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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地图网络传输和地图网络制图的发展态势，开展了地图符号系统数据结构方面的研究，描述

了绘图系统的类层次结构，建立了简单的交互式地图绘制系统；探讨了地图符号的串行化和反串行化问题，并

针对ＳＶＧ的特性及语法，研究了ＳＶＧ格式地图文档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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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的表达形式经历了图纸描绘、计算机专

用程序屏幕编辑显示（栅格形式、矢量形式）和正

在发展的网络地图分发传输和网络地图制图等过

程。不同的地图品种对应不同的应用环境和使用

目的，采用的是不同的输出技术、语言标准和存储

格式［１］，从而使得网络地图制图难以融合不同来

源的地理信息与共享地理信息的处理服务［２］。

ＸＭＬ（可扩展标记语言）的可扩展性和平台无关

性使矢量地理信息的网络分发、融合与综合变得

更加容易［３］。ＳＶＧ是一种基于ＸＭＬ的开放的矢

量图形描述语言，它是一种专门为网络而设计的

基于文本的图形图像格式；ＳＶＧ定义了如何绘制

图形图像的一些指令，阅读器（ｖｉｅｗｅｒ）解释这些

指令，把ＳＶＧ图形图像在指定设备上显示出来；

ＳＶＧ建立在纯文本格式的ＸＭＬ之上，直接继承

了ＸＭＬ的特性，简化了异构系统间的信息交流，

方便数据的存取；ＳＶＧ可以直接利用ＸＭＬ已有

的技术，如 ＣＳＳ、ＤＯＭ、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达到动画及

ＤＨＴＭＬ般的动态效果，支持单向和多向链接

等［４］。在未来空间信息服务中，ＳＶＧ这种通用

的数据格式会越来越流行［５，６］。

制作ＳＶＧ文档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虽然这

种图形编辑方式简单明了，但是图形可视化不直

观、不简练、工作效率不高，而有一些软件（如Ｉｌ

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ＭａｙｕｒａＤｒａｗ）可以绘制图形并输出

ＳＶＧ格式文档，但是它们是通用软件，地图绘制

功能不强［４］，常见的 ＧＩＳ软件也无ＳＶＧ格式文

档直接输出功能。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在基于

ＸＭＬ的串行化和反串行化的基础上，开展了面向

对象交互式地图绘制、ＸＭＬ文档格式生成、类与

ＳＶＧ元素的映射关系以及ＳＶＧ文档生成等方面

的研究。

１　地图符号系统的数据结构

地图符号直观地向人们表达了其符号含义和

相互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通过人们长期的实践

形成规范的地图符号，从而形成地图符号系统。

在计算机地图制图、计算机辅助设计和 ＧＩＳ中，

地图符号的数据存储和操作方法由数据结构来完

成，地图符号数据结构是地图可视化、交互操作、

空间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心地位作用，地

图符号数据结构的好坏将影响到整个系统的性

能、效率和速度等特性。

在ＡｕｔｏＣＡＤ或ＧＩＳ软件中，通常将地物要

素符号划分为点、线、面及注记（文本）符号等４种

类型，利用面向对象技术的封装性、继承性、多态

性和．ｎｅｔ平台特性，将４种地图符号各自的数据

成员和操作方法封装在符号对象类中，综合这４

类符号概括出最高层次的基类（命名为Ｓｈａｐｅ），

将Ｓｈａｐｅ设置成抽象类，即不可实例化，绘图成员

函数设置成虚函数，以便在继承类中重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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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ｐｅ类中，可设置各种要素符号代码、绘图颜

