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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图形标绘的方法表达应急预案中的相关要素，并为标绘的图形符号添加各种动画来模拟预案要

素随时间的动态变化；采用预案态势演播工具播放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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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事

件，如各种刑事案件、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等，这些

事件通常会带来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制定合

理、有效的应急预案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快速

地作出处理决策，减少事件带来的危害。同时，突

发事件的处理时效性要求非常高，处理过程涉及

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既有属性数据又有空间数

据。ＧＩＳ可以支持大数据量以及影像数据，处理

速度快，可靠性、稳定性高，支持复杂的图形符号

等，因此，在应急事件的处理中，离不开ＧＩＳ技术

的有效支持。

基于ＧＩＳ的应急预案动态推演模拟技术主

要是借助于ＧＩＳ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对应急预案

制定的救援过程进行模拟演练，检验预案的合理

性和有效性，并对预案进行进一步完善，以保证在

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

１　基本概念

１．１　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是根据历史经验编制的针对可能的

重大事件或灾害的应急措施，包括针对此类事件

应该派遣的应急救援队伍、车辆、如何选择人员疏

散路线等信息。应急预案是一个救援行动进展的

过程，制定预案的目的主要是在发生突发公共事

件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开展救援行动，减少事件损

失。

应急预案库中存储了许多制定好的预案，在

重大事件发生时，根据事件信息等关键词可以在

预案库中检索、组合，得到几个初始的处置预案供

指挥人员参考、选择，指挥员根据实际情况，快速

作出处理决策。同时，对突发事件的响应执行过

程可以进行检验，根据实际的处理过程对预案进

行评价和完善。

１．２　动态模拟

动态模拟是指以动画的方式处理动态模拟对

象，以模拟实体目标随时间的变化、所产生的行为

和事件等的可视化方法。动态模拟的结果以计算

机动画的方式来体现，但是，动态模拟与计算机动

画有所区别：① 它们所用的背景不同，计算机动

画具有一个或者多个固定的背景图像，动态模拟

的背景是ＧＩＳ中的地图；② 计算机动画常以夸大

的手法进行目标的处理，而动态模拟对象的各种

动作行为是建立在真实的地理信息基础上的。因

此，采用动态模拟的方式表达应急预案过程更加

合理。

１．３　复合图形符号

地图符号为空间地理信息的抽象符号，用于

表达地理实体，地图符号是经过专门设计和事先

约定的，可以反映地物、现象和地学过程及其位置

和数量特性。地图符号主要包括点、线、面等。

复合图形符号是指一组由实际地物要素抽象

出来的更加复杂的图形符号，这些符号主要是复

杂的要素或要素运动变化的抽象，如飞机、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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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爆炸点、救援队伍前进方向等符号。复合图

