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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ＧＩＳ的３种典型符号模型不利于构建地图符号与符号间难以共享的原因，引入了ＰＢ符号模

型，提出了符号数据共享与符号渲染功能共享相结合的符号共享机制，设计了３类ＧＩＳ点状符号与ＰＢ符号

间的映射方法，实现ＧＩＳ点状符号共享，并利用实验对其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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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符号与地理数据同胚同源，均源自地理对象，

然而不同系统间符号数据结构、存储方式、绘制策

略以及符号与空间数据关联方式的差异，导致地

理数据共享时符号没有同步共享。地图符号如何

共享一直是ＧＩＳ领域研究热点，吴自银利用Ｔｒｕ

ｅＴｙｐｅ字体共享点状地图符号
［１］；尹章才借助

ＳＶＧ共享地图符号
［２］；李青元等人设计了基于

ＸＭＬ的地图符号描述模型
［３４］；ＯＧＣ制定了ＳＬＤ

图层样式描述规范［５］；陶陶等提出了ＧＩＳ符号库

多平台渲染技术［６８］；苏科华等利用一种虚拟机技

术实现了不同ＧＩＳ平台间符号共享
［９１０］。然而，

不同系统在符号数据结构、构图方式根源上的差

异，导致这些方法均未能较好地实现符号共享，因

此，能否基于通用符号模型来表达点状符号并实

现不同平台间符号共享成为急需研究的问题。

ＧＩＳ点状符号主要分为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体法、

图元法与路径法等构造模式，分别对应 ＡｒｃＧＩＳ／

ＭａｐＩｎｆｏ、ＳｕｐｅｒＭａｐ与ＳＬＤ／ＳＶＧ 符号，不同符

号模型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在符号构图模式方

面，有的采用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符构建，有的采用图元

法或路径法构建；在数据结构方面，组成符号基本

图元各不相同，彼此之间难以兼容对方；在存储方

式方面，有的将符号数据存储在文件中如二进制

文件，有的则利用数据库对符号进行管理。这些

均导致了不同系统间符号难以兼容，再加上彼此

商业机密等原因，符号共享变得异常困难。然而，

符号共享难的首要问题仍是缺少适合于地图符号

设计且能兼容不同ＧＩＳ平台的通用符号数据模

型，文献［１１］设计了一种通用符号模型———ＰＢ符

号模型，能够兼容ＧＩＳ与ＣＡＤ符号以及广义图

形，为此，本文引入ＰＢ符号模型以实现地图符号

共享。

１　犘犅符号模型

ＰＢ符号是基于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成像模型的点状

地图符号，符号由路径、笔画与填充构成。路径中

记录了符号几何数据，由段构成，段分为直线、弧、

贝塞尔和样条曲线等４类；笔画记录了符号中线

样式信息；填充记录了符号中面域的填充信

息［１１］。

相对上述３类 ＧＩＳ符号模型，ＰＢ符号模型

采用统一的数据结构描述几何图形，结构简单清

晰，路径、笔画以及填充类型丰富，此外ＰＢ符号

能够兼容主流 ＧＩＳ、ＣＡＤ 平台符号并与 Ｐｏｓｔ

Ｓｃｒｉｐｔ、ＰＤＦ、ＳＶＧ等图形标准无缝对接，因此，能

够满足地图符号设计需求。本文以ＰＢ符号模型

为基础，研究上述３种ＧＩＳ符号与ＰＢ符号的共

享方法，探讨了ＧＩＳ不同系统间符号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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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符号共享

