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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ＧＭＬ驱动下地理信息可视化缺乏制图机制的不足，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ＸＭＬ的地图表达

模型，在引入地图制图标记语言概念基础上融入了地图制图功能，为地图增量更新与分布式处理提供了新的

技术手段。

关键词：地图表达机制；ＸＭＬ；ＧＭＬ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８３．７；Ｐ２０８

　　目前，数据格式的私有性或仅限于少数平台

和系统严重限制了数字地图的使用，也使得网络

地图制图难以融合不同来源的地理信息与共享地

理信息的处理服务［１］。ＸＭＬ（可扩展标记语言）

标准的出现，使矢量地理信息的分发、融合与综合

变得更加容易［２］。目前，与地理信息可视化相关

的标记语言有地理标记语言（ＧＭＬ）、可扩展样式

单语言转换（ＸＳＬＴ，ＸＳ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二维

矢量图形标记语言（ＳＶＧ）等。其中，ＧＭＬ 是

ＸＭＬ的子集，同ＸＭＬ一样将内容从表达中分离

出来，地图是其最常用的表达形式［３］。基于ＸＭＬ

技术的 ＧＭＬ 可视化主要采用 ＸＳＬＴ 来实现

ＧＭＬ到ＳＶＧ的数据格式转换，满足了ＧＭＬ图

形表示的需要，但ＸＳＬＴ难以自动处理图形对象

之间诸如压盖等冲突问题［２］。本文在分析目前

ＧＩＳ地图表达机制的基础上，实施地图制图过程

内容、表达与实现的分离，结合 ＸＭＬ技术的特

点，提出了基于ＸＭＬ的地图表达模型，并引入了

地图制图标记语言的概念，以便于地图的人工编

辑，通过原型系统的设计，实现了ＧＭＬ驱动下基

于ＸＭＬ技术的地图表达方法。

１　犌犐犛的地图表达模型

地图曾被看成是ＧＩＳ数据库的附属品，无论

是用于表达地理要素，还是进行空间分析，都不是

ＧＩＳ数据库设计的中心。ＧＩＳ的制图表（ｃａｒｔｏｇ

ｒａｐｈｙｔａｂｌｅ）
［４］或表达规则建立了地理要素与表

示该要素的地图符号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符号化

实现数字景观模型（ＤＬＭ）到数字制图模型

（ＤＣＭ）的转换（图１）。当前，地理数据库驱动下

地图制图通常采用的方法是，ＧＩＳ在完成地图符

号化后，制图产品的最后阶段将不得不脱离ＧＩＳ

数据库在制图软件中完成，中断了工作流程。同

时，由于数据的导出、导入，既耗费时间，又使得数

据的更新与一致性维护更加困难［５，６］。

目前，许多公司正在研究基于ＧＩＳ数据库的专

门地图制图工具，以便生产高质量的地图［７］，或在

建立ＧＩＳ数据库的时候就考虑地图制图的要求
［４］，

并引入地图表达信息的概念［６，８］，形成在同一ＧＩＳ

系统中融入地图制图功能的集中式地图表达模型

（图１）。在地图表达框架下，地图制图数据是在

ＧＩＳ制图表或表达规则的基础上对制图编辑结构

进行扩展，从而使它包含两个部分［６］：① 链接所

使用的符号化规则，用于关联地理要素与默认的

地图符号；② 制图编辑结构。其中，制图编辑是

表达规则的特例，既能修改地图符号，也能修改几

何图形，并保存这些变化［８］，同时可以保存难以直

接符号化的地理要素的图形表示。

以地图制图数据为中心的地图表达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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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ＧＩＳ可视化基础上融入了地图制图编辑功能，

