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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空间布局构建统计制图符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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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间信息学院，河南 郑州，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统计制图符号是用来表达统计数据类型的专题符号，是制图者理解数据与用图者认识数据之间信息

与传递的重要桥梁。通过对统计制图符号的分类、空间布局和内部构成元素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一种利用空

间布局构建统计制图符号的方法。阐述了空间布局约束下统计制图符号的形式化描述和组织方式，设计了统

计制图符号生成的基本流程，依次构建了视觉变量、布局约束下的图元及统计制图符号。实验表明，该方法能

够突破传统统计制图符号对数据依赖性强且构建复杂的局限，丰富统计制图符号的种类，具有一定的实际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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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专题地图既是统计数据可视化成果表达

的工具，是统计数据交互探索分析的工具，是统计

数据信息传输的工具［１］。作为统计专题地图的最

基本元素，统计制图符号搭建了制图者与用图者

之间沟通的桥梁，实现了从制图者理解的数据到

用图者认识的数据之间的信息传递。因此，探究

一种灵活高效的符号构建方法显得十分重要。

纵观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统计制图符号构建方

法的研究，其实现途径大体分为基于视觉变量的

构建方法和基于几何图元的构建方法。第一类研

究中，以Ｂｅｒｔｉｎ的图形构建理论和马耀峰的符号

构成元素及设计理论［２］最具代表性。随着电子地

图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可视化技

术的运用，传统视觉变量理论得到了较大的发

展［３７］，对符号设计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文展［８］通

过视觉变量的数学定义，提出由有限视觉变量组

成像元，再由有限像元构建地图符号的思路。张

毅［９］从视觉元素出发建立统计地图符号的自适应

生成模型。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均认为符号构成

以视觉变量为主，构建方法都是对视觉变量进行

不同程度的选取、组合或拓展；一旦视觉变量得到

新的扩展，相应的构建方式就会受到冲击。第二

类研究中，李伟［１０］通过对基本图元的操作实现简

单专题符号的设计与绘制。Ｓｃｈｎａｂｅｌ
［１１］提出６种

图元配置法则，按一定的数据映射机制动态生成

符号。吴小芳［１２］以图元的形式组织符号，提出高

效率的符号绘制方法。车森［１３］设计的参数控制

地图符号编辑器，点线面符号均采用基本图元组

合而成。尹章才［１４］提出基于ＳＶＧ结构化的地图

符号描述模型设计通用地图符号。总体而言，这

些研究均倾向于图元的结构法则，未能考虑数据

与图元或符号之间的映射关系，且对于几何图元

的划分各异，难以涵盖形式多变的专题符号。

为此，有学者提出将视觉变量与图元进行有

效集成，从而构建地图符号模型。颜玉龙［１５］分析

统计制图符号的图形结构及图元生成模式，提出

面向快速制作的统计制图符号建造模型，本文方

法就是在其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延伸。通过对空间

布局约束下的统计制图符号构成的分析，对其生

成步骤进行剖析，提出利用空间布局构建统计制

图符号的方法。这种全局控制下的符号构建方

法，能够解决上述两类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不仅能

够实现多指标复杂符号的自动生成，丰富符号的

种类，增强符号的美观性，还能够兼顾制图数据与

最终符号之间的映射关系，提高计算机生成符号

的科学性和可控性。最后，本文设计并实现了统

计专题图制作模块，结合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正

确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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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空间布局约束下的统计制图符号

构成分析

１．１　统计制图符号的涵义及分类

统计制图符号是用来表达统计数据类型的专

题地图符号。它依靠若干几何图元按照组合配置

规则进行组织，依靠视觉变量与统计数据取得关

联，传递统计数据的定量信息，实现专题数据的可

视化。

根据表达的地理要素及数据指标的特点，将

常见的统计制图符号分为单一统计符号、关系统

计符号和集合统计符号三类，部分典型符号如图

１所示。

单一统计制图符号是指表征单要素单指标的

统计符号，由单个图元或视觉变量构成，通常具有

分类特征、分级特征和数值特征；关系统计制图符

号是指表征单要素多指标的统计符号，由多个图

元或视觉变量构成，指标之间通常存在相关关系，

包括对比关系、结构关系、扩张关系等；集合制图

统计制图符号是指表征多要素多指标的统计符

号，多个指标之间可能不存在任何关系。集合统

计符号是对上述二者的有机结合，其各个统计符

号之间相互独立。

图１　典型统计制图符号的分类

Ｆｉｇ．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Ｓｙｍｂｏｌ

１．２　统计制图符号的空间布局

集合统计符号的结构复杂多变，制作难度较

大，不便于实现符号的自动构建。为此，可利用空

间布局的方法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布局的概念最早由 Ｋａｎｔｏｒｏｖｉｃｈ
［１６］提出，用

