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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点状地图符号的构建和共享角度出发，分析了基于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图元法以及ＣＡＤ图块符号等点状地

图符号数据结构的优缺点。针对地图符号的图形特征，提出了一种基于路径的点状符号数据结构，给出了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符号、图元符号、信息块符号到基于路径的点状符号同化方法。实验验证了基于路径的点状符号数

据结构具有较强的描述能力和较强的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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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符号是空间数据可视化的主要工具
［１］，

地图符号和符号库是ＧＩＳ、地图制图以及各类电

子地图软件的关键技术之一。近年来，地图符号

数据结构及符号库“一库多用”问题引起了各界的

重视［１９］。为了实现点状地图符号的共享，人们尝

试了符号格式转换、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体以及符号对

应表等多种方法［１０１４］。但由于不同系统在地图符

号数据结构、构图方式根源上的差异，导致这些方

法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图符号共享的问题。

ＯＧＣ制定的ＳｔｙｌｅｄＬａｙｅ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ｏｒ（ＳＬＤ）规范

试图统一地图符号的数据结构，但是ＳＬＤ图元类

型单一，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本文从点状地图

符号构建和共享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基于Ｔｒｕｅ

Ｔｙｐｅ字体、基于图元以及基于ＣＡＤ图块的符号

数据结构，借鉴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语言、ＳＶＧ 规范、

Ｆｌａｓｈ技术中的图形描述机制，提出了一种基于

路径（ｐａｔｈｂａｓｅｄ）的点状符号数据结构（简称ＰＢ

符号数据结构）。

１　地图符号数据结构的研究现状

在地图上，当符号所代表的概念能在抽象的

意义下可以认为是位于几何上的点时，则被称为

点状符号。点状符号具有定位特征，并且其大小

与地图的比例尺无关。点状符号通过其形状或颜

色的色相来表示物体的含义；用符号的定位点来

表示物体的位置；并用符号的大小尺寸来表示物

体的重要性等级或数量值［１］。图１所示的是地图

上非常常见的点状符号。

图１　典型点状地图符号

Ｆｉｇ．１　ＣｌａｓｓｉｃＰｏｉｎｔＭａｐＳｙｍｂｏｌ

综合分析当前的ＧＩＳ、ＣＡＤ、地图制图以及各

类电子地图系统来看，点状地图符号的构建方法

主要包括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体法、图元法、信息块法、

函数法等四种。

１．１　基于犜狉狌犲犜狔狆犲字体的点状符号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是 Ａｐｐｌｅ公司和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公司合

作开发的页面描述语言ＴｒｕｅＩｍａｇｅ中的字形描述

格式。ＥＳＲＩＡｒｃＧＩＳ、ＭａｐＩｎｆｏ等多种ＧＩＳ平台均

采用ＴｒｕｅＴｙｐｅ技术来组织点状地图符号。基于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体的点状符号的主要特点是：① 将点

状地图符号视为一个字符，采用Ｃｏｎｔｏｕｒ（轮廓）来

描绘点状地图符号的几何形状；② 以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

库的形式来组织符号的集合，构建符号库；③ 利用

ＣｌｅａｒＴｙｐｅ、Ｈｉｎｔ等技术实现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符在小尺

寸、低分辨率条件下高视觉质量的绘制；采用缓存

策略加快字符的绘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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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方面的特点使得基于ＴｒｕｅＴｙｐｅ的

