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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地圖元資料的3 D分層的方法、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及計算設備 

METHOD , COMPUTER-READABLE STORAGE MEDIUM AND COMPUTING DEVICE FOR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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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描述了用於渲染地圖的視圖的技術和工具，在視圖中地圖元資料元素在觀察者導航通過的3D 
空間中分層。諸如文字標記之類的元資料元素在3D空間中的分層促進在地圖導航期間放大、縮小 

以及滾動操作的視差效果和平滑運動效果。計算設備可決定與3D空間中的視圖海拔相關聯的觀察 

者位置，隨後基於觀察者位置和在3D空間中的不同元資料海拔處分層的元資料元素來渲染地圖視 

圖的顯示。例如，計算設備在對各個標記指示的元資料海拔處將文字標記放置在3D空間中與各個 

標記相關聯的特徵之上。計算設備從所放置標記的點和從觀察者位置可見的地圖表面層的點建立地 

圖視圖。

Techniques and tools are described for rendering views of a map in which map metadata elements are 
layered in 3D space through which a viewer navigates. Layering of metadata elements such as text labels 
in 3D space facilitates parallax and smooth motion effects for zoom-in, zoom-out and scrolling operations 
during map navigation. A computing device can determine a viewer position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a view 
altitude in 3D space, then render for display a map view based upon the viewer position and metadata 
elements layered at different metadata altitudes in 3D space. For example, the computing device places text 
labels in 3D space above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respective labels, at the metadata altitudes indicated 
for the respective labels. The computing device creates a map view from points of the placed labels and 
points of a surface layer of the map that are visible from the viewer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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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關於地圖元資料的3D分層。

【先前技術】

電腦輔助地圖導航工具已實現了廣泛的接受度。使用者 

可用在各個網站處可用的地圖導航工具來尋找位址或方 

向。一些軟體程式允許使用者在地圖上導航，朝地面方向 

放大或遠離地面縮小，或在不同地理位置之間移動。在汽 

車中，GPS設備多年來已提供基本道路導航。最近，用於 

蜂巢式電話和其他行動計算設備的地圖導航軟體已允許 

使用.者放大、縮小地圖.並在其上四處移動5該地圖示出關 

於地理特徵、城鎮、城市、縣和州位置、道路和建築物的 

細節。

地圖導航工具通常將關於地圖特徵的元資料呈現為「揉 

入到」地圖的平面二維（「2D」）視圖中。例如5在自頂向 

下的地圖視圖中，文字標記被寫在適當位置的道路細節或 

圖像細節上，並且文字標記被有效地呈現在與道路或圖像 

細節相同的地平面處。由於需要在查看地圖的任何給定層 

面顯示的資訊的密度，此舉可導致過度的視覺複雜性。

為了減小細節的密度，許多地圖導航工具隱藏或展現取 

決於地圖的視圖層面的元資料。例如，若視圖接近諸如建 

築物之類的小規模特徵，則展現關於該特徵的文字標記， 

但是若視圖遠離該小規模特徵則隱藏關於該特徵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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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另一方面，關於諸如國家或卅之類的大規模特徵的 

文字標記在高層面視圖處圖示*但在更接近於地平面的視 

圖處隱藏。然而*在任何給定視圖層面處5所展現的文字 

標記仍然被揉入到地圖的平面2D視圖中。並且，當一個 

2D視圖被示出不同元資料的下一個2D視圖替代時，在不 

同視圖層面之間的轉換可能是突然的。結果，觀察者在轉 

換期間可丟失上下文並且變得分不清方向 。

【發明內容】

本案描述了用於渲染地圖的視圖的技術和工具，在視圖 

中地圖元資料元素在觀察者導航通過的三維（「3D」）空間 

中分層。地圖元資料元素在3D空間中的分層促進地圖導 

航中放大、縮小以及滾動操作的平滑運動效果。在許多情 

況下，該等技術和工具有助於觀察者維護貫穿不同視圖層 

面之間的轉換的上下文，此舉改善了使用地圖導航工具的 

整體體驗。

根據本文描述的技術和工具的一態樣5計算設備決定與 

3D空間中的視圖海拔相關聯的觀察者位置。計算設備亦決 

定一或多個地圖元資料元素，諸如指示標題、距離或關於 

地圖上的特徵的其他細節的文字標記。地圖元資料元素具 

有3D空間中的元資料海拔並且與地圖的特徵（例如，建 

築物、街道、鄰居、城市，或州）相關聯。計算設備至少 

部分地基於觀察者位置和地圖元資料元素在3D空間中的 

不同海拔處的分層來渲染地圖視圖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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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地圖視圖至少部分地取決於（觀察者位置的）視圖 

