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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矢量数据多尺度显示中的若干常见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同时结

合具体的研究实例进行了实验，较好地实现了利用离散尺度模拟无级比例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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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度具有多义性，而多尺度数据库通常存储

的是同一区域范围的不同比例尺地图数据，所以

为了阐述的直观性，本文约定尺度即比例尺。

空间数据的多尺度表达机制是近几年 ＧＩＳ

理论研究和工程建设中的一个热点［１，２］。但大量

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尺度显示的实现框架、策略、存

储［３，４］、可视化结果的评价机制［５］，同时一些学者

致力于数据结构的研究［６］，而没有对多尺度显示

领域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进行系统化

研究。

从用户浏览操作来说，多尺度显示本身就是

一个离散的过程，所以利用离散尺度的数据同样

可以完成对无级比例尺数据库的模拟［７］。当利用

离散尺度的数据模拟无级比例尺显示时，无论采

用哪一种方式都涉及一些典型的问题。这些问题

在传统的制图综合领域同样存在，但鉴于ＧＩＳ数

据显示时考虑的是屏幕显示效果，解决方法有其

特殊性，与制图综合有本质的不同，本文将对其进

行讨论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１　小图斑的判定问题

制图综合中，小对象即足够小、需要被综合的

对象。传统的制图综合中一般需要设定最小上图

面积、长度等，但对ＧＩＳ多尺度显示来说，要基于

屏幕显示进行参数的设定。

１．１　像素面积

ＧＩＳ矢量数据多尺度显示中，小图斑的判定

不能使用统一的面积标准。首先，多尺度显示中

需要生成多个尺度的数据（尺度序列），不同尺度

下的小图斑的面积是不同的。其次，多尺度显示

是实现地图窗口内的地图适宜观看，所以小图斑

的定义不仅需要考虑实际面积的大小，而且需要

考虑屏幕显示效果，因此，小图斑应该是视觉上已

经无法识别的图斑。本文认为，多尺度显示中对

小图斑的定义应参照屏幕像素面积，像素面积指

的是对象显示在屏幕上时所占的屏幕面积（以像

素数量计算）。

１．２　综合矩形框

对于面状对象，如果仅仅考虑像素面积还存

在一定的不足，因为以像素面积为标准并没有考

虑图斑的形状，而不同形状的图斑视觉效果是不

同的。例如，对于狭长的图斑来说，像素面积作为

惟一的判断标准并不合适，因为狭长图斑虽然面

积不大，但其伸展区域可能很大，影响的区域也很

大，视觉上应该予保留，如图１所示。

图１　狭长图斑

Ｆｉｇ．１　ＬｏｎｇａｎｄＮａｒｒｏｗＰｏｌｙｇｏｎ

因此，考虑图斑的形状和面积两个方面，本

文采用最小综合矩形框作为判断标准。综合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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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不是实际的地理坐标下的矩形框，而是屏幕像

