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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地震应急态势标绘元素的分类体系，并设计基于此体系的态势标绘元素的可视化符号库，此符

号库包括：基元符号层、单元符号层和表现符号层。研究了态势标绘元素基于ＧＩＳ的显示方法与实现流程，

采用基于哈希表的虚拟图层控制器实现态势符号的显示管理。建设南京市地震突发事件救灾应急平台，在平

台中实现态势标绘模块。通过实际应急演练，验证了本研究的态势标绘技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地震应急；ＧＩＳ；态势标绘；符号化；符号库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Ｐ３１５．９

　　应用ＧＩＳ开发地震应急技术系统，是近几年

国内外地震应急研究和应用的热点和重点，并已

取得了许多成果。文献［１］论述了基于ＧＩＳ的地

震应急快速响应系统建设情况与关键技术。也有

大量类似的研究集中于基于ＧＩＳ的地震应急指

挥辅助决策系统、地震应急指挥命令系统、地震应

急信息通告系统、地震应急推演系统等［２５］。这些

技术与系统的研究与开发，较好地推进了ＧＩＳ在

地震应急中应用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在这些已有

的研究中，对地震应急态势标绘技术的研究较少，

已有的地震应急技术系统中也缺少相关的功能模

块。而态势标绘技术在应急救援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并在城市公共安全中的应急救援以及军事作

战等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和实例证明［６１０］。其中

以军事态势标绘技术研究更多，也较深入，如美国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便资助了“龙”战场可视化系

统的研制，其中便包括态势标绘技术的研究［１１］。

ＹｏｕｎｇｓｅｏｋＫｉｍ等研究了基于实体模型的二维

军标标绘技术［１２］，ＤａｎＨａｇｅｎｓ等对此进行改进，

提出了用公告板技术的军标标绘技术［１３］。综合

这些研究可以发现，ＧＩＳ技术的应用是其中的关

键。本文将结合地震应急的需要，探讨基于ＧＩＳ

的地震应急指挥态势标绘技术。

１　地震应急态势标绘体系

地震应急态势标绘是对地震应急救援现场过

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随时间变化的震后态势进行

标注分析。地震应急态势图主要是在地理信息系

统的基础上，采用图形符号标绘地震应急指挥部

署、应急处置方案、救护、抢险行进路线和救援经

过等，形成专业的态势图。态势图主要由应急底

图与应急趋势图组成，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地震应

急趋势方面的标绘，对于应急底图的显示与表达

可以参考通用的基础地理信息表示方法。

确定应急态势元素是态势标绘的一个关键。

地震发生后的震情、灾情信息是地震应急处置的

前提和依据，结合地震应急处置对策中的多种震

情、灾情信息，本文设计了态势标绘元素的分类体

系。该体系将地震应急态势信息分为人员抢救、

应急安置等１０个大类，如图１所示。

２　态势标绘元素的符号化表达

２．１　态势标绘元素符号库的组成

态势标绘元素的符号化表达是利用地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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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地震应急态势标绘元素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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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对以上态势标绘元素的可视化表达。其主

要实现方法采用地图图形和符号对其进行表示。

地图图形是地图的语言，它既能表示态势标绘符

号的形状、位置、结构和大小信息，也表示了实体

的类型、等级以及其他数量和质量特征［１４］。态势

标绘图形符号是标示部队、指挥机构和救援设备

等救援活动和救灾资源的符号。

为满足地震应急指挥的需要，本文设计的态

势标绘符号库，见图２所示。整个符号库在垂直

方向上由三层组成，分别为基元符号层、单元符号

层和表现符号层。基元符号层中根据图形符号几

何描述和计算机处理特点，包括点状图形符号、线

状图形符号和面状图形符号。单元符号层是态势

标绘符号库的关键，它是在基元符号层的基础上，

结合地震应急需要，根据图１中每类元素的特点

和所表达的意义，具体采用矢量或栅格形式的实

现。表现符号层是态势标绘符号库中的高级层，

其中简单态势标绘符号是指矢量态势标绘符号、

栅格态势标绘符号与文本态势标绘符号的抽象，

而复合态势标绘符号则是三者的组合。在应急态

势标绘中，复合态势标绘符号是常用的一种符号。

如对“应急指挥体系”中“重要领导”的标绘，除了

需要在地图上采用栅格态势符号标绘出“重要领

导”的位置以外，还需要结合文本态势符号，指出

“重要领导”是谁。

在图２的态势标绘符号库中，单元符号层是

整个符号库的关键，尤其是栅格态势标绘符号与

矢量态势标绘符号。下面重点介绍二者的制作与

实现。

２．２　栅格态势标绘符号

地震应急指挥中需要将应急救援状态等相关

信息，直观地表达在应急指挥底图上，如现场灾情

分布、救援队伍所在地点等。本文应用栅格图像

图２　地震应急态势标绘符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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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ｌｏｔｔｉｎｇ

设计态势标绘元素，形成栅格态势标绘符号。栅

格态势标绘符号用于表达大小与地图比例尺无关

的应急救援、灾情等信息。

栅格态势标绘符号通常用于点类型的应急元

素。其具体实现方法为，首先获得待标注元素的

（狓，狔）坐标，然后根据需要表达信息的类型，选择

事先指定的栅格图片，最后根据表达需要，对图片

进行旋转或缩放等操作。此类符号的具体制作可

借助现有 ＧＩＳ的工具完成，如 ＡｒｃＧＩＳ的Ｓｔｙｌ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工具。