以描述给定的一个布局空间和若干待布物体，是

将待布局物体合理地摆放在空间中以满足必要的

约束的过程［１７］。空间布局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衍

生自布局在城市规划、艺术设计等领域中的应

用［１８］，是对地理空间区域中布局物体之间相对位

置关系的组织与安排。

统计制图符号布局可以看作是空间布局的一

种微观表现形式，几何图元及其视觉变量是统计

符号待布局的物体。因此，统计制图符号的空间

布局就是对视觉变量或几何图元的组合配置关系

进行的统一描述，包括图元布局和视觉变量布局

两个层次。

１）图元布局

图元布局作为几何图元在符号空间中的定位

框架，描述几何图元在组合配置过程中的相互位

置关系，分为简单布局、线性布局、中心布局、格网

布局和分层布局，如图２所示。

２）视觉变量布局

简单布局仅包含单个图元，无须进行图元的

配置操作。线性布局描述沿某一直线方向排列的

几何图元的配置。中心布局描述沿某一中心点顺

时针或逆时针排列的几何图元的配置。格网布局

描述呈网状排列的几何图元的配置。分层布局描

述不同层面间具有压盖关系的几何图元的配置。

此外，不同类型布局间可以相互嵌套，共同约束几

何图元的排列配置。

图２　统计制图符号的图元布局

Ｆｉｇ．２　Ｆｉｇｕｒ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Ｓｙｍｂｏｌ

视觉变量布局与图元布局不同，主要描述视

觉变量之间的组合关系，而不是相对位置关系。

它分为线型视觉变量布局和填充型视觉变量布

局，如图３所示。

线型视觉变量布局主要为几何图元的轮廓线

绘制服务，由形状、密度、色彩、尺寸和透明度构

成。填充型视觉变量布局分为配置符号填充、图

案填充、渐变填充、色彩填充及图片填充等，每种

填充型视觉变量布局包含的视觉变量与对应的视

觉变量组合相一致。

１．３　统计制图符号布局的内部构成

为了实现统计制图符号的自动生成，需要在

４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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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统计制图符号的视觉变量布局

Ｆｉｇ．３　Ｖｉｓ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ａｙｏｕｔ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Ｓｙｍｂｏｌ

前述空间布局的框架下研究其内部构成。统计

制图符号的布局内部由几何图元和视觉变量

构成。

１．３．１　几何图元

几何图元是构成统计制图符号布局的基本图

形单元。本文概括出圆形、扇形、扇环、矩形、面域

图元、三角形、多段线和规则多边形等８类几何图

元，如图４所示。这里主要对新增的面域图元进

行说明。

面域图元只针对呈面状的统计制图符号而

言，是组成该类符号的唯一几何图元。它的图形

轮廓并不固定，与符号所代表的面状要素的轮廓

保持一致，内部填充则由图元的填充模式决定（颜

色填充或配置符号填充）。面域图元专门为构建

面状统计制图符号服务，它能有效地将面状符号

与点状或线状符号等同对待，使得三者在相同图

元框架下得以统一。

图４　统计制图符号的基本图元

Ｆｉｇ．４　ＢａｓｉｃＦｉｇｕｒ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Ｓｙｍｂｏｌ

每个基本图元均包含一个图元控制点（图元

上的黑点）和图元方向（图元箭头所示方向）。各

个图元还包含其他几何参数，如扇形还需要起始

角度、跨度和半径三个参数才可唯一确定。

１．３．２　视觉变量

视觉变量也称图形变量，是图形符号之间具

有的可引起视觉差别的最基本的图形或色彩因素

的变化［１９］，是地图上的最小图解单元。目前对视

觉变量的研究较为深入，此处不再赘述。为了便

于实现统计制图符号的计算机绘制，本文对统计

制图符号中的基本视觉变量进行了界定，它们是

形状、尺寸、色彩、密度、方向、透明度、图案，相关

解释从略。

２　空间布局约束下的统计制图符号

构建方法

２．１　统计制图符号的描述与组织

　　文献［１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统计制图符号

的构建规律，但未能对其所需的参数进行详尽分

析，为符号绘制的计算机实现带来不便。为此，本

文给出空间布局约束下统计制图符号的形式化描

述方法，为最终的符号绘制奠定基础。

图元布局的形式化描述参数如表１所示，其

表示方法如下，其中｛｝代表集合关系：

图元布局 ＝ ｛控制点（犘）、偏移量（犗）、图元

个数（犖）、排列方向（犇）、其他构建参数（犈）｝。

例如，对中心布局的形式化可表示为：

中心布局 ＝ ｛犘＝ 圆心，犗＝ ｛ｄ犡，ｄ犢｜ｄ犡

"

