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3卷 

Vo1．33 

第8期 

No．8 

计 算 机 工 程 

Computer Engineering 

2007年 4月 

April 2007 

·开发研究与设计技术 · 文章编号：1000--3428(2007)08--0262--02 文献标识码t A 中蛋分类号i TP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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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一种基于Web方式的集信息发布与多媒体通信技术为一体的反恐维稳指挥自动化系统。由信息发布、图形处理和多媒体通 

信3个子系统组成。将兵力部署、装备部署及设施部署、各种作战预案等图形化地反映于军事电子地图中，利用文字、语音、视频和自板 

等信息交互方式实现命令的实时下达、战情上报、作战实时监控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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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directional me~od that combines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 with information release based on Web mode is introduced．The system 

consists of three subsystems，inform ation release，graphic processing and multimedia communication．Display of troop disposition，equipment 

deployment，facility deployment and manoeuver in military electron map are realized in the system．Th e giving of real—time directional orders， 

reporting of campaign complexion and monitoring of the situation are implemented by using inform ational interaction，such as typewriting，audio， 

video and tab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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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 “9·l1”恐怖活动之后，国际反恐形势呈现出全 

球化、长期化、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趋势，反对恐怖主义以维 

护社会稳定成为我国军队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目前， 

我国还没有一个以反恐维稳为目的指挥系统。本文介绍了一 

个可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平战结合、可扩展性好的反恐维稳 

指挥自动化系统，并对图形处理子系统进行了详细设计。 

l系统概述 
由于战场情况复杂，战机稍纵即逝，指挥中心远离战场， 

对现场情况和事态发展难以准确把握和科学预测。反恐维稳 

事件的突发性和群体性又决定了作战任务要在严格授权与指 

挥下进行，那么，如何缩短指挥周期，使指挥行动高效、顺 

畅和快捷则成为作战任务能否圆满完成的关键。文中提出的 

这种基于 Web的指挥，使作战部队只要能接入反恐维稳综合 

指挥网，并经过许可即能通过浏览器接受指挥。系统主要功 

能简介如下： 

(1)辅助决策 

预先根据可能发生反恐维稳事件的各种因素、现场环境、 

历史资料、作战原则等制定作战预案，供指挥员和参谋人员 

查询。 

(2)军事标绘 

在军事地理信息系统 (Militar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MGIS)的支持下进行，包括作战背景图标绘和作战 

部署标绘两部分。作战背景图标绘是对容易发生反恐的位置 

提前进行标绘。作战部署标绘是在作战背景图上标绘出阵地、 

方向、区域、部署和行动的态势等实时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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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管理 

信息管理包括特种兵器与物资的管理；各种作战预案、 

法规文件、条令条例的管理；作战背景图 (如防大规模泄漏 

图、防暴图等)库的管理；军标专用符号库管理等。 

系统由信息发布、图形处理和多媒体通信3个子系统组 

成。信息发布子系统主要实现指挥系统的网站构建及指挥信 

息的即时发布。图形处理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基于 MGIS， 

它将兵力部署、装备部署及设施部署、各种作战预案等图形 

化地反映于军事电子地图中。多媒体通信子系统利用文字、 

语音、视频和白板等信息交互方式来实现指挥命令的实时下 

达、战情上报、作战实时监控等行为。本文仅对图形处理子 

系统进行详细描述。 

2图形处理子系统的设计 
图形处理子系统是地理分析、军事辅助分析与决策支持、 

参谋作业和图形信息发布的工具。它由 MGIS、军事标绘和 

军用交互发布3部分组成。MGIS是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是一种 

用于战场军事地理环境分析和辅助决策的现代军事应用系 

统，指挥自动化的基础信息支撑或数字化地理工作平台。军 

事标绘部分提供各种作战要素(作战方案、部队情况等)的图 

形化、标绘和信息查询能力。军用交互发布部分基于Web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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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用于军事标绘的发布和实时标绘。 

2．1系统结构和数据模型 
GIS对空间数据的描述是将空间地物高度抽象为点、线、 

面、复杂地物，通过其组合来表达。点、线、面是I3IS中最 

基本的数据类型，在GIS中分层管理。大多数的Gig系统中 

采用了分层技术，即根据地图的某些特征，把它分成若干层， 

整张地图是所有层叠加的结果。在与用户的交换过程中只处 

理涉及到的层，而不是整幅地图，因而能够对用户的要求作 

出快速反应。如要查询反恐维稳系统涉及的某区域内所有的 

化工厂，则系统将化工厂图层高亮显示出来。通过 MGIS地 

图，可了解作战对象经常活动的场所信息，掌握特种行业、 

管制物品存放地、重点地区、作战现场及周边情况、危险物 

品的存储地点等，是制定作战预案及作战部署的必备信息。 

系统采用了基于组件式 GIS(ComGIS)的二次开发方法， 

它的优点是具有语言无关性、组件升级的灵活性、应用的可 

定制性、位置的透明性以及它的可重用机制，这些：恨适合指 

挥系统软件的二次开发及系统升级。系统所用的主：要组件如 

图 1所示。这里将组件结构分为 4层，按最下层到最上层的 

顺序为基本组件层、扩展组件层、实用控件层和应用工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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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1图形处理子系统组件结构 