点状地图符号库成为当前ＧＩＳ、地图制图系统中

点状地图符号最主要的形式。但是也存在以下问

题：①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Ｃｏｎｔｏｕｒ数据结构是针对西文

字符轮廓，主要是不规则光滑曲线的特点来设计

的。地图符号是经过设计和提炼的图形，主要包

含规则的线段、圆（弧、弓）、多边形等。采用Ｃｏｎ

ｔｏｕｒ数据结构来构建点状地图符号，线段只能被

描述成多边形，圆（弧）只能由Ｂｅｚｉｅｒ曲线拟合，

导致数据冗余，编辑工作量大。此外，Ｃｏｎｔｏｕｒ中

仅仅包括二次Ｂｅｚｉｅｒ曲线，无法描述地图符号中

的样条曲线。②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库仅 Ｗｉｎｄｏｗｓ系

统支持，采用其他字库的输出设备则无法使用。

地图出版印刷设备基本都采用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字库。

③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库采用平坦的顺序结构组织字库

文件内的所有地图符号，不能反映地图符号的群

属和分类特征；字库采用字符码来检索符号，不支

持地图符号基于编码和属性的检索。

１．２　图元法

图元法首先定义直线、矩形、圆（弧、弓）、光滑

曲线等基本图形单元，通过基本图元的叠加来构

建复杂的点状地图符号。图元法符号的优势是构

图方法直观，编辑修改方便。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ＭａｐＧＩＳ

等平台主要基于图元法来组织点状地图符号。其

缺点是：① 采用图元法来构建复杂地图符号（如

同时包含折线和光滑曲线的轮廓）时，会导致图元

过多，且有节点重复存储；绘制时抬笔、落笔次数

过多，绘制效率不高。② 不同系统之间定义的基

本图元各异，缺乏统一标准，导致符号交换时产生

信息丢失或变形。③ 基于图元的点状符号构建

方式与人的绘图习惯（连笔）不符。

１．３　信息块点符号

ＣＡＤ系统中可以将任意的实体对象（点、折

线、参数曲线等）集合定义为一个图块（Ｂｌｏｃｋ）。

图块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插入、缩放、旋转。利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生产空间数据和制作地图时，大多采用