（－∞，＋∞），ｄ犢 "

（－∞，＋∞）｝，犖 "犣＋，

犇＝｛犱｜犱＝０（顺时针），犱＝１（逆时针）｝，

α"

［０，３６０］，犛ｓｐａｎ"［０，３６０］｝。

视觉变量布局仅包含了视觉变量之间的组合

关系，其形式化描述方法可以采用文献［８］中的方

式。

由此，给出统一的空间布局约束下统计制图

符号形式化描述方法（｛｝代表集合关系）：

统计专题符号 ＝ ｛符号属性、图元布局｝；

符号属性 ＝ ｛符号编码、符号名、符号类型、

符号定位点……｝；

图元布局 ＝ ｛图元布局属性、图元、图元布

局｝；

图元布局属性 ＝ ｛名称、类型、控制点、偏移

量……｝；

图元布局 ＝ ｛图元｝；

图元 ＝ ｛图元属性、线型视觉变量布局、填

充型视觉变量布局｝；

图元属性 ＝ ｛名称、类型、控制点、偏移量

……｝；

线型视觉变量布局 ＝ ｛形状、色彩、尺寸、透

明度｝；

填充型视觉变量布局 ＝ ｛配置符号填充、纹

理填充、渐变填充、色彩填充、图片填充｝；

尺寸 ＝ ｛尺寸变量处理模型｝；

……

５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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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形式化描述方法，采用 ＸＭＬ结构

化语言实现统计制图符号的组织与存储。为减少

信息冗余，只存储符号可变的描述信息。布局约

束下的统计制图符号，可变的描绘信息包括符号

构成元素的层次关系、符号构成元素与指标的对

应关系、符号及符号构成元素的相关属性三部分。

其中，符号构成元素的层次关系本身可以通过

ＸＭＬ语言的结构特性表达，符号构成元素与指标

的对应关系以及相关属性可通过在标记对象中建

立属性的方式进行关联与存储。符号创建时图元

的具体个数由对应指标包含的字段个数确定。符

号编码由五位数字构成：第一位代表专题地图表示

方法，第二、三位代表指标类型，最后两位代表指标

数量。部分符号存储的实例如图５所示。

图５　统计制图符号ＸＭＬ组织存储实例

Ｆｉｇ．５　ＸＭ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Ｓｙｍｂｏｌ

表１　图元布局形式化描述参数一览表

Ｔａｂ．１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ＬｉｓｔｏｆＦｉｇｕｒ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Ｌａｙｏｕｔ

布局对象
描述参数

控制点 偏移量 布局方向 图元个数 排列方向 其他参数
示例

简单布局 多边形的中心
ｄ犡 "

（－∞，＋∞）

ｄ犢 "

（－∞，＋∞）
０≤α≤３６０ 犖 ＝１ 无 无

线性布局 起始点
ｄ犡 "

（－∞，＋∞）

ｄ犢 "

（－∞，＋∞）
０≤α≤３６０ 犖 ≥１ 水平或垂直 图元间隔

中心布局 圆心
ｄ犡 "

（－∞，＋∞）

ｄ犢 "

（－∞，＋∞）
０≤α≤３６０ 犖 ≥１ 顺时针或逆时针 起始方向、布局跨度

格网布局 方形的左下角点
ｄ犡 "

（－∞，＋∞）

ｄ犢 "

（－∞，＋∞）
０≤α≤３６０ 犖 ≥１ 水平或垂直 水平和垂直方向排列数

分层布局 各层布局中心点
ｄ犡 "

（－∞，＋∞）

ｄ犢 "

（－∞，＋∞）
０≤α≤３６０ 犖 ≥１ 垂直 层数、深度

２．２　统计制图符号生成的基本流程

本文设计了统计制图符号计算机生成的基本

流程，如图６所示。具体步骤为：（１）根据制图目

的和要求，载入专题数据图层。（２）根据用户所

选表示方法获取ＸＭＬ形式的结构化符号。（３）

选择若干字段创建相应指标（单指标或复合指

标）。（４）根据指标信息动态地创建用于绘制的

统计符号。（５）对客观形式的视觉变量设定对应

的数据处理模型并计算。（６）根据符号美观性要

求，自由设置主观形式的视觉变量。经过上述６

个步骤，可生产统计制图符号。

２．３　统计制图符号的构建方法

按照以上生成流程，结合符号的描述与组织

方法，详述统计制图符号的构建方法。主要有三

个步骤，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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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统计制图符号计算机生成的基本流程