图形处理子系统的数据模型可划分为 4个层次，由上而 

下构成一个树状结构，见图 2。 

图2图形处理子系统数据模型示意圈 

(1)工作空间。是树的主干，是数据模型的第 1层。 

(2)数据源。它是由数据集构成的存储图形数据的文件或 

数据库。一个数据源可以包含多个数据集。 

(3)数据集。它是图形数据的物理储存单元，其中存储着 

逻辑相关的一组图形数据，每个图形数据都以数据集中一条 

记录的形式存在。本系统有多种数据集，包括点、线、面、 

注记、复合等矢量数据集和影像数据集。对于矢量数据集进 

行空间查询或条件查询可得到记录集。 

(4)记录集。它是一种临时数据单元，是通过对数据集进 

行空间或条件查询得出的一组记录。对数据集中数据的浏览、 

更新、删除都必须通过记录集。 

(5)标绘图。它是图形数据的显示单元，由一到多个标绘 

图层组成。标绘图分作战背景图和作战态势图两种。 

(6)标绘图层。它是图形显示的组织单元，每个标绘图层 

对应了一个数据集，用户可以从数据源中选取数据集构成标 

绘图，并且调整标绘图层的顺序或对标绘图层进行可见、可 

选择、可编辑等来控制配置标绘图，以达到需要的显示效果。 

(7)选择集。它是从标绘图中选取一组几何对象的集合。 

几何对象包括点、线、面、文本几何对象、复合对象及扩展 

对象等。 

2．2功能设计 

(1)地图编辑 

地图编辑是指对作战图(作战背景图、专题图等)、军事 

目标的标绘信息及属性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分层等操作。 

(2)地图检索显示 

它能选择显示：独立地物，居民地，道路，境界，水系， 

地貌，土质，植被，筒图、所有图层、用户自定义等多种图 

层，以形成满足作战要求的作战背景图。 

(3)态势编辑 

可完成态势图的军标标绘、军标移动、军标删除、军标 

缩放、军标旋转和军标属性修改等操作。 

(4)军标管理与制作 

对标绘的军标进行整饰、删除、移动、拷贝等编辑操作。 

制作各种应用需要的特殊点状军标，用于态势图和态势信息 

的处理。 

(5)动态军标标注 

即能在作战图上标绘阵地、方向、区域等实时作战要素。 

作战时，指挥端与作战部队在作战背景图上进行协同标绘， 

把首长决心和现场战情直观地体现在电子地图中。 

(6)路径择优与计算 

利用电子地图提供的数据，进行简单的路径择优计算， 

满足反恐维稳的分析需要。它主要用于计算最佳救援路线、 

最佳撤离路线，并将结果以不同颜色在地图中高亮显示出来。 

2．3系统的应用 

(1)指挥计划标绘作业 

它主要用于作战筹划阶段，其处理对象是未来作战进程 

的预计和设想。它要求图形模块具备按标准标绘、管理各种 

作战计划图的能力。 

(2)态势信息处理 

它主要用于作战控制过程中，其处理对象是战场中实际 

发生的情况。它要求图形模块提供实时、图形化的战场感知 

能力，具备较强的图库关联、图文关联能力，能够按作战要 

求和对象描绘作战空间，为指挥员掌握战场情况、控制作战 

进程决策提供依据。 

(3)构建作战底图库 

即按不同的反恐维稳作战要求，构建相应的作战底图库， 

包括全国地图、区域地图等不同的专题图库，并对图库集中 

管理和维护，以保证不断增长的应用需要。用户可根据需要 

选择相应的专题图库，并可定制、显示不同范围的背景地图， 

同时，可在图上查询与当前作战关心的地理要素的相关资料。 

将可能发生反恐维稳事件的要素(如化工厂、加油站、核工厂 

等)与地理信息相关联，并与其属性数据相结合，标绘在作战 

底图中。 

(4)提供带有作战背景的地理信息服务 

即充分利用原有数据库的信息，按不同条目、不同层次 

将与作战相关的地理信息在背景地图上显示。通过在电子地 

(下转第 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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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拾取等动作都是由玩家按键控制的，即可移动的精灵。 