图块来构建点状地图符号库。其缺点是图块与地

理对象数据捆绑在同一个数据文件中，不能脱离

ＣＡＤ软件环境进行查询、浏览、单独建立符号体

系，也不便于符号交换与共享。

１．４　程序法点符号

程序法就是在某种程序语言下，针对每一个

地图符号编写相应的符号绘制程序。其优点是绘

制效率高，但是符号扩充、修改及交换困难，适合

于绘制较为复杂的符号。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四类点状地图符号的

构建在构图方法、图形数据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

的差异，均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且无法直

接兼容。地图符号“一库多用”无法实现，导致符

号交换需要大量重复的手工劳动，阻碍了地图符

号的交换与共享；符号数据结构的异构导致同一

符号多种不同解构、绘制方式，带来了地图符号学

中符号的方言性问题；大量制图知识和规则的形

式化定义缺乏统一的符号数据结构支撑。

２　基于犘犪狋犺的点状地图符号数据

结构

　　地图符号是由人们在长期的制图活动中总

结、提炼而成的，仍属于图形的范畴。描述和处理

图形的主要规范和标准包括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ＳＶＧ、

ＯｐｅｎＶＧ等，它们均采用Ｐａｔｈ作为最基本的图形

描述和操作单元。Ｐａｔｈ可以由任意多个Ｓｅｇ

ｍｅｎｔ（段）来组成，段可以为直线、Ｂｅｚｉｅｒ曲线、圆

弧等，封闭的Ｐａｔｈ构成一个面域。任意复杂的图

元皆由Ｐａｔｈ的Ｓｔｒｏｋｅ（描边）和Ｆｉｌｌ（填充）组合

而成。Ｐａｔｈ数据结构具备较强的图形描述能力，

但还不能直接作为地图符号的数据结构，其原因

是：① 构成地图符号的图形单元多为规则图形

（如矩形、圆形、三角形等），而通用的Ｐａｔｈ结构一

般仅包含直线、Ｂｅｚｉｅｒ曲线、圆弧等。采用Ｐａｔｈ

作为地图符号数据结构还需要保证两者兼容而又

顾及地图符号的构图特点。② 地图符号中对于

同一Ｐａｔｈ可能进行多次Ｓｔｒｏｋｅ、Ｆｉｌｌ操作（如果

园符号），而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ＳＶＧ则将Ｐａｔｈ直接关联

一个Ｓｔｒｏｋｅ或者Ｆｉｌｌ操作。采用Ｐａｔｈ作为地图

符号数据结构还需要解决Ｐａｔｈ与Ｓｔｒｏｋｅ和Ｆｉｌｌ

的“解耦合”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采用模板的方式解决，

Ｐａｔｈ的基本单元依然是直线、Ｂｅｚｉｅｒ曲线和圆

弧。将矩形、星型、规则多边形等定义为构建

Ｐａｔｈ的模板，通过模板来实现矩形、星型、规则多

边形等到Ｐａｔｈ的无损映射。

对于第二个问题，本文采用设计模式中的

ＦｌｙＷｅｉｇｈｔ（享元）模式来解决，将符号中的Ｐａｔｈ

作为共享对象来定义，置入对象共享池。Ｓｔｒｏｋｅ、

Ｆｉｌｌ仅引用而不直接存储和维护Ｐａｔｈ；一个Ｐａｔｈ

可以被多个Ｓｔｒｏｋｅ和Ｆｉｌｌ操作引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基于Ｐａｔｈ的地图

符号数据结构为：

犛犔 ＝ ｛犛，犜｝

犛＝ ｛犘，犛（狆），犉（狆）｝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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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犛犔为符号库，由符号犛和模板犜 构成；犘

为有限Ｐａｔｈ的集合；犛（狆）为Ｐａｔｈ描绘操作的集

合；犉（狆）为Ｐａｔｈ填充操作的集合。Ｐａｔｈ由段组

合而成，段包括直线、弧、Ｂｅｚｉｅｒ曲线和样条曲线

四类，如图２所示。

图２　ＰＢ符号库的数据结构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ｙｍｂｏ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ａｔｈ

如图３所示，钻孔符号由一个空心圆与一个

实心圆嵌套而成，首先定义符号路径为两个圆弧，

其中分别记录了圆弧的中心点、起始点以及终止

点，因为形状为圆，所以起始点与终止点重合；然

后对外侧圆的路径进行描边操作，形成了一定宽

度的实线笔画；最后对内侧圆的路径进行单色填

充，最终形成了钻孔符号。由此可见，ＰＢ符号数

据结构具备通用的图形描述能力，且兼顾了地图

符号的构图特点。为验证基于Ｐａｔｈ的点状地图

符号数据结构的实用性，本文进行了地图符号同

化实验，实验利用ＰＢ符号数据结构同化常用的

三类点状地图符号库。

图３　钻孔符号解构图

Ｆｉｇ．３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ｒｉｌｌＨｏｌｅ

３　点状地图符号同化实验

３．１　犜狉狌犲犜狔狆犲符号库同化实验

如图４所示，ＴｒｕｅＴｙｐｅ符号库采用“字库字

符轮廓”三层结构来组织地图符号，字库文件中

顺序存储了一系列Ｇｌｙｐｈ（字符）；一个字符由若

干个填充的Ｃｏｎｔｏｕｒ构成，Ｃｏｎｔｏｕｒ由折线段或

者Ｂｅｚｉｅｒ曲线段连接而成。实验对象选用ＥＳＲＩ

ＤｅｆａｕｌｔＭａｒｋｅｒ符号库（对应于ｅｓｒｉ＿１１．ｔｔｆ字库

文件）。实验中，利用开源软件ＦｒｅｅＴｙｐｅ２．３．１１

实现对ＴｒｕｅＴｙｐｅ字库的读取以及Ｇｌｙｐｈ结构的

解译。将Ｃｏｎｔｏｕｒ映射为 ＰＢ符号库中的一个

Ｐａｔｈ和一个Ｆｉｌｌ，若干Ｐａｔｈ和Ｆｉｌｌ构成一个ＰＢ

点状地图符号，一个 ＰＢ地图符号对应于一个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中的Ｇｌｐｙｈ。ＰＢ点状地图符号的集合

构成一个点状地图符号库，对应于一个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字库。实验结果如图５（ａ）所示。

图４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符号库到ＰＢ符号库的映射

Ｆｉｇ．４　ＴｒｕｅＴｙｐｅＳｙｍｂｏ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ｔｏＰＢＳｙｍｂｏ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实验表明，ＴｒｕｅＴｙｐｅ点符号库可以无损地

