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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网络上构建兴趣点管理体系的现状，顾及语义要素对于不同尺度特征数据符号化的积极作用

及结合超媒体模型信息链的组织特点，探讨了ＰＯＩ信息组织方案，并在充分考虑瓦片数据组织方式的特点及

当前成熟 Ｗｅｂ技术综合表现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纯Ｂ／Ｓ架构的ＰＯＩ可视化策略。以湖北省福利

彩票网点管理系统为例进行了分析，证明该策略不仅能借助可视化的统计分析结果直观地提供辅助决策参

考，且较强的平台移植性可服务于各类专题ＰＯ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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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ＯＩ（ｐｏｉ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即兴趣点、热点，是

局部范围内具有地理标志意义的建筑物，细分为

机构、商铺和单位等［１］。随着福利彩票站点、银行

网点等各类业务的蓬勃发展，ＰＯＩ应用的覆盖网

络日趋庞大，仍采用传统属性数据库为主的信息

管理体系无法准确直观地反映资源布局，从而造

成热点的规划管理及决策调度等诸多不便。近年

来，空间数据探索的可视化手段发展迅速，而其中

基于 Ｗｅｂ的可视化技术逐渐成为了一种潮流
［２］。

网络上针对ＰＯＩ可视化信息管理的需求已提出

了众多的方案［３，４］。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是目前应用最为

广泛的ＰＯＩ可视化案例，但其类似的大部分ＰＯＩ

管理信息系统皆聚焦于ＰＯＩ名称、类型、经度、纬

度这４项基本属性
［５］，尚未深入探究业务应用渴

求的热点统计分析等需求，对于隐含于ＰＯＩ分布

状况中的潜在知识提取能力不强。可见，通过

Ｗｅｂ管理ＰＯＩ时，不希望客户端安装插件，在并

不涉及复杂空间分析需求的前提下，期望凭借可

视化交互手段实现热点信息的实时更新，并充分

调动ＰＯＩ的统计分析结果等无形信息形象地表

达图形的视觉思维，以便于热点统筹规划。本文

借鉴数字制图模型与数字地理模型相结合的“背

景＋热点”表示法
［６］，针对 ＷｅｂＧＩＳ不同体系结

构的搭建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纯Ｂ／Ｓ架构的

ＰＯＩ可视化信息组织策略。

１　犘犗犐信息组织方案

１．１　符号库设计

有效的地图符号设计有助于增强电子地图的

表达能力，基于传统符号设计原则予以符号库构

造，结合语义给予补充。针对符号类层次，遵从格

式塔图形心理学规律及传统地图编绘原则，将

ＰＯＩ造型为异于地图底色风格的气泡状符号。对

于符号个体层面，则可充分利用基本图形变量中

的色彩与亮度这两个视觉因素，尤其通过迥异的

色块或亮度来表现点状地物的质量差异，实现定

类数据的有效表征；同时借助渐变的色彩梯度传

达层次性与等级感，适用于定距数据的细致传达。

１．２　基于超媒体模型的犘犗犐信息组织

设计合理的电子地图应给予多种形式的查询

功能以及涉及空间域与时间域的统计分析能力。

针对信息便捷的认知需求，无论执行何种查询或

统计操作，ＰＯＩ的搜索结果皆可通过目录树中文

字简介的有序性排列及地图上空间图形散点状分

布的组合方式予以陈列，辅之以图例。对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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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于特定应用语义予以ＰＯＩ信息呈现的普适