２．３　矢量态势标绘符号

栅格态势标绘符号虽然能美观地表达地震应

急态势元素，然而其表达的元素难以依比例尺改

变大小。对于半依比例尺或完全依比例尺变化的

地震应急元素在表达上存在困难，而且对于需要

表达局部细节的地震应急元素也不好表达，如地

震影响场的表达、重点危险区范围的表达等。矢

量态势标绘符号正是为解决以上不足而采用的，

是指所要表达的态势标绘元素基于矢量方式绘

制，比较适合于需要采用线状或面状地理信息表

达的地震应急态势元素。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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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状或面状地震应急态势元素具体实现时需

要利用ＧＩＳ提供的二次开发接口，进行适当的开

发，其中的两个关键步骤为：矢量元素的绘制与鼠

标移动过程中的橡皮条绘制。如 ＡｒｃＧＩＳ中的

ＰｏｌｙＬｉｎｅＣｌａｓｓ和 ＮｅｗＬｉｎ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Ｃｌａｓ可分别

用于实现态势标绘符号中的线性体和绘制橡皮

条。

３　态势标绘元素的显示

３．１　态势标绘元素的显示方式

在ＧＩＳ中显示地震应急态势标绘元素，可以

有两种方式供选择。一种为基于地理要素方式，

一种为基于地图元素方式，如在 ＡｒｃＧＩＳ中可以

分别采用Ｆｅａｔｕｒｅ和 Ｅｌｅｍｅｎｔ表示地图上的对

象。前者的着眼点是地理数据的管理，后者则是

地图制图与可视化。考虑地震应急态势标绘，不

难发现其目标主要侧重于地震应急综合信息的可

视化与展示，相关信息的获取与表达具有较强的

动态性，甚至临时性。因此，本文选择基于地图元

素的方式显示地震应急态势标绘元素。

采用基于地图元素方式管理地震应急态势标

绘元素的好处在于态势标绘元素管理的灵活性和

编程处理的便捷性。以 ＡｒｃＧＩＳ为例，系统并不

会为地图元素分配ＯｂｊｅｃｔＩＤ，不要求每个新添加

的元素一定要存入 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这样对于一些

具有较强动态性和临时性的元素，可以减少对数

据库的频繁访问。另外采用地图元素方式也可以

在处理单个元素显示压盖、显示效果方面具有一

定的优势。

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的态势标绘显示实现流

程如图３所示，在启动态势标绘模块后，首先需要

加载态势标绘符号库 （如可用 ＡｒｃＧＩＳ 中的

ＳｅｒｖｅｒＳｔｙｌｅ文件实现）。然后分别针对栅格态势

标绘符号与矢量态势标绘符号，采用不同的绘制

方法。

３．２　虚拟图层控制

在态势标绘元素显示中，由于采用地图元素

方式实现态势标绘元素的显示，不能形成图层管

理，这样在面对多个类似元素显示控制上也存在

一定的困难。例如控制“应急安置”或“抢通保通”

类的所有应急态势元素同时显示或不显示时，存

在一定的困难。为此本文采用虚拟图层的方式对

其进行管理。

具体实现时通过图４中的三个类相互配合完

成，其中“态势标绘基元”类是系统中所有态势标

图３　态势标绘显示实现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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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ｏｔｔｉｎｇ

绘元素的基类，它包含一个“态势元素类别”属性。

“显示控制器”类中包含一个“显示控制哈希表”

属性。

图４　显示控制类与其相关类的关系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ｌａｓｓ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ｌａｓｓｅｓ

在系统启动时，首先初始化“显示控制器”中

的显示控制哈希表，在此哈希表中主键存放图１

中的态势标绘元素类别，如“人员抢救”、“应急安

置”等，与主键对应的值则存放对应的显示属性，

见图５所示。接着建立这三个类之间的链接，如

可采用互存指针的方法。

图５　显示控制哈希表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ｐｌａ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

这样当系统显示时，每个态势标绘元素，通过

对显示控制器的链接，根据其“态势元素类别”属

性，在显示控制哈希表中得到相关的显示属性，实

现对其显示的控制。这样通过在内存中建立的哈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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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表模拟图层控制功能，可实现地震应急态势标

绘元素类型的显示控制。哈希表中的每一行就相

当于一个虚拟图层，通过此哈希表便实现了态势

标绘元素的显示控制。

４　实验与应用

以 ＡｒｃＧＩＳＥｎｇｉｎｅ为 ＧＩＳ二次开发平台，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Ｎｅｔ２００５Ｃ＃为通用开发工具，结

合南京市防震减灾数据库开发了地震应急态势标

绘模块，并将该模块嵌入南京市地震突发事件救

灾应急平台，作为该平台的特色功能之一。其中

涉及到的态势标绘功能包括：新建态势标绘图、打

开态势标绘图、保存态势标绘图等菜单功能，以及

态势标绘工具条，提供了对态势标绘元素的删除、

添加、修改、平移、旋转、上移一层、下移一层、显示

控制等功能。

图６　态势标绘在地震应急演练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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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Ｄｒｉｌｌ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８日，南京市地震局在溧水县

利用该应急平台组织开展了一次地震联动应急桌

面推演。参加此次演练的单位有苏州、无锡等１２

个地震局。此次应急演练一共分为９个场景，态

势标绘功能在此次演练中得到好的展示和应用。

例如第３个场景为派出现场工作组，系统采用简

单态势标绘符号（箭头）标绘了地震现场调查小组

的行进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应急指挥。第

四个场景为召开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此场景中

系统采用复合态势标绘符号，展示了指挥体系类

（如重要领导）、应急安置类（如医疗救护点）、人员

抢救类（如军队）等信息的分布，通过对此类信息

的标绘，使得抗震救灾指挥部能直观地掌握目前

的救灾进展，方便指挥长进行指挥调度决策。演

练过程中通过态势标绘，也能使各参演单位直观

了解演练进程，为演练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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