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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参数化模板技术的电子地图设计方法，该方法结合参数化模板技术，通过用户配置和修改

模板，实现电子地图的快速高质量设计。将参数化模板技术引入到电子地图设计中，详细介绍了参数化模板

技术在电子地图设计中的应用，并以此开发了一个电子地图设计系统，在实践中进行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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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地图应用的日益普及，用户对电子

地图的要求也逐渐提高。电子地图个性化程度的

提高要求电子地图设计系统更多地以用户为中

心，设计方法更加灵活方便。但是，目前的设计方

法如ＧＤＩ＋技术
［１２］、模板技术［３５］、自适应方法［６８］

等过多地关注设计过程中局部质量和创新，缺少

对电子地图产品整个设计过程的重新规划和模型

建立。

１　基于参数化的模板技术

１．１　模板技术与参数化模板

世界上的事物具有相似性，“模板”就是基于

这个原理而产生的。其基本思想是从一组相似的

事物中抽象出一种框架型的模式，任何一个类似

的事物都可作为以模板为超类派生类型的实

例［９］。模板是面向用户的工具，其实质就是一种

规范，是定义某一类事物的标准。这一类事物依

据相应标准产生、变化并具有一定的约束性［１０］。

１．２　参数化模板技术的应用

参数化模板技术已经被合理地应用到生产生

活的很多方面［１１，１２］，如办公自动化软件、流程图

软件、程序设计语言、ＣＡＤ、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

等。Ｖｉｓｉｏ是专业的流程图制作软件，可以用于绘

制各种图表，如软件流程图、组织结构图、质量控

制图等，该软件中大量使用了参数化模板技术，但

还没有人真正将参数化模板技术应用到电子地图

设计中。

２　参数化模板技术在电子地图设计

中的应用

２．１　电子地图的一般设计过程

电子地图的一般设计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电子地图的一般设计过程

Ｆｉｇ．１　ＧｅｎｅｒｉｃＤｅｓｉｇ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ｐ

从设计过程可见，原来的电子地图设计过程

较为复杂，非专业用户根本无法自己设计地图。

即使设计出了地图，如果缺乏编程知识，也无法生

成产品。

２．２　基于参数化模板技术的电子地图设计过程

为了让普通用户更好地进行地图设计并能够

生成产品，笔者提出了基于参数化模板技术的电

子地图设计过程。在电子地图设计系统开发阶段

建立完备的参数化模板和模块主模型，进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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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时根据用户需求和数据内容等因素推理出电

子地图的整体风格，然后检索是否有适合需求配

置的地图色彩模板、符号模板以及用户界面模板，

在模板基础上用户进行修改以满足需求。然后保

存地图，将设计的电子地图在电子地图演示系统

（将另文介绍）上运行即可生成电子地图产品，实

现产品的快速高质量设计。设计流程归纳为“配

置设计（确定初步配置）—设计修改—生成产品”。

２．３　基本思路与设计原则

计算机技术、地图设计知识和ＧＩＳ技术相结

合，是设计电子地图模板的基本思路。参数化模

板设计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１）必须符合电子地图设计的基本原理，符合

视觉感受和地图学传输理论的基本要求，完成信

息传输功能，保证其通用性和科学性，满足 ＧＩＳ

对可视化工具的要求。

２）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选择的文件尽量以

图形、动画等方式显示出来，给用户以更直观的感

受。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人机交互

次数。

３）便于实现数据库与地图可视化系统的接

口，可以生成各种动态库供其他开发者使用。

３　电子地图设计系统中模板的组成

及设计要素

　　笔者针对电子地图组成的特点，将参数化模

板技术应用于电子地图设计中。对电子地图设计

的知识和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将电子

地图设计模板分成用户界面模板、色彩模板、符号

模板３个部分。在对这些模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模板库、模板体系、模块主模型和文件，包含