Ｆｉｇ．６　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Ｓｙｍｂｏｌ

２．３．１　视觉变量构建

统计制图符号的视觉变量与专题数据的关系

密切。视觉变量是表征专题数据属性特征的主要

手段，而专题数据控制视觉变量的空间布局形式。

图７　主要构建步骤

Ｆｉｇ．７　Ｍａ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ｅｐｓ

根据其表现形式，视觉变量的构建方法分为两部

分，如图８所示。客观视觉变量通过与之关联的

数学处理模型实时计算而得到具体数值，体现了

符号生成过程严谨的科学性；主观视觉变量通过

符号整体美观性与协调性的原则设置相应数值，

体现了符号生成过程灵活的艺术性。

２．３．２　布局约束下的图元构建

根据基本图元的组成结构，图元构建方法分

为两部分，如图９所示。图形轮廓线在线型视觉

变量布局约束下进行构建，而填充图形在填充型

视觉变量布局约束下进行构建。

图８　视觉变量的构建方法

Ｆｉｇ．８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Ｖｉｓ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图９　布局约束下的图元构建

Ｆｉｇ．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ｇｕｒ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ｙｏ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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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图形轮廓线的构建

图形轮廓线包括图形边线和线状符号。图形

边线总是作为填充图形的附属边线存在，而线状

符号作为一类符号单独存在，它们的构建方法有

所不同：（１）对于图形边线，以形状表征专题要素

的数量和等级特征，且使用实线。范围法中用到

的图形边线，或表示特定含义的边线（如正在变化

过程中的事物），可用虚线。图形边线被视作填充

图形的附属物而处于符号的较低层面，色彩素雅

淡薄，不用透明度变量。（２）对于线状符号，以形

状、色彩、方向表征专题要素的质量和数量特征，

以尺寸表征等级特征。当色彩鲜艳浓重时，用透

明度表征等级特征。

２）填充图形的构建

在不同填充型视觉变量布局的约束下，视觉

变量经过有机组合配置以完成填充图形的构建，

并表征专题要素的数据特征，如表２所示。

表２　填充图形构建方法一览表

Ｔａｂ．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Ｆｉｌｌｅｄ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布局对象
专题要素特征

质量特征 数量特征 等级特征

配置符号

填充

形状＋色彩

方向
密度

色彩＋透明度

＋密度＋尺寸

图案填充
色彩＋形状

方向＋形状

渐变填充 色彩 透明度

色彩填充 色彩 透明度

图片填充 图案 透明度

２．３．３　统计制图符号的构建

基本图元在图元布局的约束下进行组合配置

来构建统计制图符号，如图１０所示。单一统计符

号的构建最简单，这里只讨论关系统计符号和集

合统计符号的构建方法。

图１０　统计制图符号的构建

Ｆｉｇ．１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Ｓｙｍｂｏｌ

　　１）关系统计符号的构建

关系统计符号由多个视觉变量或几何图元组

合而成，用以表达单个地理要素的多个指标之间

的相互关系，图元或视觉变量与单一指标密切关

联。关系统计符号中二维饼符号最为典型，它由

中心布局约束下的扇形图元构成，扇形图元的个

数由布局关联的复合指标中包含的字段个数决

定。从布局起始方向开始，围绕中心布局的控制

点（圆心），进行逐个图元绘制，图元的角度和半径

绘制参数都与专题要素数据密切相关，通过实时

计算而来，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饼状图符号的构建方法

Ｆｉｇ．１１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ｉｅＣｈａｒｔＳｙｍｂｏｌ

２）集合统计符号的构建

集合统计符号由单一统计符号和关系统计符

号叠加组合而成，用以表达多个地理要素中多个指

标各自的数据特征，各个符号之间相互独立。基本

图元在布局的约束下生成子符号，多个子符号在其

上一层布局的约束下组合成更高级的集合统计符

号。如图１２所示，最外层是线性布局①，其下层又

嵌套了线性布局②和中心布局④。其中，线性布局

②包含４个矩形图元③，组合成直方柱子符号；中

心布局④包含三个扇形图元⑤，组合成半饼子符

号。两个子符号最终在线性布局①的约束下构成

集合符号。符号中客观视觉变量的外在形式是通

过与其关联的数据处理模型实时计算得到的。

３　实例与分析

以制作反映某地区粮食产量结构和人口数量

组成的统计专题地图为例，在设计开发的统计专

题图制作模块中验证上述符号构建方法。

图１３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作系统平台下制作的专

题地图，构建了结构饼＋直方柱的集合统计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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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集合统计符号的构建方法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ＵｎｉｏｎＳｙｍｂｏｌ