海拔如何與3D空間中的地圖元資料元素的不同元資料海 

拔相關。例如，計算設備在針對標記指示的元資料海拔處 

將元資料文字標記分別放置在3D空間中與該標記相關聯 

的特徵之上。計算設備從地圖表面層的點和從觀察者位置 

可見的所放置標記的點建立地圖視圖（例如，不被另一個 

特徵或標記遮擋、在與觀察者位置的聞值距離內、用一或 

多個像素來渲染）。在一些情況下，所放置的標記與3D空 

間中的表面層平行並在觀察者位置的海拔以下。在其他情 

況下，一些所放置的標記與3D空間中的表面層垂直，而 

其他標記與3D空間中的表面層平行並在觀察者位置之上。

對於在觀察者位置改變時的導航，計算設備重複渲染針 

對可具有 3D 空間中的不同視圖海拔及/或不同地理位置 

（例如，按照表面層處的位置）的觀察者位置的地圖視 

圖。對於與3D空間中的不同元資料海拔相關聯的元資料 

元素，該等元素可表現為在不同視圖之間移位不同距離 ， 

以便在考慮3D空間中的觀察者位置之間的地理位置改變 

時提供視差效果。

當在地圖的自頂向下視圖和鳥瞰視圖之間轉換時，渲染 

可包括將一些元資料元素放置成與3D空間中的表面層平 

行以便渲染自頂向下視圖，而將元素放置成與3D空間中 

的表面層垂直以便渲染鳥瞰視圖。與此同時，當渲染鳥瞰 

視圖時，可將其他元資料元素放置成與表面層平行並在觀 

察者之上。在地圖的多個鳥瞰視圖之間，元資料元素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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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為在具有地圖中特徵的上下文中旋轉和缩放以考慮3D

空間中的觀察者位置之間的改變。在轉換到地圖上的特定

特徵（例如，建築物、地標）的照片視圖之後，渲染可呈

現關於該特定特徵的附加元資料文字細節。

為了提供地圖視圖之間的平滑轉換並且由此有助於觀 

察者維護上下文，計算設備可在3D空間中的初始觀察者 

位置和目的地觀察者位置之間重複地決定觀察者位置，並 

且在新觀察者位置處渲染地圖的新視圖。具體而言，此舉 

可促進導航中放大、縮小和滾動操作的平滑運動效果。例 

如，當視圖海拔在3D 空間中降低時為了在多個自頂向下 

視圖之間轉換時提供平滑的放大效果，元資料文字標記隨 

箸視圖海拔接近目標海拔或距離表現為變得更大且更 

濃，但隨著視圖海拔繼續下降到目標海拔或距離以下表現  

為變得更大且更淡，從而產生標記逐步淡化或消失的效 

果。作為另一個實例，為了提供地圖的自頂向下和鳥瞰視 

圖之間的平滑轉換，標記隨著視圖海拔向標記的元資料海 

拔方向降低表現為旋轉遠離觀察者，隨後表現為在標記的 

元資料海拔處翻轉。

根據本文描述的技術和工具的另一態樣 > 客戶端計算設 

備和伺服器計算設備交換資訊以促進地圖導航。客戶端計 

算設備發送對地圖的地圖資訊的請求。在一些情景中，該 

請求指示一或多個搜尋詞。在其他情景中，該請求簡單地 

指示與3D空間中的視圖海拔相關聯的觀察者位置。作為 

回應，客戶端計算設備接收地圖元資料元素。各個地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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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元素與地圖的各個特徵相關聯。當客戶端計算設備發

送了搜尋詞時，客戶端計算設備亦可接收與3D空間中的

視圖海拔相關聯的觀察者位置。客戶端計算設備隨後渲染

地圖視圖，例如如上所述。

相反地，伺服器計算設備從客戶端計算設備接收對地圖 

資訊的請求，其中例如該請求指示一或多個搜尋詞或與3D 

空間中的視圖海拔相關聯的觀察者位置。伺服器計算設備 

決定具有3D空間中的海拔的一或多個地圖元資料元素， 

地圖元資料元素可用於至少部分地取決於觀察者位置的 

海拔如何與如3D空間中分層的地圖元資料元素的不同元 

資料海拔相關來渲染地圖視圖。當該請求指示一或多個搜 

尋詞時，伺服器計算設備至少部分地基於一或多個搜尋詞 

的搜尋結果來決定地圖元資料元素，並且亦可基於一或多 

個搜尋詞來決定觀察者位置。伺服器計算設備將一或多個 

地圖元資料元素（以及在一些情況下，觀察者位置）發送 

給客戶端計算設備。

為了促進在觀察者位置改變時導航，伺服器計算設備可 

從客戶端計算設備接收對地圖資訊的第二請求，其中例如 

該第二請求指示一或多個其他搜尋詞或3D空間中的第二 

觀察者位置。伺服器計算設備可隨後決定具有3D空間中 

不同海拔的附加地圖元資料元素5並且將附加地圖元資料 

元素（在一些情況下 > 與第二觀察者位置一起）發送給客 

戶端計算設備。通常5第一批地圖元資料元素和附加地圖 

元資料元素足以供客戶端計算設備渲染第一觀察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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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初始位置）和第二觀察者位置（作為目的地位置） 