色、线条宽度等数据成员，设置绘图、移位、删除、

鼠标点选等函数。

１．１　点符号类型

点符号具有方向、位置、形状、大小、颜色、结

构等属性特征，由于方向、形状、大小、颜色与符号

图形结构这些变量反映要素的属性特征，不能修

改编辑，否则改变要素的性质，只有位置可以进行

修改，不影响要素的特征。点符号的操作方法有

移位与删除，移位操作后，点符号的定位点发生变

化，以点数据类型ＰｏｉｎｔＦ记录点的新位置，用布

尔数据类型ｂｏｏｌ给点符号对象作删除标志，以控

制点符号的显示或删除点符号对象。各类点符号

都从基类Ｓｈａｐｅ继承，形成宽而浅层的类结构。

１．２　线符号类型

线符号具有方向、位置、大小（宽度）、颜色、结

构等属性特征。线符号是重复单元按照一定的规

则沿空间位置进行的配置，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

如陡坎符号（见图１）是短线划（齿牙线）沿要素定

位线进行的配置，且有左右选择性，在要素定位线

拐弯处，要考虑齿牙线保持间距不变和齿牙线相

交问题。线符号的操作方法有移位、删除与局部

修改等。移位操作是对线符号的整体或部分位

移，使得线符号的所有节点或部分节点位置发生

变化。在制图数据结构中记录变化后的新位置，

即采用一组坐标串表示定位线的位置，另一组坐

标串表示齿牙线的位置，用布尔数据类型ｂｏｏｌ作

删除标志，以控制显示和删除该对象。从Ｓｈａｐｅ

基类继承生成定位线类（可兼作多义线类），以此

为基类生成各种线符号类，它们继承定位线属性

和方法，再添加各种线符号的示意符号（如陡坎的

齿牙线）及附属符号的属性和方法。

１．３　面符号类型

面符号包括填充和边界两部分，其中填充的

结构分为底色填充、晕线填充、图像填充以及点符

号的规则填充、随机填充、半随机填充等类型。面

符号的操作方法有边界线移位、面符号删除与面

符号填充结构编辑等。边界线移位操作类似于线

符号的移位编辑，移位后重新计算填充符号的位

置。作删除标志，以控制面符号的显示或删除该

对象。各类面符号类可以从定位线类继承，继承

定位线的属性和方法，以绘制边界线，添加闭合功

能。在面符号类中添加填充符号算法，如点符号

填充时计算点符号基点的位置。规则填充有品字

形和井字形，设置好行距和点距参数后，计算点符

号的位置，并判断点是否在边界区域内，如图１稻

田符号的填充。

１．４　注记符号类型

注记的制图编辑只能进行文字的位置移动，

在制图数据结构中，记录每个注记的内容和注记

基点位置，而注记的其他属性，如方向、字体、大小

等保持不变。注记类从Ｓｈａｐｅ继承，在注记类中

添加注记文字基点位置和注记内容字符串等属性

成员，添加注记的ＧＤＩ＋绘制函数
［７］。

在上述类层次图中，要进行地图符号对象的

串行化时，需考虑对类的特殊要求。进行Ｂｉｎａｒｙ

串行化对类没有条件要求，当进行ＸＭＬ串行化

时：① 需要在类定义的前面添加［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ａｂｌｅ］特

征（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该特征不会被继承，每个需串行化

的类前面都需要添加该特征；② 需要串行化的类

的字段或属性必须是公有的（ｐｕｂｌｉｃ）；③ 类必须

有一个无参的构造函数；④ 当导出非基本类型对

象时，需要用［ＸｍｌＩｎｃｌｕｄｅ］事先声明。在类中使

用．ＮＥ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的Ｘｍ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类的属性

还可以控制ＸＭＬ文档输出格式，如ＸｍｌＲｏｏｔ属

性可以指定ＸＭＬ文档的根元素，并可设定根元

素名和命名空间，指定ＩｓＮｕｌｌａｂｌｅ是ｔｒｕｅ还是

ｆａｌｓｅ，决定该根元素若为ｎｕｌｌ时是否显示该元

素，使用Ｘｍｌ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ｖｅｒｒｉｄｅｓ类可以重写在运

行时输出的ＸＭＬ元素。

２　地图符号的串行化

ＸＭＬ是一种可扩展标记语言，用于在各种系

统、平台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具有平台独立性、文

档简洁、基于文本、自描述格式等特性。近年来，

不少研究人员利用ＸＭＬ技术开展了网络地图传

输或网络地图绘制工作［３，８，９］。

串行化（或序列化）是将数据的集合转换为信

息流的过程。反串行化则相反，它是将信息流转

换为原先生成该信息流的数据［７］。地图符号的串

行化和反串行化可以将地图对象转换为线性序列

字节，从而通过特定协议在网络上传输或存储为

文件。在．ＮＥ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中的Ｓｙｓｔｅｍ．Ｘｍｌ．

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命名空间中包含的一些类用于创建

对象的ＸＭＬ表示或直接从ＸＭＬ格式初始化对

象。对象串行化有Ｂｉｎａｒｙ（二进制格式）、ＳＯＡＰ

格式和ＸＭＬ格式三种形式，本文讨论Ｂｉｎａｒｙ格

式和ＸＭＬ格式的串行化和反串行化。

从上一节可知，Ｓｈａｐｅ作为基类，各种绘图类

都是从它直接或间接继承的，绘图时生成的图形

是它们的实例，由此组成“对象图”［７］，它们在内存

６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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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用泛型链表ｌｉｓｔ＜Ｔ＞存储，在此，Ｔ具体为