素矩形框。例如，定义综合矩形框的大小为犕×

犖（如图１），即屏幕上宽犕 个像素、长犖 个像素

的矩形框。在多尺度显示时，能放进该矩形框的

图斑即认为是小图斑。在不同的显示尺度下，综

合矩形框对应的实际区域的大小也是不同的。

小线状对象的定义可以使用长度也可以使用

综合矩形框，限于篇幅，本文不作深入讨论。

２　对象的尺度值

２．１　多尺度显示中比例尺的涵义

对于地图数据来说，立足于屏幕显示，使用显

示比例尺的概念更为直观一些。设地图显示时所

占屏幕的宽度为ＳｃｒｅｅｎＷｉｄｔｈ，单位为像素，地图

区域的实际宽度为ＣｏｒＷｉｄｔｈ，即大地坐标下的宽

度，单位可以根据不同应用需要而不同，则显示比

例尺的计算公式为：ＳｃｒｅｅｎＳｃａｌｅ＝ＳｃｒｅｅｎＷｉｄｔｈ／

ＣｏｒＷｉｄｔｈ，而一般地图的比例尺计算方法为

Ｓｃａｌｅ＝ＭａｐＷｉｄｔｈ／ＣｏｒＷｉｄｔｈ。其中，ＭａｐＷｉｄｔｈ、

ＣｏｒＷｉｄｔｈ分别为地图的宽度和地图对应的实际

区域的宽度，单位一般为ｃｍ。

２．２　多尺度显示中的对象尺度值

对一个对象来说，在多尺度显示过程中，当显

示比例尺小于某个比例尺时，该对象就不显示（被

综合），这个比例尺称作对象的尺度值。

对象尺度值的计算需要利用综合矩形框。对

象犃恰好需要被综合时，也就是说在在多尺度显

示时，对象犃恰好可以放入综合矩形框时的显示

比例尺为犻。犻即对象犃 的尺度值。实际应用过

程中，对象尺度值的计算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需要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进行建模计算。

本文认为对于多尺度显示而言，对象的重要

性和大小决定着对象是否被综合，可以用尺度值

对其重要性进行描述。因此，利用对象的尺度值

反映出对象的重要性，并给出对象被综合的尺度

范围，便于多尺度显示的实现。

３　离散尺度的采点问题

３．１　如何实时选择合适尺度予以显示

ＧＩＳ多尺度显示过程中，系统需要根据显示

比例尺的大小，决定选择哪个尺度的地图数据予

以显示。本文选择与当前显示比例尺最为接近的

比例尺。例如，多尺度数据库中存储狀个比例尺

的数据，比例尺序列为ｓｃａｌｅ１，ｓｃａｌｅ２，…，ｓｃａｌｅ狀。

当显示比例尺为ＳｃｒｅｅｎＳｃａｌｅ时，从数据库中选择

的比例尺ｓｃａｌｅ狓应该满足：

狘ＳｃｒｅｅｎＳｃａｌｅ－ｓｃａｌｅ狓狘

＝ｍｉｎ（狘ＳｃｒｅｅｎＳｃａｌｅ－ｓｃａｌｅ１狘，…，

　狘ＳｃｒｅｅｎＳｃａｌｅ－ｓｃａｌｅ狀狘）

３．２　离散尺度序列的确定

３．２．１　等分需要综合的图斑

首先计算出所有对象的犻值，然后设定最小

和最大显示比例尺、综合矩形框，并将这些图斑按

由小到大排序等分成若干份。例如，在最小显示

比例尺下，有１００００个图斑需要综合，如果用５

个尺度模拟无级变化，可以将这些排序后的

１００００个图斑等分成５份，每一份有２０００个图

斑。如图２，尺度１的取值为第２０００个对象的尺

度值即可，保证了第一份的２０００个对象的尺度值

犻都大于等于尺度１，所以这些对象会在尺度１下

被综合。同样４０００对应的尺度２取第４０００个

对象的犻值即可，保证了这４０００个对象的犻值都

大于尺度２。依此类推，即可实现尺度的采点。

图２　尺度采点方式

Ｆｉｇ．２　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Ｓｃａｌｅｓ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３．２．２　等间隔取尺度值

首先，确定缩放过程中最小显示比例尺。本

文选择在用户全幅显示时的比例尺为最小显示比

例尺，而最大显示比例尺根据不同的应用可以自

行确定。等间隔取尺度值是在最小显示比例尺与

最大显示比例尺范围内，进行等间隔采样。例如，

最小显示尺度为 ｍｉｎｓｃａｌｅ、最大显示比例尺为

ｍａｘｓｃａｌｅ，可以在两者之间插入４个尺度值：“尺

度狀”＝ ｍｉｎｓｃａｌｅ＋狀（ｍａｘｓｃａｌｅ－ｍｉｎｓｃａｌｅ）／５。该

方式和上一种方式共同的不足是尺度采点的分布

情况没有面向用户的操作。

３．２．３　等比采点

等比采样的结果是尺度序列构成等比数列。

首先确定离散尺度的最小显示比例尺、离散尺度

的个数、等比系数。等比系数本文采用ＧＩＳ软件

常用的缩放倍数１．４。例如，假设最小显示比例

尺为ｓｃａｌｅ１（一般为全幅显示时的比例尺），离散

尺度的个数为１１（即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１０次

综合，得到１０个更小的离散尺度下的数据），等比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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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１．４。最小显示比例尺计算方法为：