之間的地圖新視圖，並且由此提供兩個觀察者位置之間的 

平滑轉換。

: 從參考附圖進行的以下詳細描述中，將更清楚本發明的

■. 前述和其他目標、特徵和優點。

【實施方式】

本案描述了用於渲染其中地圖元資料元素與地圖基層 

. 分離開的地圖的視圖的技術和工具。地圖元資料元素可在

3D空間中在地圖的基層之上分層。例如，地圖元資料元素 

與諸如地圖中的建築物、道路、城鎮、城市、州之類的特 

徵相關聯，並且地圖元資料元素被放置在3D空間中取決 

於特徵規模的海拔（針對建築物和道路的較低海拔、針對

- 城市的較高海拔等）處地圖元資料元素與其相關聯的特徵

. 之上。在各種情景中，地圖元資料元素的3D分層改善了

使用地圖導航工具的整體體驗。

• 使地圖元資料元素與地圖的基層分離開以及使用地圖

上的地圖元資料元素的3D 分層簡化了針對給定任務決定 

要展現或隱藏哪些地圖元資料元素的程序。例如，取決於 

搜尋詞，選擇地圖元資料元素的不同子集以便渲染。此 

外，海拔值在決定要展現或隱藏哪些元資料元素時提供了

- 元資料元素的自然分層結構。

. 地圖上的地圖元資料元素的3D分層亦促進在觀察者導

航通過3D 空間時在地圖上進行放大、縮小以及滾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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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滑運動效果。為了幫助使用者維護貫穿不同視圖層面 

之間的轉換的上下文，放置在3D 空間中的地圖元資料元 

素可表現為在上下文中被縮放及/或旋轉至使用者的地圖 

視圖。為了提供使用者在3D空間中的地圖元資料元素上 

移動時的視差效果，取決於3D空間中的海拔，地圖元資 

料元素可以在不同視圖之間移位不同量。放置在3D空間 

中的地圖元資料的該等和其他圖形變換在導航通過地圖 

期間添加使用者的視覺深度和上下文。

具有3D空間中的不同海拔的示例性地圖元資料元素

在由地圖導航工具呈現的一般地圖視圖中，呈現在地圖 

視圖上的元資料的密度可建立視覺複雜性。在不同視圖中 

選擇性地隱藏和展現地圖元資料可有助於限制所呈現元 

資料的密度，但是不同視圖之間的轉換是有問題的。本文 

描述的技術和工具根據3D空間中的海拔來對地圖元資料 

元素分層。該3D分層提供了地圖元資料的自然分層結構 

以便渲染。其亦提供了使觀察者位置與在渲染地圖視圖時 

要隱藏或展現哪些地圖元資料元素的選擇相關的直接方 

式。

圖1圖示具有3D空間中的不同海拔的地圖元資料（100） 

的實例。地圖元資料（100）是出現在具有道路細節和其 

他地理特徵的表面層之上的文字標記。不同元資料文字標 

記具有與3D 空間中的元資料文字標記相關聯的不同海 

拔。在圖1中，地圖元資料出現在六個不同海拔處：50哩、 

20 哩、36000 呎、18000 呎、6000 呎和 2000 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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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地圖元資料元素與取決於由地圖元資料註釋 