类Ｓｈａｐｅ。对于Ｂｉｎａｒｙ串行化，首先创建Ｂｉｎａｒｙ

Ｆｏｒｍａｔｔｅｒ类和ＦｉｌｅＳｔｒｅａｍ 类的实例，然后调用

ＢｉｎａｒｙＦｏｒｍａｔｔｅｒ的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ｅ（）方法实现串行化。

而Ｂｉｎａｒｙ反串行化同样先创建ＢｉｎａｒｙＦｏｒｍａｔｔｅｒ

类和ＦｉｌｅＳｔｒｅａｍ类的实例，然后调用ＢｉｎａｒｙＦｏｒ

ｍａｔｔｅｒ的Ｄｅ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ｅ（）实现反串行化；对于ＸＭＬ

串行化，首先创建 Ｘｍｌ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ｒ类和 Ｓｔｒｅａｍ

Ｗｒｉｔｅｒ类的实例，然后调用Ｘｍｌ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ｒ的Ｓｅｒｉ

ａｌｉｚｅ（）实现串行化。而 ＸＭＬ反串行化先创建

Ｘｍｌ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ｒ类和ＦｉｌｅＳｔｒｅａｍ类的实例，然后调

用Ｘｍｌ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ｒ的Ｄｅ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ｅ（）实现反串行化。

ＸＭＬ串行化和反串行化与Ｂｉｎａｒｙ串行化和反串

行化的不同点是需要将各种绘图类的类型Ｔｙｐｅ

作为ＸｍｌＳｅｒｉａｌｉｚｅｒ的参数进行指定。

３　地图符号的犛犞犌文档生成

如前所述，ＳＶＧ是基于ＸＭＬ的矢量图形描

述语言，ＳＶＧ语言有它自身特有的语法格式和文

档类型定义ＤＴＤ，如果网络浏览器（如ＩＥ、ＮＣ）加

装了ＡｄｏｂｅＳＶＧＶｉｅｗｅｒ插件，就可在网络页面

上显示矢量图形。要想矢量地图在网页上显示，

关键问题是如何快捷、高效地创建ＳＶＧ格式的地

图文档。

．ＮＥ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提供了一个以快速、非缓

存、只向前的方式动态书写ＸＭＬ文档的类Ｘｍｌ

Ｗｒｉｔｅｒ，借助ＸｍｌＷｒｉｔｅｒ类的各种方法可以灵活

机动地生成符合ＳＶＧ格式要求的文档。

ＳＶＧ文档是由文档框架和矢量图形元素组

成的，ＳＶＧ文档的框架如下：

＜？ｘｍ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ｕｔｆ

８＂？＞

＜！ＤＯＣＴＹＰＥｓｖｇＰＵＢＬＩＣ＂－／／Ｗ３Ｃ／／

ＤＴＤＳＶＧ２００００３０３Ｓｔｙｌａｂｌｅ／／ＥＮ＂＂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３．ｏｒｇ／ＴＲ／２０００／０３／

ＷＤＳＶＧ２００００３０３／ＤＴＤ／ｓｖｇ２００００３０３

ｓｔｙｌａｂｌｅ．ｄｔｄ＂＞

＜ｓｖｇｗｉｄｔｈ＝＂１０ｉｎ＂ｈｅｉｇｈｔ＝＂６ｉｎ＂＞

………………………………

＜／ｓｖｇ＞

针对地图而言，地图符号对象以单个元素或

组（＜ｇ＞）填充在上述框架的＜ｓｖｇ＞标记中。根

据上述分析，欲生成ＳＶＧ格式地图文档，则需生

成ＳＶＧ文档的框架和框架内的地图符号元素。

通过研究，总结出生成ＳＶＧ地图文档的过程如

下：①用 ＸｍｌＷｒｉｔｅｒ的 ＷｒｉｔｅＳｔａｒ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ＷｒｉｔｅＥｎ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方法书写整个ＳＶＧ文档的