形符号主要包括点、线、面、文本等类型，符号的显

示风格主要包括颜色、大小、方向、衬线、填充、渐

变等。通过复合符号制作工具可以制作各种复合

图形符号，以满足实际的需要。

１．４　图形标绘

图形标绘是指将代表预案要素的各种复合图

形符号标绘到地图上，以表达预案要素的实际内

容及空间位置。地图是空间信息的重要表达形

式，在ＧＩＳ系统中可以直观地浏览地图信息，标

绘的复合图形符号可以表达预案中的各种要素。

标绘的复合图形符号所在的图层被称为标绘

图层，将标绘图层叠加在底图（地图）上形成了预

案态势图。通过预案态势图可以直观地了解预案

相关基础地理信息和预案要素的分布。

２　预案推演模拟

２．１　符号动画

在地图上标绘复合图形符号可以表现应急预

案处理过程涉及的众多要素；同时，为了体现预案

的执行过程随时间的变化，可以为图形符号添加

各种动画体现动态性，如救援队伍到达事故现场

进行救援、爆炸事故现场人员的紧急疏散等。图

形符号动画类型主要包括移动、闪烁、缩放、变形、

显隐等。

１）移动。通过符号位置的移动可以直观表

现实体要素的运动路线、运动速度、运动的时间等

信息。在添加移动动画时，需要在地图上绘制移

动路线，这条路线由多个移动点（犡１，犢１，犜１），

（犡２，犢２，犜２），…，（犡狀，犢狀，犜狀）组成，（犡，犢）值为

坐标点，犜为实体运动到该点的时间，每一个移动

点的坐标和时间被存储下来，根据这些已知移动

点的信息采用内插方法可以计算实体要素在移动

时任意时刻的位置。

２）闪烁。在闪烁动画的执行时间内，使符号

颜色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交替变化，或者交替地

出现和隐藏。闪烁动画主要用于体现一些重要的

要素，或者正在发生变化的要素，如事故附近重要

的人防工程、正在燃烧的建筑物等。

３）缩放。在缩放动画的执行时间内，符号的

大小可以按照规定的频率放大和缩小，符号可以

由大向小或由小向大缩放，同时可以对缩放的倍

数进行设置。缩放动作可以体现要素属性随时间

的变化，如表现爆炸的炸点图形符号缩放可以使

爆炸过程更加形象、生动。

４）变形。在变形动画的执行时间，符号的形

状产生变化，变化的具体情况根据符号变形点

（犡１，犢１），（犡２，犢２），…，（犡狀，犢狀）的坐标变化确

定。不同的图形符号变形点个数不同，在变形动

作的程序实现中，主要存储变形动作的开始、结束

时间、各个变形点变化后的坐标位置。在变形动

画播放时，根据这些变形点的坐标采用内插算法

得到图形符号每一个时刻的坐标位置，然后在该

位置重新绘制出来。

５）显隐。在显隐动画的执行时间，符号出现

或者隐藏。显隐动画可以表现被毁伤或者离开的

实体要素，如意外发生的爆炸属于突然出现的要

素。在程序实现中，主要采用符号的绘制或者不

绘制来体现显示或者隐藏。

６）属性变化。在动画的执行时间，即某一时

刻符号的属性发生变化，如颜色、衬线色等，主要

表现预案要素随时间推移的性质改变，如战役中

我军攻陷敌军阵地，阵地指挥所的符号通常由蓝

色变为红色。

７）符号改变。在动画的执行时间，符号本身

改变，以表示要素信息发生本质的改变。

表１　符号动画的参数表

Ｔａｂ．１　Ｓｙｍｂｏｌ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动画类型 参数列表

移动 起止时间，移动时序点，是否显示移动轨迹点

闪烁 起止时间，闪烁周期，闪烁方式

缩放 起止时间，缩放周期，缩放倍数，缩放方式

变形 起止时间，变形点坐标

显隐 发生时间，显隐模式

属性变化 发生时间，颜色变化，衬线变化等

符号改变 发生时间，变化后的符号编码

　　每一个图形符号可以添加多个动画，这些动

画可以是同种类型或者不同类型的，因此可以表

现更加丰富的预案态势信息。

２．２　动态地图推演

为了使预案推演模拟过程更加逼真，可以采

用图形符号动画和地图推演相结合的方式模拟预

案过程。在ＧＩＳ系统中，可以把当前地图窗口的

显示范围称为一个地图场景。在应急预案推演模

拟过程中，不同时段关心的地图场景会发生变化，

因而需要在特定的时刻将地图场景切换为感兴趣

的场景。在推演模拟数据的制作过程中，预先存

储一些地图场景，在规定的时间将地图窗口快速

切换到存储的某一个场景，使预案数据的推演过

程更加形象、生动。每一个地图推演场景需要存

储场景名称、场景的执行时间、地图中心点、地图

比例尺等参数。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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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预案态势演播工具

３．１　播放预案数据

在基础地图上标绘的各种复合图形符号是应

急预案要素的抽象表达，添加的符号动画可以表

现预案要素随时间的变化，这个标绘和添加动画

的过程称为预案数据的制作过程。通过态势演播

工具可以播放预案数据，直观地查看预案的整个

过程。演播命令主要包括播放、暂停、停止、设置

播放速度。

３．２　播放声音文件

为了增加预案数据的真实性，在推演模拟之

前编辑脚本文件，可以为播放过程添加脚本命令，

如播放声音命令，在推演过程中加入音效效果。

３．３　时间比例尺设置

播放预案数据之前可以设置播放的时间比例

尺。时间比例尺是表达预案数据播放时间和真实

时间比例的，时间比例尺越大，预案推演模拟速度

越慢，有利于查看预案的局部过程；时间比例尺越

小，预案推演模拟速度越快，有利于查看预案的总

体过程。在播放预案数据时，可以根据需要设置

时间比例尺。

３．４　查看任意时刻态势

在播放预案时，播放滑动条根据播放的进度

自动调整滑块位置。因此，根据滑动条的当前位

置，可以了解预案播放的进度；在没有播放的情况

下，拖动播放滑动条可以在地图上查看任一时刻

的预案态势。

４　预案模拟数据组织方案

一个完整的预案模拟数据由基础数据、预案

数据、时序脚本数据３部分组成。

基础数据主要包括行政区划、道路交通、水

系、植被、居民点、建筑物等，通过这些数据可以了

解某地区的地理环境，进行地理空间分析，基础数

据可采用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ＳＤＸ进行存储。数据集、数

据源是ＳＤＸ使用的重要概念，数据集是由同种类

型数据组成的数据集合，如点数据集、线数据集、

文本数据集、ＣＡＤ数据集等。数据源是由各种类

型的数据集组成的数据集集合。

预案数据是应急预案推演模拟的核心数据，

它采用ＣＡＤ数据集进行存储，同时各个复合图

形符号的动画信息采用二进制形式和图形符号统

一存储。ＣＡＤ数据集是一种复合数据集，支持各

种复合图形的标绘，如应急救援工作中涉及的爆

炸点、救援车辆、救援人员、选择的疏散路线等。

时序脚本数据也是一个ＣＡＤ数据集，脚本

数据中存储一系列的脚本命令，如播放语音文件

命令、地图场景命令。一个命令就是一条数据记

录，这些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命令类型、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具体命令参数等，不同命令的命令相关