的特徵的規模的海拔相關聯。諸如國家和大州之類的大規 

模特徵與較高的海拔相關聯。在圖ί中，最高的海拔地圖 

元資料是與50哩的海拔相 關聯的 Washington （華盛頓州） 

的文字標記。諸如建築物和小街道之類的小規模特徵與較 

低的海拔相關聯。在圖1中，最低的海拔地圖元資料是與 

2000呎的 海拔相 關聯 的Occidental （西 方）的文字標記。 

Jackson St.（傑克遜街）和 King St.（國王街）的地圖元資 

料文字標記與6000呎的海拔相關聯 > 並且Pioneer Square 

（先鋒廣場）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與18000呎的海拔相 

關聯。對於逐步變大的規模特徵，International District（國 

際區）和 Seattle （西雅圖）分別與36000呎和 20哩的海 

拔相關聯。通常，元資料元素的元資料海拔隨著由元資料 

元素註釋的特徵的地理規模而增加。

為了簡明起見，圖1只圖示在每一個所指示的海拔處的 

地圖元資料（100）的一個或兩個實例。地圖元資料的真 

實世界實例通常將包括地圖特徵的多得多的標記。例如， 

地圖中的許多其他街道的標記可與圖1中的 2000呎和 

6000呎的海拔相關聯。另一方面，在一些情景中，渲染在 

地圖視圖中的地圖元資料故意限於聚焦在觀察者最可能 

感興趣的元資料上。這可以是例如當回應於搜尋來選擇或 

為了特定任務以其他方式選擇地圖元資料時的情況。

如圖1所示，地圖元資料（100）可以是州、城市、鄰

居和街道的地點名稱的文字標記。地圖元資料亦可以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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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建築物內的商店、地標或地圖中的其他特徵的文字 

標記。除了名稱之外，地圖元資料可以是特徵之間的距 

離。或者，地圖元資料可提供諸如聯絡資訊（例如，電話 

號碼、網頁、位址）、評論、評級、其他註解、菜單、照 

片、廣告促銷，或遊戲（例如，地理快取記憶體、地理標 

籤）之類的給定特徵的附加細節。鏈路可被提供給網頁> 

以啟動網頁瀏覽器並導航到關於該特徵的資訊。

就便於儲存和傳送的資料組織而言 > 地圖元資料的各個 

元素可具有海拔的屬性或特性。每個地圖元資料元素分配

一個海拔促進不同特徵的不同海拔的細微性指定。或者， 

不同地圖元資料元素按照層組織，以使在 2000呎的所有 

地圖元資料元素組織在一起、在 6000呎處的所有地圖元 

資料元素組織在一起等。按照海拔層組織地圖元資料可促 

進影響整個層的元資料的操作。不管地圖元資料如何組織 

以便儲存和傳送，地圖元資料元素的3D分層可以是地圖 

視圖中的元資料元素的渲染程序的一部分。

地圖元資料的不同海拔的數量和用於不同海拔的值取

決於實現。為了說明地圖元資料的不同海拔的概念，圖1

圖示分離開很遠的六個不同海拔，但在3D空間中可存在

更多或更少的不同海拔1並且海拔可具有不同於圖1所示 

的值。在實際使用情景中，多個層的地圖元資料通常將具

有更靠近在一起的海拔 特別是在當併發渲染來自多個層

的元素以便顯示的情形中 地圖元資料元素的海拔可以是

靜態的，或者為了呈現起見可從最初分配的值動態地調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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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例如，當使用者在3D空間中導航時，可使地圖元

資料元素的海拔值更靠近在一起以使視差效果是更為漸

進的。（併發渲染具有寬間隔的海拔的元資料元素可導致

在觀察者改變地理位置時太突變的視覺效果。）

地圖元資料的不同海拔的數量可能影響使用者體驗的 

品質。若使用太少的不同海拔，則當同時展現或隱藏許多 

細節時轉換可變得突變，並且給定地圖視圖可變得擠滿突 

然出現的元資料細節。另一方面，當計算設備在不同視圖 

之間在逐個元素的基礎上決定地圖元資料的適當縮放、取 

樣調節等時，具有太多的不同海拔可導致過度的計算複雜 

性。此外，若在渲染決定中以明顯不同的方式處理具有相 

近海拔值的元素，結果對於使用者而言可能是出乎意外的 

或不知所措的。

在圖1中，按照呎和哩提供地圖元資料（100）的海拔。 

用於表示海拔值的單位取決於實現；可使用公制單位或任 

何其他量測系統中的單位。海拔值可以是地圖的表面層以 

上或海平面以上的真實世界海拔。或者，海拔值更抽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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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性渲染具有3D空間中的不同海拔的地圖元資料元

素

圖2圖示用於渲染取決於觀察者位置和3D空間中的地

圖元資料元素的不同海拔的地圖視圖的通用技術（ 200）。

諸如行動計算設備或其他客戶端計算設備之類的工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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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該技術（200 ）。