开始和结束，ＷｒｉｔｅＳｔａｒ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可以写入＜？

ｘｍｌ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开头语句；②用 ＷｒｉｔｅＤｏｃ

Ｔｙｐｅ（）书写文档类型定义；③用 ＷｒｉｔｅＳｔａｒｔ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ｖｇ＂）／ＷｒｉｔｅＥｎｄＥｌｅｍｅｎｔ（）书写＜ｓｖｇ＞

标记的开始和结束；④在＜ｓｖｇ＞标记内书写各类

图形 元 素，用 ＷｒｉｔｅＳｔａｒ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ＷｒｉｔｅＥｎ

ｄＥｌｅｍｅｎｔ（）书写元素的开始和结束，ＳＶＧ规定的

元素标记符号作为 ＷｒｉｔｅＳｔａｒｔＥｌｅｍｅｎｔ（）的参数

传入，如生成椭圆 ＷｒｉｔｅＳｔａｒ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ｅｌｌｉｐｓｅ”）；

⑤用 Ｗｒｉｔ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ｒｉｎｇ（）可以给元素添加属

性。

对于线状地图符号，如陡坎，可分解为定位线

（多义线）和齿牙线，定位线用 ＳＶＧ 语言的＜

ｐｏｌｙｌｉｎｅ＞标记描述，齿牙线用＜ｐａｔｈ＞标记描

述；对于面状地图符号，如稻田，可分解为边界线

（闭合多义线）和规则填充的箭头符号，边界线同

陡坎的定位线一样，用＜ｐｏｌｙｌｉｎｅ＞标记描述；对

于填充符号，如箭头，可以用＜ｌｉｎｅ＞标记在定位

点处绘制三条直线，也可以预先用＜ｄｅｆｓ＞标记

定义箭头，然后用＜ｕｓｅ＞标记的ＸＬｉｎｋ：ｈｒｅｆ引

用箭头符号；对于标注符号，可用＜ｔｅｘｔ＞标记描

述。其他地图符号的描述也可参照此类方法，这

样就可生成ＳＶＧ地图文档。

４　实　例

本文使用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８集成开发环

境、．ＮＥ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３．５平台、Ｃ＃语言开发了一

个简单的地图绘制系统，系统选择稻田、陡坎、多

义线、直线和椭圆作为开发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该系统的主要功能为交互式地图绘制，Ｂｉｎａ

ｒｙ格式、ＸＭＬ格式的串行化和反串行化，ＳＶＧ格

式文档的自动生成。图１是系统运行时交互绘制

的图形，图２是该系统输出的ＳＶＧ文档在ＩＥ浏

览器上的显示。从图１、图２两者图形的表达来

看，ＳＶＧ文档的生成是正确的。在该系统的研究

过程中，开展了如下的一些工作：地图符号系统

数据结构，面向对象地图系统类层次结构的继承

性、封装性、多态性和ＸＭＬ串行化的特殊要求，

交互式绘图功能实现，Ｂｉｎａｒｙ格式、ＸＭＬ格式

（反）串行化，基于ＸＭＬ串行化技术并针对ＳＶＧ

格式的特殊要求，较深入地探讨了ＳＶＧ文档的

生成。

７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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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绘图系统交

互式绘制的图形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Ｄｒａｗｉｎｇ

ｉｎ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图２　ＳＶＧ格式的图形

在ＩＥ浏览器中的输出

Ｆｉｇ．２　ＳＶＧＧｒａｐｈｉｃ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ＥＢｒｏｗｓｅｒ

５　结　语

从上述稻田、陡坎等符号的ＳＶＧ格式文档的

生成不难设想，空间信息的复杂模型通过分解后

完全可以用ＳＶＧ格式表达，生成的ＳＶＧ地图文

档完全符合在浏览器上显示的要求。由于ＳＶＧ

的特性、网络浏览器的普遍使用和客户端不需要

安装专业软件，使得地图的可视化服务将会更具

广泛性和大众化。随着数字制图网络化的发展，

地图数据的网络传输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开展地

图符号串行化以及多种格式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

的。未来的地图绘图软件或 ＧＩＳ软件如果具备

ＳＶＧ格式文档的生成功能，生成的ＳＶＧ文档不

用任何编辑修改能直接在浏览器上显示，对提高

地图网络服务效益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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