尽可能多的文件配置组合和文件，形成完善的配

置机制。

３．１　模板库

模板库是模板的集合。如地图色彩模板主要

是根据矢量数据的特点、用途、显示环境、图面载

负量的综合分析，选用符号库中的符号及其组合，

然后通过整体地图色调调整等处理，形成各式各

样的地图整体显示样式，供用户选择使用。这些

模板在符号、注记、色彩的风格和总体风格、表现

手法上各有特色，适合于不同用途的数据。另外，

用户如果对模板不满意，可以自行修改模板中搭

配的颜色。用户界面模板主要包括封面封底、皮

肤、主界面各元素等内容。当前系统的模板可从

相关系统的模板库中直接借用，也可以重新制作。

所有模板统一由模板库来管理，一旦模板库建立

完毕，便可随同电子地图浏览器一起交付用户来

进行阅读。每次创建一个模板，都要按照统一的

编码规则来设定编号，并将模板储存在模板库中，

以利于设计时根据用户配置的结果来选择合适的

模板。

３．２　模板体系

模板体系是确定模板配置和实现电子地图设

计的关键，只有建立合理的、能够充分反映用户群

需求、并且能够被计算机语言快速解析和编译的模

板体系，才能在其基础上借助电子地图设计系统进

行快速模板选择，进而通过配置和修改设计生成电

子地图产品。图２展示了电子地图的用户界面模

板体系，反映了用户界面模块的与／或选项，指导

用户确定不同配置组合，建立用户界面模板。

图２　用户界面模板体系

Ｆｉｇ．２　Ｕ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３　模块主模型和文件

模板体系包含各种模块，在对各个模块进行

元素分析和参数分析的基础上，把模块拆分成细

小单元，每个单元进行参数化表示，从而建立模块

的主模型，如把用户界面模板中的工具栏模块分

成位置、背景、形式、图标（或按钮）形式、图标（或

按钮）大小等。大多数设计参数是数值型数据，在

设计过程中不断调整。为适应设计方案的存储、

比较、管理，应以数据库形式加以存储。表１为工

具栏模块的参数表结构。

表１　工具栏模块的参数表结构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Ｔａｂｌ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ｏｏｌｂａｒＭｏｄｕｌｅ

字段名 中文名 数据类型

（主键）ＭｏｄｕｌｅＩＤ 模块文件编号 ｉｎｔ

ＴｏｏｌＢａ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工具栏位置 ｉｎｔ

ＴｏｏｌＢａｒＳｋｉｎ 工具栏纹理 Ｃｈａｒ（３０）

ＴｏｏｌＢａｒＷｉｄｔｈ 工具栏单个图标或按钮宽度 ｉｎｔ

ＴｏｏｌＢａｒＨｉｇｈｔ 工具栏单个图标或按钮高度 ｉｎｔ

ＴｏｏｌＢａｒＸｓ 工具栏形式（普通、真彩色等） ｉｎｔ

ＴｏｏｌＢａｒＦｉｌｅ 工具栏图标文件 Ｃｈａｒ（３０）

　　文件是通过分析模块中的单元来确定的，文件

７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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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用户配置所选的模块种类越多，则生成的模

板种类也越多，如工具栏图标文件、符号库文件等。

４　电子地图设计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４．１　系统总体结构设计

笔者在分析当前 ＧＩＳ系统和地理可视化系

统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总体结构设计，然后以

ＶＣ＋＋６．０为开发平台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系统上实

现了电子地图设计系统ｅＭａｐＭａｋｅｒ，其总体结构

如图３所示。

图３　快速设计系统总体框架

Ｆｉｇ．３　ＣｅｌｅｒｉｔｙＤｅｓｉｇ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数据库记录了产品、模板和模块单元的特征

信息（包括配置信息、设计参数信息、文件存放路

径等）；各类型中存储了所属类型的模块和配置信

息，如清新淡雅型色彩模板中包含了地图的整体

风格以及各要素和注记的色彩参数。用户获取定

制信息和数据后利用电子地图交互设计平台进行

总体设计，然后利用内置模板进行修改设计生成

电子地图产品，并通过成品数据库和模板库记录

更改信息，形成新的模板和成品。此外，用户可以

通过平时的设计不断充实各种模板库，充分利用

已有资源。

４．２　系统中模板的实现

４．２．１　用户界面模板

系统将用户界面类型分成专业型、简单型、网

络型和多媒体型等４种，用户可根据适合自己的

类型进行选择设置［５］。在界面开发中针对不同用

户类型设计具有适应性的界面类，每一个类用以

适应不同用户具体特征和详细情况的各种成员。

以程序整体风格外观类ＣＡｄａｐｔＳｋｉｎｓ为例，其中

包括用户的颜色喜好ｍ＿Ｃｏｌｏｒ、工具栏的风格ｍ＿

ＴｏｏｌＢａｒＳｔｙｌｅ、工具栏的位置 ｍ＿ＴｏｏｌＢａｒ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导航窗的位置 ｍ＿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等。另外，在各个小窗体风格中又包含适应