性框架设计［７］，有助于在组织其对应超媒体模型

时简化节点与节点、节点与链之间的非线性网络

结构［８］，平衡空间实体与属性信息间的跳转便捷

性与交叉访问自由度，导航用户兴趣定位。此外，

综合考虑ＰＯＩ的客观分布状况———分布广泛、数

目众多，如预查询上千个点的极值情况，且将其同

时予以呈现，显然ＩＥ无法负荷，目录树中引入“分

页＋列表”的索引方式则更为适宜。

具体地，目录树列表中的每条站点概述与地

图空间上的单个网点图形通过ＩＤ名称链一一对

应，实现ＰＯＩ空间信息和属性数据的高效关联。

针对地图上呈现的ＰＯＩ图形节点，则以涵盖文

字、图片、视频等相关内容的弹出小窗予以直观且

生动的多媒体增强信息表达；当用户希冀进一步

浏览详细内容、编辑具体信息、删除热点时，则可

激活列表条目或点击浮动窗中的相应提示节点，

以放大链形式链接到独立的页面实体，从而进行

在线式更新。

２　犘犗犐可视化策略

２．１　瓦片底图数据组织

组织ＰＯＩ管理体系时，人们更关心ＰＯＩ前景

实体的垂直型信息。相比之下，底图数据作为可

视化环境的映衬背景，则强调制图信息的传输与

表达［６］，侧重于提供ＰＯＩ可依附的充足详尽的参

考资讯，并不强求高性能实时渲染，故可以大量预

处理作业时间来换取最佳的背景地图显示效果，

并借由栅格数据表达，属于典型的基于金字塔模

型的瓦片数据组织方式。

金字塔模型的构造形式决定了越接近地图详

细的级别，瓦片地图数据的文件个数及占据的存

储空间都将愈为庞大；而作为网点背景的地理底

图，如“全国省地级市区／县乡／镇”如此显著的

跨尺度现状更注定了其变焦于“乡／镇”级别上时

将产生上万的切片文件，如何有效地组织且迅捷

地调度这些切片数据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瓦片地图数据组织方式，目前存在诸多开

源脚本库可供调用，如 ＯｐｅｎＬａｙｅｒｓ等，其核心如

下：通过基于对象的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拟构基本地理对象

（点、折线段、多边形等）和模型逻辑对象（瓦片、缩

放等级等），并借助ＩＥ支持的 Ｗｅｂ矢量图形绘制

格式ＶＭＬ，在客户端于底图之上实现类型丰富的

图形对象（直线、多义线、矩形、圆、椭圆、多边形等）

的绘制，有效提升了交互性能及显示效果。

２．２　犘犗犐可视化设计

顾及ＰＯＩ多样化的统计分析结果，本文设计

了一种ＰＯＩ可视化策略，即将ＰＯＩ个体抽象成不

依比例尺且具备定位特征的独立点状符号，在存

储设备上，它实质是一张预先绘制的可设置背景

透明度的位图；在内存空间中，其通过唯一标识码

为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拟构的模型对象关联及管理，且能

通过地理坐标系与屏幕坐标系之间的正反换算透

明地叠加于瓦片地理底图之上。

各种类热点的字段结构于前后台组织时往往

呈现逻辑一致性，故针对ＰＯＩ对象于服务器端与

客户端之间的同构性可在信息传输时统一数据结

构，如ＪＳＯＮ数据格式。

３　犘犗犐可视化信息组织策略的性能

分析

　　针对瓦片底图背景与ＰＯＩ信息叠加可视化

策略的构建思想，以及前后台之间的交互传输关

系为参考依据予以性能分析，如图１所示。

图１　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交互关系

Ｆｉｇ．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ｌｉｅｎｔｓｉｄｅ

ａｎｄＳｅｒｖｅｒｓｉｄｅ

几乎所有的交互操作及图形显示可于客户端

直接实现，且不期望复杂的空间分析能力，故省略

了ＧＩＳ服务器的开销，个别功能（如当前视野地

图输出并保存）则由后台通过图片拼接及裁切实

现，返回的是简单的图片数据流形式。针对瓦片

底图数据的传输，客户端发送的请求格式统一，即

位于当前视野区域内的瓦片 ＵＲＬ集合，服务器

端则以位图数据流的形式予以响应，虽然位图二

进制流在传输时占据了一定的网络带宽，但是客

户端可充分利用浏览器的缓存机制极大地平衡服

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负载，提高了客户端地图显

示的速度。

分析ＰＯＩ属性查询、空间搜索、分类及分级

统计等丰富的功能设计需求，其皆派生于基础的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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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查询类型，虽在客户端的交互手段彼此各异、

请求参数有所区别，但从服务器端返回的都是规

格化的热点信息集合。对此，采用ＪＳＯＮ格式组

织数据，辅助以 ＡＪＡＸ予以前后台交互，其信息

传输高效，脉络条理清晰。

这种于瓦片底图上予以ＰＯＩ位图叠加的呈

现方式在平台搭建时具备便捷性，同时借助

ＪＳＯＮ数据传输方法，充分发挥了Ｂ／Ｓ架构“客户

端零安装”的优势。可见，该策略具备较强的平台

移植性，可服务于各类特定的ＰＯＩ专题应用。

综上所述，该策略是以二维瓦片方式组织的

空间尺度叠加高维的描述ＰＯＩ详细信息的数据

指标，该指标可以是静态或动态，也可以是名义、

有序、间隔或比率尺度。其作用是除可直观览视

热点分布状况外，更为决策者进行资源调度提供

了可视化分析依据。

４　福利彩票实例研究

４．１　福利彩票符号库设计

以湖北省福利彩票网点信息管理系统为例，

遵循以上设计原则构造福利彩票网点符号库，同

时顾及语义要素的加入对于强化符号表现力的积

极影响，具体设计时，一方面要顾及站点符号分类

分级的能指，即能够准确反映地理事物的质和量

的特征；另一方面，要基于以上传统符号设计原则

考虑站点符号的意指，即在用户给予交互操作过

程中可以清晰地传达符号的表征信息，这些符号

是特定功能得以实现的展示形式。进而从总体上

保证地图符号不但能被辨别，更易于提取蕴含信

息，其设计的具体效果如图２所示。

图２　适用于福利彩票网点的ＰＯＩ符号库设计

Ｆｉｇ．２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ＰＯＩＳｙｍｂｏ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