最初，工具決定（210）與3D空間中的海拔相關聯的觀 

察者位置（此處，視圖海拔，或觀察者位置的海拔）。例 

如，觀察者位置最初是預設的觀察者位置、在前一導航通 

信期中到達的最後觀察者位置、先前保存的觀察者位置， 

或指示為搜尋結果的觀察者位置。在後續迭代中5觀察者 

位置可以是3D空間中的目的地觀察者位置或3D空間中的 

前一觀察者位置和目的地觀察者位置之間的中間觀察者 

位置。

工具渲染（ 220 ）地圖視圖以便顯示。工具基於觀察者 

位置的視圖海拔和3D空間中的地圖元資料元素可能在針 

對不同元資料元素而不同的元資料海拔（亦即，元資料元 

素的海拔）處的分層來渲染（220）視圖。例如，地圖元 

資料元素是在3D空間中的不同海拔處的文字標記，並且 

所渲染的視圖取決於觀察者位置的視圖海拔如何與3D 空 

間中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的不同元資料海拔相關。工具 

可從客戶端計算設備及/或從伺服器計算設備（例如，使用 

參考圖9a和9b描述的技術）獲得地圖元資料元素。

作為渲染（ 220 ）的一部分執行的準礁操作取決於實現。 

在一些實現中，考慮觀察者位置的海拔、地理位置和角 

度，工具決定視野（例如，源於觀看位置並向表面層延伸 

的容量）並標識在視野中的地圖特徵（或者，對於遙遠的 

特徵，具有該特徵之上的在視野中的空間）。隨後，對於 

彼等特徵，工具選擇地圖元資料元素。此舉可包括在視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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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可見（例如，在距觀察者位置的闔值距離內）的所 

標識特徵的全部地圖元資料元素。或者，其可包括與導航 

情景（例如，搜尋）相關的彼等可能可見的地圖元資料元 

素的子集。工具將3D空間中的所選地圖元資料元素放置 

在其各自的海拔處由該等元素標記的特徵之上，並且取決 

於元資料海拔及/或距觀察者位置的距離來分配元素的解 

析度。例如，所分配的解析度指示元素的大小以及元素有 

多淡或多濃。例如，為了渲染地圖的自頂向下視圖，工具 

將3D 空間中的元素放置成與地圖的表面層平行。或者， 

為了渲染地圖的鳥瞰視圖，工具將3D空間中的一些元素 

放置成垂直於表面層、在表面層處或在其附近。（為了渲 

染鳥瞰視圖，可將其他元素放置成與表面層平行並在觀察 

者位置之上，以提供向上看天空中的元素的效果。）最後， 

工具從表面層的點和從觀察者位置可見的（例如，不被另 

一個特徵或標記遮擋、在距觀察者位置的聞值距離內、用 

一或多個像素來渲染）所放置標記的點建立地圖視圖。例 

如，工具從表面層和空的大氣空間開始，隨後合成從表面 

層向上移動到觀察者位置或從觀察者位置向外移動的元 

資料元素。該階段在渲染鳥瞰視圖時提供元素和特徵的旋 

轉、縮放、朝透視點方向收縮等的效果。或者，工具使用 

不同次序的動作 '使用附加動作5或使用不同動作來實現 

渲染（220）。

儘管工具主要以取決於元資料海拔的方式調節地圖元

資料元素的渲染（ 220 ），但是工具亦可在渲染之前或在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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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期間調節元資料海拔本身。例如，工具調節地圖元資料 

元素的元資料海拔以使海拔更靠近在一起。若所渲染的元 

資料元素在海拔上相.隔太遠，則觀察者的地理位置的小改 

變可導致一個地圖元資料元素的極為明顯的位移，而導致 

另一個地圖元資料元素的不太明顯的位移。為了避免該等 

突變的視差效果，可使元素的元資料海拔更靠近在一起 ， 

同時保持元素之間的相對次序和相對距離。當觀察者導航 

通過3D空間時，此舉導致元資料元素的規模和明顯位置 

的更漸進改變。

一般而言，為進行渲染，工具執行對在3D空間中分層 

的地圖元資料元素的各種操作，包括旋轉、縮放、取樣值 

的調節、以及對地圖元資料細節的選擇性抑制或添加。圖 

4a-4d、5 a-5 d、6a-6d、7a-7d和 8圖 示對地圖元資料文字 

標記的該等和其他操作的實例。對導航期間如何以及何時 

呈現地圖元資料元素的調節有助於觀察者在導航期間保 

持方向°圖 4a-4d、5a-5d和 6a-6d圖示在導航通過在 3D 

空間中分層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期間所渲染的自頂向 

下視圖的實例，其中元資料海拔是要渲染哪些元資料以及 

如何渲染該等細節的主指示符。圖7a-7g圖示自頂向下視 

圖和鳥瞰視圖的實例。在自頂向下視圖和從自頂向下到鳥 

瞰角度的轉換中，元資料海拔仍然被認為是決定地圖元資 

料文字標記的細節和規模水平的參數。在鳥瞰視圖中，工 

具亦考慮距觀察者的距離，離開觀察者向地平線延伸，以 

決定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的細節和規模水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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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到圖2,工具決定（230）其是否已到達目的地觀察 

