离值，可对网格进行加密。

图４　变刻度网格

Ｆｉｇ．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ｃａｌｅＧｒｉｄ

３　结　语

随着地理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拓宽，电子地

图可视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分布式网络环境、移

动设备、特殊显示环境下的空间信息可视化要求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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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维、动态特征，提供自适应选择显示内容、

显示形式的可视化方式。这种自适应可视化方式

一改传统地图显示中的静态、单一模式，可以满足

不同目标、不同层次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可以自适

应不同应用平台的专业化需求。服务于汽车、船

舶等移动运载器导航作用的电子地图，在可视化

方面有其特定的要求，变比例尺可视化所产生的

“近大远小”视觉效果是这些要求中的一种。

为了实现这种多分辨率、变比例尺的动态可

视化，需要地图综合技术支持，通过数据综合实时

导出与划分的不同比例尺区域相适应的临时数

据，进行可视化显示。在自动化地图综合技术还

未实现条件下，可采用多尺度数据库存储多版本

的空间表达，供可视化时临时检索某一版本的数

据显示。但这种方式要建立多套比例尺数据库，

会产生数据冗余问题和不同尺度数据难以一致性

匹配问题。相应的解决策略是对不同目标规定显

示的资格比例尺，通过离线式综合预处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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