随着对地图符号认识的深入，符号共享也开

始被人们所重视，然而，地图符号共享问题一直没

有很好解决。当前地图符号共享方法可以分为以

下两类：① 符号数据共享，即针对不同格式符号

进行直接或间接转换；② 符号渲染功能共享，即

通过宿主软件提供的自定义接口，将符号渲染引

擎嫁接至对应平台。第一种方法需要对不同格式

的符号模型认识深刻，而且转换过程中经常存在

符号信息丢失、变形；第二种方法对编程要求较

高，一些软件也不提供此种模式，如 ＡｕｔｏＣＡＤ。

因此，本文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点状地

图符号共享。

如图１所示，通过数据共享方法将ＧＩＳ、ＣＡＤ

符号以及ＳＶＧ、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等格式的图形映射至

通用符号库中，也可以在通用地图符号设计器中

制作符号并存入符号库，然后利用符号渲染功能

共享或数据共享方式将符号库中符号应用至目标

平台之上。主要分为以下两类：① ＣＡＤ平台与

图形标准，由于此类目标不支持符号化或地图渲

染的自定义，所以采用符号数据共享方式将符号

转换为ＣＡＤ或图形标准中的图形符号；② ＧＩＳ

相关软件，它们提供了地图符号化或整体地图渲

染的二次开发接口，扩展性很强，因此，利用符号

渲染功能共享方法将ＰＢ符号渲染引擎嫁接至此

类平台上，对于ＧＩＳ平台，同时也提供了符号数

据共享。此外，可以将符号通过 Ｗｅｂ进行发布，

输出为开放的ＸＭＬ格式文件或对客户端地理数

据进行符号化。通过此种共享机制可实现地图符

号共享，由于符号渲染功能共享技术在相关文献

中已有所讨论，因此，本文将着重研究 ＧＩＳ点状

地图符号数据共享方法，共分为以下 ３ 类：

① ＡｒｃＧＩＳ点状符号，代表以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符为基

础构建的符号，主要为国外主流 ＧＩＳ软件所采

用，如ＡｒｃＧＩＳ、ＭａｐＩｎｆｏ等；②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点状符

号，代表以图元法为基础构建的符号，主要为国内

主流ＧＩＳ软件所采用，如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ＭａｐＧＩＳ等；

③ＳＬＤ点状符号，代表以路径法为基础构建的符

号，主要为 ＯＧＣ 或其他行业标准所采用，如

ＳＬＤ、ＳＶＧ等。

图１　符号共享机制

Ｆｉｇ．１　ＳｙｍｂｏｌＳｈａｒｅ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２．１　犃狉犮犌犐犛点状符号共享

２．１．１　ＡｒｃＧＩＳ点状符号数据共享方法

将ＡｒｃＧＩＳ点状符号分别映射为ＰＢ符号中

路径、笔画与填充，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ＡｒｃＧＩＳ符号与ＰＢ符号映射

Ｆｉｇ．２　Ｍａｐｐ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ｒｃＧＩＳａｎｄＰＢＳｙｍｂｏｌ

５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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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ＡｒｃＧＩＳ点状符号数据共享实验

选取ＡｒｃＧＩＳ符号库文件Ｓｕｒｖｅｙ．ｓｔｙｌｅ为实

验数据，如图３（ａ）所示，ｓｔｙｌｅ文件是一个数据库

文件，包含符号库中所有的符号记录，每条记录存

储了符号编码、名称等属性以及符号数据。实验

利用ＡＤＯ．ｎｅｔ读取符号库文件，并基于ＡｒｃＯｂ

ｊｅｃｔ对符号数据进行解析。按照上述符号数据共

享方法对符号库文件进行符号共享实验，结果如

图３（ｂ）所示。实验表明，ＰＢ符号可以共享Ａｒｃ

ＧＩＳ点状符号，但由于ＡｒｃＧＩＳ利用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

符描述符号时源数据已经存在冗余现象，因此，共

享后ＰＢ符号数据冗余问题难以消除。

图３　ＡｒｃＧＩＳ点状符号数据共享实验

Ｆｉｇ．３　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ＡｒｃＧＩＳ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Ｄａｔａ

２．２　犛狌狆犲狉犕犪狆点状符号共享

２．２．１　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点状符号数据共享方法

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点状符号由笔画组成，笔画与图

元等价，分为点、折线等多种图元，除笔画外符号

还包含线型、填充类型等属性，因此，依据图元类

型将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符号中笔画、线型与面型分别映

射为ＰＢ符号中路径、笔画与填充，如图４所示。

① 笔画共分为点、折线、弧、多边形、椭圆、矩形、

圆角矩形与文字，文字属于注记此处暂不考虑，笔

画中点、弧、椭圆映射为ＰＢ符号路径中弧，折线、

多边形、矩形映射为直线路径，圆角矩形映射为弧

与直线集合；② 线型包括颜色、宽度与模式３类，

其中模式共有４种，分别为实线与点划线，因此，

将颜色与宽度映射为颜色笔画中相应属性，而模

式根据类型映射为笔画样式属性；③ 面型包括颜

色与模式两类，其中模式分为８种，分别为颜色填

充、平行线填充与格网填充等，因此，将颜色映射

为颜色填充，模式根据其类型也相应映射为ＰＢ

符号填充。

图４　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点状符号与ＰＢ点状符号映射

Ｆｉｇ．４　Ｍａｐｐ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ａｎｄＰＢ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