可移动的精灵在 J2ME中，可通过 Sprite接 13来控制它们的 

动画效果。 

固定元素主要包括属于背景的一些不能自由移动的物体 

和属于 UI(User Interface)层面的操作界面的显示，比如： 

各种对话框、提示信息的显示等。它们与主角没有遮挡关系， 

这些固定元素总是在背景和人物的最上层。 

2．2火焰特效在J2ME游戏中实现 

要在 J2ME手机游戏中实现火焰特效，需要考虑火焰绘 

制的方法、绘制顺序和绘制速度3个方面的问题。火焰绘制 

顺序的控制主要处理火焰特效与地图背景、人物之间的遮挡 

关系。用定时器来控制特效动画中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 

控制火焰绘制的速度。 

2．2．1火焰特效的绘制方法 

绘制火焰要确定火焰出现的位置和火焰的大小。在实现 

过程中，设定火焰特效的范围是规则的矩形，根据火焰的位 

置和大小计算特效显示的边界值，确定屏幕范围，然后根据 

式(1)对这个范围内的屏幕像素进行逐点计算，最后将这一区 

域绘制到屏幕上。绘制过程的代码如下： 

endy：starty+FIRE
—

HEIGHT； 

endx：startx+FIRE
—

WIDTH； 

for(y：starty；Y<endy；Y++) 

for(x=startx；x<endx；X++)f 

byte index=(getlndex(x，y)+ getlndex(x，Y+1)+ 

getlndex(x一1，Y+1)+getlndex(x+1，Y+1))／4； 

rgbData[x—m—Pos．X FIRE—WIDTH+Y—m—Pos．y]：index； 

drawPixel(m_pDib，X，Y，唱bData[index])； 

】 

2．2．2定时器的设定 

特效的实现需要控制特效动画中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 

的定时器。为了实现比较流畅的动画效果，这个时间不能太 

长，但是绘制一定数量的特效本身就需要时间，再加上人物、 

背景等元素的绘制，时间会很长，因此这个时间也不能太短。 

在没有加入特效的时候，刷屏时间设定为 200ms，即每 

200ms处理一次数据同时绘制一次屏幕，这样的间隔对于特 

效来说明显太大。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再设置一个 

间隔小的定时器，但是这样完成的效果是不符合实际的，2 

种绘制交替进行，无法保证特效的绘制一定在背景之上，有 

时会发生特效短暂的消失。 

因此，整个绘制过程要统一进行，将数据处理与界面绘 

(上接第 263页) 

图上显示必要的静态和动态信息，从而直观、清楚地了解各 

种预案的基本情况。 

(5)实时作战标绘 

部队在作战中经常需要实时动态标图作业。作战标绘即 

结合军标符号库，在背景地图上，通过标绘各种点、线、面、 

文字注记等作战要素，制作首长决心图、战斗经过图、兵力 

部署图等。MGIS的基础图库及态势信息的更新数据从MGIS 

服务器上获取。 

3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Web的集信息发布与多媒体通信技 

术为一体的反恐维稳指挥自动化系统。系统集地理信息、情 

报信息、作战信息及作战预案于一体，为指挥员提供了一种 

制分开。经过测试，100ms的时间间隔较为合适，而为了保 

持 200ms的数据刷新时间，最方便的办法是设定 2个定时器， 

各自独立处理。也可以设定一个 100ms的定时器，并附一个 

记录变量，当累计到 200ms时，处理一次数据。 

2．2．3遮挡关系的处理 

对于火焰特效，与背景地图的遮挡关系比较简单，总是 

属于背景，在地图背景之上的。但与人物的遮挡关系就复杂 
一 点，要根据人物与火焰特效的相对位置来决定。由于人物 

总是移动的，火焰特效的绘制顺序并不是不变的，可能在绘 

制人物之前，也可能在绘制人物之后。这个顺序要根据人物 

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才能正确地显示人物和背景与火焰 

特效之间的遮挡关系。 

在游戏中实现火焰特效时，特效的绘制要与人物的绘制 

统一起来，每当绘制周期到来时，要根据人物与特效之间的 

位置关系，排列它们的绘制顺序，即纵坐标小的先画，大的 

后画，这样的效果就符合事实了。以下的代码示意了人物与 

火焰的遮挡关系的处理： 

If(role—Y>fire—Y)( 

drawRole()； 

drawFire()；】 

else( 

drawFire()； 

drawRole()；】 

3展望 
随着手机硬件的进步，粒子系统技术可以更好地服务于 

手机游戏，更多更逼真的特效效果将被实现并应用到手机游 

戏中，而建立更完善的模型将是手机粒子系统要面临的问题 

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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