不同用户具体特征和详细情况的各种成员，如导

航窗类又分为树状图、列表、缩略图等。通过用户

类型的选择，系统从界面的框架布局到窗口、对话

框、外观效果、帮助形式等内容都可以达到适应用

户特征和环境的界面动态调整。以多媒体型用户

界面为例，笔者将其界面分为３大部分：工具栏设

置、导航窗设置、鼠标和鹰眼窗设置。工具栏设置

中可以设置工具栏的位置、背景纹理和按钮（按钮

的个数可以任意设置）；导航窗（管理图幅的窗口）

设置中可以设置导航窗的位置、背景纹理和图组

按钮以及关联的地图；鼠标和鹰眼窗设置中可以

设置鼠标文件和鹰眼窗的位置。图４是多媒体型

界面效果图。

４．２．２　地图色彩模板

通过对电子地图色调分类理论的研究，将电

子地图色调宽泛地定位为以下５个类型：清新淡

雅型、热烈奔放型、知性沉稳型、甜美柔媚型、专业

高效型。通过大量的检索和实践，分别归纳出各

个类型的地图色调配色参考系数，从而配置出各

种地图色彩设计模板。主要分为以下３个步骤。

１）获取配色数据。色彩设计的配色案例的

来源除了从经典的地图设计的配色实例中获取

外，还从未经加工的纯自然，或从传统图案设计的

配色组合中找到灵感源泉。

２）主色调的构建。主色调的构建即确定地

图的主题色，这是地图色调定位的首要问题，也是

引起人们情绪反应和造成视觉印象的首要因素。

一般而言，一个地图有１～３种主题色。地图主题

是吸引用户视线的第一媒介，地图主色调对其他

要素的配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居民地、湖泊、植

被等面状要素将会占用大量颜色，这些颜色将被

确定为主题色。当然，对一些专题地图来说，有的

要强调某一类要素。这类要素的设色将成为主题

色，其他要素需要作为背景来衬托，这类地图需要

单独设计。

３）配色数据的选择。当主题色确定好以后，

考虑其他配色时，一定要考虑其他配色与主题色

的关系，要体现什么样的效果，哪种因素占主要地

位，是明度、纯度还是色相。道路、注记、河流、区

界等要素将会占用一定颜色，这些颜色也将极大

地影响用户读图的效果。例如，地图设计中不注

意界线的用色，一味地使用蓝色作为界线，除了图

边、河流，还有水岸线都用蓝色，使图面色彩不调

和。若改用黑色、灰色等非彩色为界分割调和，可

以使图面很和谐，同时用黑色或深灰色为界可以

使地图变得明快、典雅。

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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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该系统调用色彩模板对上海市区部分数 据进行了实验，效果图如图５（清新淡雅型）所示。

图４　多媒体型界面效果图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Ｔｙｐ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图５　清新淡雅型效果图

Ｆｉｇ．５　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ＥｌｅｇａｎｔＴｙｐｅＥｆｆｅｃｔＣｈａｒｔ

４．２．３　地图符号模板

将地图符号分为矢量符号、栅格符号和动画

符号三种。矢量符号采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将各个

符号图元设计成基本图元类，在此基础上设计地

图符号实体类，管理符号的基本图元和实体特征，

并实现符号的构建、绘制，主要用来表达地理要

素［１３］。栅格符号采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软件对图片进

行编辑制作，以文件的形式存放，主要用来表达专

题符号或热点。动画符号采用 Ｇｉｆ动画图片或

Ｆｌａｓｈ动画表达，同样以文件的形式存放，主要用

来表达重点和动态符号。地图符号模板是选用符

号库中的符号及其组合，然后通过和地图整体色

彩搭配等处理，形成各式各样的地图整体显示样

式，供用户选择使用。符号模板中包含符号的种

类、各个符号的颜色、表现方式、显示比例、分级值

等。图６、图７分别是矢量符号设计实例和选用

的符号模板生成的地图效果图。

　　
图６　矢量符号设计实例

Ｆｉｇ．６　ＶｅｃｔｏｒＳｙｍｂｏｌＤｅｓｉｇ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图７　地图效果图

Ｆｉｇ．７　ＥｆｆｅｃｔＣｈａｒｔｏｆＭａｐ

４．３　应用实例

为了验证本系统的设计效率和效果，笔者在

制作《福建省生态环境多媒体电子地图集》过程中

采用了本系统。《福建省生态环境多媒体电子地

图集》是“数字福建”重大应用项目《福建省生态环

境动态监测与管理系统》的子项目。该图集有７

个图组，各图组又含有众多不同类型的图幅，而且

地图用色、符号选择又各有不同，用其他的电子地

图设计系统设计非常麻烦，而且容易出错，造成各

图组内图幅色彩和符号类型搭配不协调，而且系

统界 面 固 化，不 容 易 更 改 成 其 他 样 式。用

ｅＭａｐＭａｋｅｒ进行设计后，明显提高了设计效率，

减少了设计时间，界面可以随时变换，而且设计出

来的地图显示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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