映射为ＰＢ符号库。图５（ａ）顶点预览区中“＋”代

表参数曲线的控制点，“·”代表数据点，下同。由

于ＴｒｕｅＴｙｐｅ符号库中没有Ｓｔｒｏｋｅ操作，因此

ＤｅｆａｕｌｔＭａｒｋｅｒ符号库将政府所在地符号（第６１

号）中的“”组织为两个“·”，采用非零缠绕数规

则填充而成。且ＴｒｕｅＴｙｐｅ中的Ｃｏｎｔｏｕｒ不包括

圆弧，符号中的“·”圆由Ｂｅｚｉｅｒ曲线拟合而成，

这两项因素均增加了符号的顶点数以及编辑的复

杂度和工作量。由于ＰＢ符号库中增加了Ｓｔｒｏｋｅ

操作，而且包含了圆弧、样条曲线等绘图指令，所

以具有比ＴｒｕｅＴｙｐｅ更加灵活的符号描述能力。

３．２　图元符号库同化实验

本实验采用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２００８的图元符号库

作为实验对象。其图元包括点、折线、弧形、扇形、

弓形、多边形、椭圆、矩形、圆角矩形、五角星、六边

形、菱形等。实验读取了符号库文件，将填充的多

边形、矩形、圆角矩形等映射为ＰＢ符号库中的一

个Ｐａｔｈ和一个Ｆｉｌｌ，将折线、弧形、弓形等映射为

ＰＢ符号库中的一个Ｐａｔｈ和一个Ｓｔｒｏｋｅ。实验结

果如图５（ｂ）所示。

实验表明，ＳｕｐｅｒＭａｐ２００８图元符号库可以

无损地映射为ＰＢ符号库。由于ＳｕｐｅｒＭａｐ无法

描述同时包含折线与光滑曲线的复杂线与面，因

此图１中所示的飞机场符号在基于图元法的符号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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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同化结果

Ｆｉｇ．５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库中需要被拆散，并拟合为直线段，增加了数据

量，影响了显示效果。而ＰＢ符号库中的Ｐａｔｈ可

以由任意折线、圆弧、椭圆弧、Ｂｅｚｉｅｒ曲线、样条等

构成，所以比图元法具有复杂图形的描述能力。

３．３　犆犃犇图块符号同化实验

在ＡｕｔｏＣＡＤ平台上建立地图符号库主要有

块或形、程序定制等两种方式，本实验采用Ａｕｔｏ

ＣＡＤ的图块（Ｂｌｏｃｋ）符号数据为实验对象。实验

中，将 ＣＡＤ图块映射为描边路径，将填充图案

（Ｈａｔｃｈ）中的边（Ｅｄｇｅ）映射为填充路径。实验数

据与结果分别如图６、图７所示。

图６　ＡｕｔｏＣＡＤ

实验数据

Ｆｉｇ．６　Ｄａｔａｉｎ

ＡｕｔｏＣＡ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图７　ＡｕｔｏＣＡＤ

符号同化结果

Ｆｉｇ．７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ＡｕｔｏＣＡＤＳｙｍｂｏｌｓ

由于ＣＡＤ面向的是制图，特别是工程制图

领域，因此ＣＡＤ包含了大量的参数曲线，如非均

匀有理Ｂ样条曲线（ＮＵＲＢＳ），而ＰＢ符号数据模

型中也包含了样条曲线，因此可以将ＣＡＤ中对

应的参数曲线无损地转换进来。转换后，将ＣＡＤ

数据进行符号与地理数据的剥离，提取相应的点

状符号。实验表明，ＡｕｔｏＣＡＤ２００８中由图块构

成的点状符号库可以无损地映射为ＰＢ符号库。

４　结　语

本文从点状地图符号的构建和共享角度出发，

提出了基于Ｐａｔｈ的点状地图符号数据结构，验证

了采用ＰＢ符号库同化ＴｒｕｅＴｙｐｅ 符号库、图元符

号库、ＣＡＤ图块符号的可行性。ＰＢ符号库具有较

强的描述能力，可以兼容图形领域（如Ｆｌａｓｈ等）中

的广义地图符号，而且能够方便地映射为ＰＳ、ＳＶＧ

等，为地图符号的共享和一库多用提出了一种可行

的技术路线。以后的研究工作还包括基于ＸＭＬ

的符号描述方法、ＰＢ符号库的高质量绘制策略以

及基于Ｐａｔｈ的线、面状地图符号同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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