图１３　某地区粮食产量和人口结构图

Ｆｉｇ．１３　ＭａｐｏｆＧｒａ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ａＧｉｖｅｎＡｒｅａ

　　图１４为国产麒麟操作系统平台下制作的多

样化显示效果图，实现了相同数据不同平台的不

同显示效果，构建了结构环＋直方柱的集合统计

符号。

图１４　统计专题地图多样化显示

Ｆｉｇ．１４　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ｈｏｗ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

通过对应用实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与其他方

法相比，应用此构建方法能够达到以下目的。

１）突破传统统计制图符号对数据依赖性强

且构建复杂的局限，将空间布局的思想引入专题

制图领域，增强地图符号对多要素、多指标专题数

据的表达能力，体现统计制图符号的数据相关特

性。

２）以“视觉变量→图元→符号”的多层次架

构完成统计制图符号的构建，结合其形式化语言

描述，实现符号的共享与跨平台移植。

３）弥补 ＭａｐＩｎｆｏ、ＳｕｐｅｒＭａｐ等常见 ＧＩＳ软

件中符号样式单调，类型缺乏（仅仅是线划符号）

的不足，提供设计美观、结构复杂的集合统计制图

符号，丰富符号种类。

４　结　语

实践证明，利用空间布局构建统计制图符号

的方法，能够制作结构复杂、构图精美的地图符

号，实现符号共享与跨平台移植，更有利于统计专

题图的制作。但是，符号设计知识的复杂性和制

图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该方法在符号自动

构建上的不足。如何将艺术化的地图符号设计工

作算法化，真正实现符号的自动化制作，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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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ｒｙｆｏｒＤｉａｇｒａｍ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Ｊ］．犆犪狉

狋狅犵狉犪犺犻犮犑狅狌狉狀犪犾，２００９，４６（２）：１３６１４５

［１２］ＷｕＸｉａｏｆａｎｇ，ＸｕＺｈｉｙｏｎｇ，ＣａｉＺ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ｐ

Ｓｙｍｂｏ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ＤＩ＋［Ｊ］．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 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０４，

２９（１０）：９２８９３２（吴小芳，徐智勇，蔡忠亮 ，等．基

于ＧＤＩ＋的高精度地图符号库的设计与实现［Ｊ］．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９（１０）：９２８

９３２）

［１３］ＣｈｅＳｅｎ，ＳｕｎＱｕｎ，ＬｉｕＨａ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ＳｙｍｂｏｌＥｄｉｔｉｎｇ Ｔｏｏｌ［Ｊ］．

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犠狌犺犪狀犝狀犻

狏犲狉狊犻狋狔，２０１３，３８（１１）：１３２６１３２９（车森，孙群，刘

海砚，等．参数控制的地图符号编辑器设计［Ｊ］．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８（１１）：１３２６

１３２９）

［１４］ＹｉｎＺｈａｎｇｃａｉ，ＬｉＬｉｎ，ＺｈｕＨａ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ＭａｐＳｙｍｂｏ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ＶＧ［Ｊ］．犌犲狅

犿犪狋犻犮狊犪狀犱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犠狌犺犪狀犝狀犻狏犲狉

狊犻狋狔，２００４，２９（６）：５４４５４７（尹章才，李霖，朱海红，

等．基于ＳＶＧ的地图符号描述模型研究［Ｊ］．武汉

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９（６）：５４４５４７）

［１５］ＹａｎＹｕ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ＣｕｉＨｕ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Ｓｙｍｂｏ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ｏｄ

ｅｌ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ＦａｓｔＭａｋｉｎｇ［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犿犪狋犻犮狊

犛犮犻犲狀犮犲犪狀犱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２０１４，３１（１）：１０２１０６（颜