ｓｃａｌｅ１＝ｍ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Ｖｉｅｗ／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Ｌａｙ

ｅｒ，ＷｉｄｔｈＯｆＶｉｅｗ／ＷｉｄｔｈＯｆＬａｙｅｒ）

式中，ｍｉｎ（狓，狔）函数是取狓、狔 中的最小值；

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Ｖｉｅｗ是适宜地图显示窗口的高度，单

位为像素；ＷｉｄｔｈＯｆＶｉｅｗ是适宜地图显示窗口的

宽度，单位为像素；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Ｌａｙｅｒ是图层对应的

实际地理区域的高度，为地理坐标下的长度，可以

通过图层的四至计算得到；ＷｉｄｔｈＯｆＬａｙｅｒ是图层

对应的实际地理区域的宽度，是地理所坐标下的

长度，可以通过图层的四至计算得到。

本文在进行多尺度实验的过程中，允许用户

定义不同的等比系数，并以统计图的方式显示出

各个尺度下被综合的图斑数。

３．２．４　各种采点方式讨论

第一种方式虽然保证了各个尺度下的地图数

据综合对象数量相同，但没有考虑到实际应用的

需求。一般来说，不同的地图数据中很小的对象

较少，很大的对象同样很少，中间大小的对象较

多，符合正态分布。例如面状土地利用数据，通常

图斑的大小在一个范围内比较集中，大部分的图

斑的尺寸是比较接近的，这样会导致离散尺度的

采点较为密集。而对于图斑分布不是太密集的尺

度范围，尺度采点较为稀疏，会造成在用户缩放显

示地图的过程中，调用的尺度有时跳跃得比较快，

有时比较慢，多尺度显示变化不够平滑。

第二种方式保证了离散尺度取值的均匀性，

但没有考虑图斑大小的分布情况，同时没有考虑

用户的实际操作情况。

系统进行图层显示时，最初一般为全幅显示，

设显示比例尺为ｓｃａｌｅ１，在用户缩放地图时，其操

作都是针对当前地图显示窗口的。假设放大倍数

为犆，用户放大一次时，当前的显示比例尺变为

ｓｃａｌｅ１×犆。放大狀次后，比例尺为ｓｃａｌｅ１×犆
狀。

由此可见，用户的放大后的显示比例尺是在当前

显示比例尺的基础上放大犆倍。从这个意义上

讲，用户缩放操作对应的离散尺度序列更接近于

等比数列。由此可见，等比采点的结果可以更好

地适应用户的操作，实现显示画面流畅。

４　实验与分析

本文建立了实验系统，系统利用扩展 ＧＡＰ

ｔｒｅｅ索引机制
［３，８］进行了多尺度实验。实验中设

置的地图显示窗口为２００×１５０，采用等比方式进

行了比例尺采样，共采取５个比例尺，等比系数选

定为１．４。

实验数据采用全北京１∶１００００面状土地利

用数据，图斑为１８６３２９个，节点数为１１６６８８６２。

对该数据进行两次多尺度显示实验，分别采用２

×３和４×６像素框作为综合矩形框。实验统计

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进行

表１　多尺度显示的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ｐｌａｙ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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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显示时，速度和图形显示质量都得到明显

提高；利用等比方式进行尺度的采点，使得缩放过

程中地图的变化更为流畅、自然。

５　结　语

矢量数据多尺度显示为用户提供了连续、变

焦的可视化功能。在多尺度显示中，除了数据结

构、实现策略外，必须解决小对象定义、离散尺度

采点等诸多问题。在传统的制图综合中同样涉及

类似的问题，但ＧＩＳ数据多尺度显示面向屏幕显

示，与制图综合有本质的不同。本文针对这些问

题进行了研究，并对解决方案进行了讨论，建立了

实验系统。

同时，本文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化。

例如，在小对象的定义当中，没有考虑小对象的面

积在综合矩形框中所占比重；综合矩形框的形状

方面也需要考虑对称性，例如综合矩形框为犕×

犖 时，如何同时考虑综合矩形框为 犖×犕 的情

况。另外，对象尺度值与重要性值如何关联，不同

的专题应用如何建模予以实现，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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