２．２．２　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点状符号数据共享实验

选取ＳｕｐｅｒＭａｐ地形图符号库为实验数据，

符号库文件为 ｍａｒｋｅｒ．ｓｙｍ，如图５（ａ）所示，因

ｓｙｍ文件格式不公开，因此，首先将符号库导出为

ｍａｒｋｅｒ．ｓｍｉ文件，．ｓｍｉ为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点状符号

文件交换格式，然后依据其文件交换格式标准读

取符号数据，将符号笔画、线型与面型分别映射为

ＰＢ符号中路径、笔画与填充，实验结果如图５（ｂ）

所示。实验表明，ＰＢ符号能够完全共享Ｓｕｐｅｒ

Ｍａｐ点状符号。

图５　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点状符号数据共享实验

Ｆｉｇ．５　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Ｄａｔａ

６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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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犛犔犇点状符号共享

２．３．１　ＳＬＤ点状符号数据共享方法

ＳＬＤ点状符号分为标记符号与外部图形，标

记符号包含圆、正方形等几何图元以及笔画与填

充样式，因此，依据标记类型将几何数据直接映射

至ＰＢ符号路径，笔画与填充也分别映射至ＰＢ符

号；外部图形分为图片、ＳＶＧ等多种类型，将图片

映射为ＰＢ符号中纹理填充，ＳＶＧ依据其路径类

型映射至ＰＢ符号路径，如图６所示。① 标记符

号：标记共分为圆、正方形、三角形、星形等６种；

② 外部栅格图形：此种符号可以直接映射为纹理

填充；③ 外部矢量图形：如ＳＶＧ图形，ＳＶＧ同样

基于路径、笔画与填充构建，ＰＢ符号可以与ＳＶＧ

图形直接对接，因此，只需将ＳＶＧ中３大要素分

别映射为ＰＢ符号中对应要素即可，如图７所示。

图６　ＳＬＤ点状符号与ＰＢ点状符号映射

Ｆｉｇ．６　Ｍａｐｐ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ＬＤａｎｄＰＢ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

图７　ＳＶＧ图形与ＰＢ点状符号映射

Ｆｉｇ．７　Ｍａｐｐ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ＶＧａｎｄＰＢ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

２．３．２　ＳＬＤ点状符号数据共享实验

本文选取ｔｏｐｏｍａｐ．ｓｌｄ文件作为实验数据，

如图８（ａ）所示，文件中描述了一些常用标记与地

形图符号，其中后者大多基于ＳＶＧ构建。依据

ＳＬＤ数据模型读取实验数据，若符号基于ＳＶＧ

构建，则按照ＳＶＧ结构读取其数据，然后将路径、

笔画与填充对应映射至 ＰＢ符号，其实验结果

如图８（ｂ）所示。结果表明，ＰＢ符号能够较好地

兼容ＳＬＤ符号以及ＳＶＧ图形，然而ＳＶＧ主要针

对广义图形领域，不仅可以描述静态图形而且能

７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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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表达动态图形。由于目前ＰＢ符号模型中尚无

动态符号且主要针对地图符号，因此，ＳＶＧ中动

态图形、渐变色笔画以及一些图像处理结果暂无

法共享至ＰＢ符号。

图８　ＳＬＤ点状符号数据共享实验

Ｆｉｇ．８　ＳｈａｒｉｎｇｏｆＳＬＤＰｏｉｎｔＳｙｍｂｏｌＤａｔａ

从上述３种 ＧＩＳ符号数据共享方法与实验

可知，ＰＢ符号模型具有很强的描述能力，能够兼

容ＡｒｃＧＩＳ、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ＳＬＤ符号，３种 ＧＩＳ符号

均能够映射至ＰＢ符号，因此，通过符号数据共享

与渲染功能共享相结合方式能较好地实现点状地

图符号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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