玉龙，江南，崔虎平，等．面向快速制作的统计制图

符号建造模型的研究［Ｊ］．测绘科学技术学报，

２０１４，３１（１）：１０２１０６）

［１６］ＫａｎｔｏｒｏｖｉｃｈＬＶ．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ｉ

ｚｉｎｇ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犛犮犻

犲狀犮犲，１９６０，６（４）：３６６４２２

［１７］ＤｏｗｓｌａｎｄＫＡ，ＤｏｗｓｌａｎｄＷＢ．Ｐａｃｋ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Ｊ］．犈狌狉狅狆犲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犚犲狊犲犪狉犮犺，

１９９２，５６（１）：２１４

［１８］ＤｏｎｇＨｏｎｇｙｕ，ＹａｎｇＱｉｎｇｍｉｎｇ．ＳｐａｃｅＬａｙｏｕｔ［Ｍ］．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ｘｉ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董红羽，杨清明．空间布局［Ｍ］．南昌：江西美

术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ＧａｏＪｕｎ．Ｍａｐ，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ｏｒ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犕犪狆，１９８６，１：７８（高

俊．地图、地图制图学理论特点与科学结构［Ｊ］．地

图，１９８６，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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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４０卷第１２期　　贾剑钢等：ｉＧｒａｖ００７超导重力仪的性能分析及对球型自由振荡模态０犛犿的检测

犻犌狉犪狏００７犛犌犪狀犱犇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犛狆犺犲狉犻犮犪犾犉狉犲犲

犗狊犮犻犾犾犪狋犻狅狀犕狅犱犲狊０犛犿

犑犐犃犑犻犪狀犵犪狀犵
１
　犔犝犃犖犠犲犻

１
　犛犎犈犖犠犲狀犫犻狀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Ｇｅｏｄｅｓｙａｎｄ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Ｇｒａｖ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ｉｓｔｈｅｎｅｗｅｓｔｐｏｒｔａｂｌｅ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ｔａｂｌ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ｓｏｆ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ｉＧｒａｖ００７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ｏｆ５ｍｏｎｔｈｓａｔＷｕｈａｎＪｉｕｆｅｎｇＳｔａ

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ｉｒ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ａｒｍｏ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ｒｒｏｒａｎｄｄｒｉｆｔｉｎｇｗａｓｍａｄ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ｔａ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ｆｒｅ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０犛犿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２０１３Ｌｕｓｈ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Ｍｗ＝６．６）ｗａｓ

ｍａｄ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ｄｅｔ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ｔ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ｉＧｒａｖ００７ｈａｖｉｎｇａｇｏｏｄ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ｉＧｒａｖ００７；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ａｄ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ｇｒａｖｉｔｙ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ｆｒｅ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０Ｓｍ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ＪＩＡＪｉａｎｇａｎｇ，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ｔｈｇｒａｖｉｔｙｆｉｅｌｄ．Ｅｍａｉｌ：ｊｇｊｉａ＠ｓｇｇ．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Ｓｔａｔｅ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９７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Ｎｏ．２０１３ＣＢ７３３３０５；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４１１２８００３，４１１７４０１１，４１２１０００６，４０９７４０１５；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Ｎｏ．ＷＨＵ２０１５ＳＹＪＳ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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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犅狌犻犾犱犻狀犵犕犲狋犺狅犱狅犳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犆犪狉狋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犛狔犿犫狅犾狊

犫狔犝狊犻狀犵狋犺犲犛狆犪犮犲犔犪狔狅狌狋

犣犎犃犖犌犡犻犪狅狀犪狀１　犑犐犃犖犌犖犪狀
１
　犣犎犃犖犌犢犪犼狌狀

１
　犢犃犖犢狌犾狅狀犵

１
　犆犝犐犎狌狆犻狀犵

１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ｒｉｄｇｅｆｏｒｄａｔａ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ｅｒａｎｄｕｓｅｒ．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ｓｐａｃｅｌａｙｏｕｔ，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ｙｍｂｏｌ，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ｋｉｎｄ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ｙｍｂｏｌ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ｌａｙｏｕｔ．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ｙｍｂｏｌ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

ｓｐａｃｅｌａｙｏｕｔ，ｔｈｅｎｄｅｓｉｇｎ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ｆｌｏｗ．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ｖｉｓ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ｙｍｂｏｌｓｉｎｔｕｒ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ｃａｎ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ｄａｔ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ｒｉｃｈｔｈ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ｙｍｂｏｌｓ，ａｎｄｈ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ｃｔｕ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ｐａｃｅｌａｙ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ｓｙｍｂｏ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ｖｉｓ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ｌｅｍｅｎ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ｎａｎ，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ｎ０９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４１２７１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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