者位置以便渲染地圖視圖。目的地觀察者位置可以是初始 

（並且僅僅）觀察者位置，或者其可以是不同觀察者位 

置。若工具亦沒有到達目的地觀察者位置，則工具重複決 

定（210）和渲染（ 220 ）另一個觀察者位置的動作。就在 

2D表面上的地理位置及/或3D空間中的視圖海拔而言，其 

他觀察者位置可不同於前一觀察者位置。以此方式，工具 

可連續地重複決定（210）和渲染（ 220）第一、第二、第 

三等觀察者位置的動作，或者工具可保持當前地圖視圖。

工具可對指示觀察者位置的改變的使用者輸入作出反 

應。例如，使用者輸入是來自觸控式螢幕的手勢輸入或來 

自鍵盤的鍵擊輸入。在此情況中 > 工具決定（210）由輸 

入指示的新觀察者位置（或用以朝由輸入指示的目的地方 

向轉換的新觀察者位置），並渲染（ 220 ）彼新觀察者位置 

的視圖。具體而言，為了當在海拔之間縮放及/或在地理位 

置上從初始觀察者位置滾動到目的地觀察者位置時提供 

平滑運動效果，工具可對初始和目的地觀察者位置之間的 

觀察者位置重複決定（210）和渲染（ 220 ）動作。為了平 

滑運動效果所渲染的地圖視圖的數量取決於實現。例如， 

每秒渲染四個地圖視圖。在朝給定目的地觀察者位置方向 

的該轉換期間，若中斷（例如，藉由指示新目的地觀察者 

位置的使用者輸入），則工具可分配新目的地觀察者位置。

用於渲染地圖元資料的示例性軟體體系結構

圖3圖示地圖導航工具的示例性軟體體系結構（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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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地圖導航工具渲染取決於觀察者位置和3D空間中的地

圖元資料的不同海拔的地圖視圖。客戶端計算設備（例

如，智慧型電話或其他行動計算設備）可執行根據體系結

構（3 00 ）組織的軟體以根據圖2的方法（ 200 ）或另一種

方法來渲染視圖。

體系結構（300 ）包括設備作業系统（350）和地圖導航 

框架（310）。設備OS （ 350 ）管理使用者輸入功能、輸出 

功能、儲存存取功能、網路通訊功能、以及設備的其他功 

能。設備OS （350）提供對地圖導航框架（310）的該等功 

能的存取。

使用者可產生影響地圖導航的使用者輸入。設備 OS

（350 ）包括用於辨識使用者手勢和其他使用者輸入並建 

立可由地圖導航框架（310 ）使用的訊息的功能。地圖導 

航框架（310）的解釋引擎（314）監聽來自設備OS （350） 

的使用者輸入事件訊息。UI事件訊息可指示平移手勢、輕 

彈（flicking ）手勢、拖動手勢，或設備的觸控式螢幕上的 

其他手勢、觸控式螢幕上的輕叩、鍵擊輸入，或其他使用 

者輸入（例如 > 聲音命令、方向按鈕、軌跡球輸入）。解 

釋引擎（314）將UI事件訊息翻譯成發送給地圖導航框架

（310）的定位引擎（316）的地圖導航訊息。

定位引擎（316）考慮當前觀察者位置（可能從地圖設 

置資料儲存器（311）提供作為已保存的或最後的觀察者位 

置），來自解釋引擎（314）的指示觀察位置的所需改變的 

任何訊息，以及具有3D 空間中的不同元資料海拔的地圖

18



1500905

元資料。從該資訊中，定位引擎（316）決定3D空間中的

觀察者位置。定位引擎（316）向渲染引擎（318）提供觀

察者位置以及觀察者位置附近的地圖元資料 。

定位引擎（316）從地圖元資料資料儲存器（312）獲得 

地圖的地圖元資料。地圖元資料資料儲存器（312）快取 

最近使用的地圖元資料。在需要時，地圖元資料資料儲存 

器（312）從本端檔案儲存器或從網路資源獲得附加或已 

更新的地圖元資料。設備OS （350）仲裁對儲存器和網路 

資源的存取。地圖元資料資料儲存器（312）從儲存器或 

網路資源經由設備OS （350 ）請求地圖元資料，該設備OS 

（350 ）處理該請求、接收回復、並將所請求的地圖元資 

料提供給地圖元資料資料儲存器（3 12）。在一些情景中， 

對地圖元資料的請求採取搜尋查詢的形式，並且返回回應 

於搜尋的地圖元資料。

渲染引擎（318）處理觀察者位置和3D空間中的地圖元 

資料，並且渲染地圖視圖。取決於使用情景，渲染引擎 

（318）可渲染來自本端儲存器的地圖元資料、來自網路 

服務器的地圖元資料，或來自本端儲存器的地圖元資料和 

來自網路服務器的地圖元資料的組合。渲染引擎（318 ） 

將所渲染的地圖視圖的顯示命令提供給設備OS （ 350 ）以 

便在顯示器上輸出。

示例性放大和縮小導航

圖4a-4d圖示隨著視圖海拔降低在導航通過3D空間中

的不甩海拔處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期間的示例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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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圖（410、420、43 0、440 ）。圖4a圖示華盛頓州）西部 