包括地理数据、地图制图数据、地图数据及其之间

的相互作用机制。其中，ＧＩＳ可视化包括２个过

程：地理数据到地图制图数据的数据综合或模型

综合［９］，地图制图数据到地图数据的符号化［４，１０］。

以地图目的为中心的制图编辑，将对地图对象的

编辑修改同时保存在地图制图数据中，并在制图

编辑阶段，能直接查询地理数据的属性。作为地

理数据与地图数据桥梁的地图制图数据，在地理

数据库更新的驱动下还具有以下功能：能避免大

多数地图不变数据的重复更新；其他变化的地图

对象往往只是一小部分发生修改，因此地图制图

数据的表达规则与制图编辑仍能为其更新提供参

考；有利于地图增量更新及与地理数据的一致性

维护。但基于ＧＩＳ的地图表达，需要解决关系数

据库对非结构化的地图制图数据的管理与存储，

需要在ＧＩＳ软件中融入更多的地图制图工具，这

些问题只有大型的ＧＩＳ软件商才能解决，而对于

面向小型应用的ＧＩＳ系统则难以在短时间实现。

图１　地图表达模型

Ｆｉｇ．１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

２　基于犡犕犔的地图表达机制

通常地图具有两种不同的设计样式：自然表

达和符号表达［１４］。根据地图质量，符号表达可进

一步分为符号化表达与地图表达（图２）。其中，

前者是采用默认的地图符号表示地理要素；后者

则是在符号化表达的基础上融入地图制图机制，

能提高地图质量。在横轴上，地理信息可视化的

目的是将地理数据的空间、属性与语义表示成地

图。同时，地理信息的可视化先后经历了地图可

视化、ＧＩＳ可视化、ＸＭＬ可视化３个阶段。在竖

轴上，可视化先后经历了图形表达、符号化表达与

地图表达３个阶段。其中，图形表达主要表示地

理要素的空间位置；符号化表达在表示位置基础

上，同时形象化表示地理要素的属性；地图表达则

从整体上既表示位置、属性，还通过图形综合突出

地理要素之间的关系等语义特征。由于ＸＭＬ具

有适于地图表达的特点，且有利于增强地图表达

系统的开放性。基于ＸＭＬ的图形表达机制通过

ＸＳＬＴ实现ＧＭＬ到ＳＶＧ的数据格式转换
［１５］；基

于ＸＭＬ的符号化表达是在基于ＸＭＬ图形表达

基础上，将基于ＳＶＧ／ＣＳＳ的地图符号样式融入

到ＸＳＬＴ中，实现ＧＭＬ的符号化。

图２　地理信息可视化类型

Ｆｉｇ．２　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　地图制图标记语言概念

地图制图数据是一种非规则的数据类型，基

于关系或面向对象等结构化模型描述不规则数据

的效率不高［２０］，因此，需要采用半结构化数据模

型进行描述。ＭａｐＭＭＬ是一种利用ＸＭＬ描述地

图制图数据的一种自定义专用标记语言，其应用

的目标驱动了 ＭａｐＭＭＬ词汇表的创建与设计。

它用于标记制图数据的内容，而不是样式；它易于

通过ＸＳＬＴ工具实现ＧＭＬ到 ＭａｐＭＭＬ的数据

综合；它派生于ＸＭＬ，具有开放性与易于扩展等

特征，适合于与知识系统的集成，在基于 Ｗｅｂ的

地图制图和异构系统数据交换等方面有着较好的

应用前景。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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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原型系统

基于ＸＭＬ的地图表达以ＸＭＬ技术为基础，

在实现机制上分为两个部分。

１）地理数据库驱动的地图符号化，包括基于

ＧＭＬ标准的地理数据表示、基于ＸＳＬＴ的数据综

合知识表示、基于ＳＶＧ的地图符号库表示、基于

ＭａｐＭＭＬ标记语言的模式定义等４个阶段，还包

括通过ＸＳＬＴ的条件语句测试ＧＭＬ地理要素数

据，提取与制图数据有关的信息（如地理要素的空

间位置坐标等）以及分析ＧＭＬ地理要素的属性，

并从地图符号库中匹配出表示该地理要素的地图

符号信息，并初步生成 ＭａｐＭＭＬ数据两个过程。

根据地图制图数据 ＭａｐＭＭＬ所提供的地图符号

化信息，从ＳＶＧ地图符号库中提取符号样式数

据，通过脚本语言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实现 ＭａｐＭＭＬ数

据的符号化，并初步生成ＳＶＧ地图（图３（ａ））。

２）以地图目的为中心的地图制图，即在ＳＶＧ

地图上采用基于脚本语言的制图工具对地图符号

与图形进行人工修改与删除等操作，直到生成满足

需要的地图产品；并在地图制图数据中同步组织与

存储对地图符号与图形的编辑，形成最终的ＳＶＧ

地图与 ＭａｐＭＭＬ数据。原型系统初步实现了地

图对象的移位操作，包括点符号的移位（图３（ｂ））、

线符号的节点移动（图３（ｃ））以及面符号中点填充

对象的移位（图３（ｄ））。其中，原型系统在图层显

示顺序上同传统 ＧＩＳ一样，先显示面状要素，然

后是线要素，最后是点要素与注记。

图３　地图编辑操作

Ｆｉｇ．３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ｈｉｃＥｄｉ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５　结　语

地理信息系统脱胎于计算机地图制图，主要

用于地理数据的采集与管理，而不是面向地图生

产。为了在ＧＩＳ系统中融入地图制图功能，形成

了集中式地图表达模型，但只有大型ＧＩＳ厂商才

能完成，而且仍然具有数据格式私有性等不足。

本文在ＧＩＳ地图表达模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ＸＭＬ应用于地理信息可视化的成果，提出了基于

ＸＭＬ的地图表达理论与方法，并在实施地理数据

库驱动下地图制图过程内容、表达与实现分离的

基础上，建立了以ＸＭＬ技术为平台、不同数据及

其处理过程相互协调的分散式地图表达模型，增

强了系统的开放性与可扩展性。它通过基于

ＸＭＬ的开放交换格式，既能利用已有的系统，又

能指导开放地图表达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对维护

地图的现势性及其与地理数据的一致性，有着理

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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