参数是不同的，这些参数采用二进制形式存储。

５　应　用

城市居民防空疏散预案的制定对人民防空工

作至关重要，对该预案进行模拟是了解整个居民

疏散预案过程和检验预案合理性的有效方法。作

者采用本文提出的预案推演模拟方法，制作了一

个城市防空应急预案模拟数据，该预案数据基于

城市的影像和矢量地图制作。预案模拟的主要过

程是：某大楼遭空袭打击；事件发生后，防空警报

拉响；医疗、消防、武警、公安、防化、交警等根据需

要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救援工作；查找附近的

防空设施，选择最佳疏散路线，对居民进行紧急疏

散。具体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防空袭居民疏散预案模拟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ｌａｎ

在制作该预案过程中，通过标绘图形符号表

现预案中的各个要素，然后为图形符号添加各种

动画体现要素的行为变化，如采用移动动画表现

救援队伍赶往事故现场进行救援的过程。另外，

图形符号的移动路线是基于地图上的路网数据设

计的。

通过研究表明，在人所获取的各种信息中，通

过视觉而得到的占６０％以上
［４］，因此，将应急预

案过程进行可视化的展现对了解预案、查看预案

合理性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许多应急

预案是一些文档性质的说明文件，这种文件内容

不够直观。应急预案中的许多要素是与地理位置

关联的，并且要素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可视化地展

现这些信息就成为制定、分析预案时的迫切需要。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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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语

预先制定应急预案可以对突发事件快速作出

反应，是减少生命财产损失的重要途径。采用

ＧＩＳ技术进行应急预案过程的动态模拟可以直

观、全面地了解预案过程，根据ＧＩＳ中的空间、矢

量、影像数据还可以分析预案的合理性，这对应急

预案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支持。

本文对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过程的模拟技术进

行了研究，提出的应急预案模拟方法已经在应急

救援软件系统中得到了实现。需要指出的是，本

文提出的方法不仅可以模拟应急预案救援过程，

也可以应用于战场态势推演；不仅可以模拟现在

的、将来的态势，也可以对过去的各种随时间变化

的态势进行模拟。

参　考　文　献

［１］　何忠焕，边馥苓．ＧＩＳ系统中二维地图推演技术的

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５，３０

（１）：６９７１

［２］　李仁杰，张军海，刘劲松，等．城市居民防空疏散调

度模拟系统设计与实现［Ｊ］．测绘通报，２００５（４）：

５３５５

［３］　靳肖闪，张国富，李 军，等．基于ＧＩＳ的应急调度关

键技术研究与实现［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０４，３０（２０）：

１８０１８２

［４］　江斌，胡毓钜．地图视觉化———现代地图学的核心

［Ｊ］．地图，１９９５（２）：３７

［５］　吴鹏，祝江汉，邱涤珊，等．作战态势推演系统研究

［Ｊ］．装备指挥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５，１６（２）：３８４２

［６］　周书民，徐洪珍，刘玲．分布式消防预案演示系统的

设计与开发［Ｊ］．计算机系统应用，２００４（１２）：５６５７

［７］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ＭＪ，ＤｕｎｒｉｅＡＧ，Ａｎｄｒｅｗ Ｍ Ｋ．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５（７）：７２３

第一作者简介：张欣，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理信息技术开发

与应用。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ｘ．０３ｓ＠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犇狔狀犪犿犻犮犈狏狅犾狏犲犿犲狀狋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狅犳

犈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犘犾犪狀犅犪狊犲犱狅狀犌犐犛

犣犎犃犖犌犡犻狀１
，２
　犣犎犗犖犌犈狉狊犺狌狀

１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Ｓ，１１ＡＤａｔｕ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ＡＹｕｑｕａｎＲｏａ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ｏｆ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ｉｓ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ｙＧＩＳ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ｍａｋｅ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ｌ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ｂｌ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ｈｅｌｐｔｅｓｔ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ｌａ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ｎｅｗ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ｍｂｏ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ｙｍｂｏｌ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ｌａｎａｒ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ｓｙｍｂｏｌｍａｒｋ，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ｓｙｍｂｏｌａ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ａｄｄｅｄｔ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ｔｉｍｅ，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ｐｌａｙｅｒ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ｏｐｌａｙｔｈｅｐｌａｎｄａｔａ．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Ｉ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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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ｘ．０３ｓ＠ｉｇｓｎｒｒ．ａｃ．ｃｎ

４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