的高層面地圖視圖（410）。Washington的元資料文字標記 

在 3D 空間中比城市 Seattle、Bremerton和Issaquah的名 

稱更接近於當前觀察者位置。Washington的標記的大小因 

而更大以表示更接近於觀察者（以及所註釋的地理特徵的 

更大規模）。

在圖4b中，當觀察者朝Seattle方向放大時，觀察者位 

•置的海拔已降低。在圖4b的地圖視圖（ 420）中，當觀察 

者位置的海拔接近與 Washington標記相關聯的海拔時＞ 

Washington的文字標記更大但更暗淡。與圖 4a相比， 
Seattle的標記在圖4b的地圖視圖（420 ）中更大且更濃。

當觀察者繼續朝 Seattle方向嗷大時，Seattle的標記的 

大小在圖4c和4d的地圖視圖（430、440 ）中增大。在與 

標記（此處，不是3D空間中該標記被放置的海拔）相關 

聯的目標海拔或離標記的目標距離以下，Seattle的標記逐 

漸變得更淡。最後，Seattle的標記被移岀地圖視圖，或者 

若觀察者位置直接經過標記，則標記消失。圖7a圖示當觀 

察者位置的海拔繼續降低時甚至更接近地圖表面層的自 

頂向下視圖（710）。在圖7a中5 Washington和Seattle的 

標記已放大超出視野，並且城市內的元資料細節已放大進 

入視圖。

總而言之，對於圖4a-4d中所示的放大操作，元資料文

字標記出現時很小，隨後在視圖之間逐漸變大且變濃/變清

晰。在到達峰值濃度/清晰度之後，文字標記繼續在視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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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增長但亦淡化/消失，或漂離視野。