ＷｅｌｆａｒｅＬｏｔｔｅｒｙＳｉｔｅｓ

４．２　福利彩票犘犗犐可视化信息组织策略分析

以上“目录树中分页与列表组合”与“地图上

落点”相结合的ＰＯＩ数据组织形式，一方面减轻

了单次查询的数据库访问压力及客户端与服务器

端之间的数据传输量；另一方面，既可于目录树中

直接定位当前显示ＰＯＩ集合的排名次序，又可借

助地图上的ＰＯＩ提示信息快速获取具体统计数

据及总体排名，辅之以图例，确保在图面清晰紧凑

的前提下于有限的地图载体空间内面向任务给予

用户充足的信息载负量，并基于可视化交互手段实

现ＰＯＩ信息的一体化查询与管理，同时提供顾及时

空的信息组织、表现及导航能力。以武汉市编号

４２０００００９的福利彩票站点某天的销售额统计为例，

其ＰＯＩ完备信息负载量构成如图３所示。

图３　ＰＯＩ的完备信息量构成示例

Ｆｉｇ．３　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ＰＯＩ

遵循上述策略，进一步实测交互性能，每个福

利彩票ＰＯＩ包含２０个字段，字段类型分数字型（不

超过８位）和字符串型（基本保持３０位内），记录总

数超过５万条，查询时，采用以上“分页动态搜索”

方法。表１以属性查询为例，列出了每页显示的

ＰＯＩ个数（犘狀）分别为６０、８０、１００、１２０、１４０时前后

台交互一次所需的时间（假定网络延迟不计）。

表１中，交互一次总时间犜由前台分页索引

时间犜犻、后台数据处理时间犜犱 与前台图形显示

时间犜狊构成；犜犻 与犘狀 呈负相关，因页面增多将

花费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更多的时间于当前页面定位；犜犱

用于数据库查询以及ＪＳＯＮ格式组织ＰＯＩ信息；

犜狊耗费于客户端数据解析及图形显示，比重最

大。由 表１可见，犜与犘狀呈正相关，基本控制在

表１　前后台交互一次花费时间

Ｔａｂ．１　ＴｉｍｅＳｐｅｎ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ＯｎｅＴｉ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ｏｎｔ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ＢａｃｋＳｔａｇｅ

每页显示

ＰＯＩ个数

犘狀

前台分页

索引时间

犜犻／ｍｓ

后台数据

处理时间

犜犱／ｍｓ

前台图形

显示时间

犜狊／ｍｓ

交互一次

总时间

犜／ｍｓ

６０ ５９．４ ６４．０ ６０１．５ ７２４．９

８０ ３９．１ ７９．６ ８００．０ ９１８．７

１００ ３７．２ ９９．１ １１６４．１ １３００．４

１２０ ３２．８ １５９．５ １４３１．３ １６２３．６

１４０ ３１．０ １９３．３ １７９６．８ ２０２１．１

２ｓ可接受的响应时间内。权衡“交互速率”以及

“ＰＯＩ集合分布趋势明显度”后，最终采用每页列

表１００个ＰＯＩ较为合理。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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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以上可视化环境，可实现基于可量测性

判别相邻站点的布设是否合理、顾及片区站点的

分布密度及营销业绩予以迁址、片区网点横向力

量对比及纵向经营状况统计分析、站点状态可视

化监控等，最终以协助定位最佳销售群体及最新

利润增长点。尽管借助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等手

段也可达目的，然远不及“用图说话”效果好，也即

地图是地理信息空间表达、知识分析与重组及深

层次加工成果形象展现的最佳载体。

５　结　语

组织ＰＯＩ信息时，人们往往渴望ＰＯＩ的分布

现状及发展趋势能够直观地呈现，并给予一定的

统计分析能力，这在本文已得到实现。然而其也

存在不足之处，如“分页＋列表”方式决定了当查

询结果集较大时无法实现全体可视化，本质上受

制于浏览器的负荷能力。对此，可推敲在基本属

性查询约束的同时加上空间过滤，以改善地图上

ＰＯＩ集合的不规则分布效果，如采用沿坐标轴排

序后分片式连续呈现、聚类分布等。总体而言，本

文研究希望能为基于网络的ＰＯＩ可视化管理及

数据组织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为多媒体电子地图

中支持辅助决策的兴趣点构建策略给予一定程度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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