對於縮小操作，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的渲染一般取渲染 

放大操作的鏡像。圖5a-5d圖示隨著視圖海拔增加在導航 

通過在3D 空間中的不同海拔處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期 

間的示例性地圖視圖（510、520、530、540 ）。在圖5a中， 
地圖視圖（510）圖示諸如Eastlake （東湖）的標記之類的 

元資料文字標記，當觀察者從表面層縮小時該元資料文字 

標記在視圖之間縮小尺寸。當觀察者在圖5b-5d中的地圖 

視圖（520、530、540 ）之間進行縮小時，較高海拔處的 

標記在不同視圖之間被帶入視圖中並以大尺寸渲染，且較 

寬地理區域中的較低海拔處的標記被帶入視圖中並以小 

尺寸渲染。當直接經過標記（例如5 Washington的標記） 

時，該標記開始是暗淡的，但隨著海拔增加超過標記時在 

不同視圖之間變濃。

圖4a-4d和5a-5d各自圖示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在3D空 

間中的不同元資料海拔處的併發顯示，其中該標記的大小 

和該標記的濃/淡取決於海拔。該等視覺提示有助於在放大 

和縮小操作中為觀察者決定方向。

具有視差效果的示例滾動導航

圖6a-6d圖示隨著地理位置改變在在導航通過3D 空間 

中的不同元資料海拔處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期間的 示 

例性地圖視圖（610、620、630、640 ）。具體而言，對於 

在圖6a-6d中圖示的導航，觀察者位置的海拔基本上未改 

變過，但地理位置向北/東北移動。展示了元資料文字標記

21



1500905

的視差效果，該等元資料文字標記停留在3D空間中其所

標記的特徵之上的位置'但表現為在圖6a-6d的地圖視圖

（610 ' 620 ' 63 0、640 ）之間移動。

圖6a的地圖視圖（610）圖示 Monti ake （蒙特湖）的元 

資料文字標記，例如出現在高速公路上。當觀察者向北/ 

東北移動時，Montlake的標記的位置表現為在圖6b-6d的 

地圖視圖（620、630、640 ）之間向南/西南移動。一些其 

他元資料文字標記展示更大或更小程度的視差效果。例 

如，Capitol Hill （國 會山）的 元資料文字標記被圖6c的 

渲染地圖視圖（ 630 ）完全移出視圖。與離觀察者更遠的 

低海拔相關聯的文字標記在所渲染的地圖視圖之間移位 

較小距離。

一般而言，當觀察者的地理位置改變時，不同元資料文 

字標記在所渲染的自頂向下視圖之間移位的距離取決於 

與標記相關聯的相對於視圖海拔的元資料海拔。接近觀察 

者的標記在地圖視圖之間被移位得更多，並且離觀察者更 

遠（接近於地面）的標記在地圖視圖之間被移位得更少。

另外，當海拔改變時 > 視差效果可出現在視圖之間。在 

圖5a-5c中，例如，由於在視圖海拔增加時觀察者位置的 

角度的改變，Queen Anne （安妮女王）的標記表現為漂移。 

當視圖海拔改變時，接近於邊緣的標記在地圖視圖之間被 

移位得更多，並且中間（更接近於直接在觀察者下方）的 

標記在地圖視圖之間被移位得更少。

示例性自頂向下到鳥瞰角度的改變和鳥瞰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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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a-7g圖示當視圖海拔和地理位置改變時在3D空間

中導航期間的示例性地圖視圖（710、720、730、740、750、

760、770）。緩由圖7a-7g的整個進度圖示地圖視圖中從自

頂向下角度到鳥瞰角度的轉換。

圖7a圖示在低視圖海拔處的自頂向下地圖視圖（710）。 

小街道的元資料文字標記是可見的，儘管是小尺寸。當視 

圖海拔降低經過觸發海拔時，渲染轉換地圖視圖（ 720、 

730、740、750 ）直到到達最後的鳥瞰角度。觸發海拔取 

決於實現。例如，自動轉換到鳥瞰角度的觸發海拔可以是 

1000呎。若干改變發生在圖7b-7e的轉換地圖視圖（720、 

730 、 740 、 750）中。

當視圖海拔降低時，接近觀察者的元資料文字標-記（諸 

如Pioneer Square的文字標記）在不 同視圖之間被旋轉遠 

離觀察者，如圖7b和7c的轉換視圖（ 720、730 ）所示。 

當視圖海拔經過3D空間中的標記的海拔以下（參見圖7d 

的視圖（ 740））時，在視圖之間翻轉標記的文字方向以使 

文字標記的頂部接近於觀察者而不是遠離觀察者。最後， 

文字標記以平行於3D空間中的地圖表面層的方向一致地 

渲染，具有文字標記在大氣空間中在所渲染的地圖視圖中 

的地圖表面之上浮動的效果。

街道的文字標記（標記平行於3D空間中用於自頂向下 

視圖的渲染的表面層）在圖7b和7c的視圖（720、730 ） 

之間消失。文字標記在放置成垂直於3D空間中的表面層 

之後在圖7d和7e的視圖（740、750）中重新形成。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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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標記放置成垂直於地圖表面，並且就在地圖表面之上， 

輔助在標記在鳥瞰視圖中渲染之後查看街道名稱。一般而 

言，街道標記亦分別平行於其所標記的街道。如圖7e-7g 

所示'其他標記（諸如Pioneer Square的標記）可保持平 

行於3D空間中的表面層，甚至對於鳥瞰視圖的渲染亦是 

如此。

在圖7e-7g的鳥瞰視圖（75 0、760、770 ）中，當觀察者 

位置在視圖海拔及/或地理位置方面改變時，文字標記與地 

圖特徵一起被旋轉和縮放。另外，文字標記朝遠離觀察者 

的遠透視點方向收縮。在觀察者位置改變時的旋轉和縮放 

導致視差效果，即使文字標記沒有在3D空間中移動，其 

表現為在所渲染的視圖之間移動。一般而言，在圖7e-7g 

中，垂直於表面地圖的文字標記在3D 空間中平行於其所 

標記的特徵，並且當觀察者位置改變時，3D空間中的該平 

行方向由不同視圖之間的旋轉來保持。

為了在鳥瞰視圖中渲染，視圖中的元資料文字標記的大 

小和要在視圖中展現的元資料細節水平取決於離觀察者 

的距離。細節水平和大小亦可取決於其他因素（例如5次 

要街道對主要街道、與搜尋結果相關或不相關的元資料元 

素）。

示例性照片視圖

圖8圖示地圖中的特徵的示例性照片視圖（810）。視圖

（810）圖示與地圖上的特定位置相關的元資料細節。特

定位置的元資料在3D空間中正相鄰於該位置並垂直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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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層浮動5並且相應地渲染元資料細節。在圖示實際位置

的照片視圖（810）的區域之外，視圖（810）的部分已被

變灰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 以突出顯示實際位置。

觀察者可轉換到照片視圖，例如，藉由選擇地圖的單個 

特徵。或者，觀察者可藉由直接導航到地圖上的特定特徵 

中來轉換到照片視圖。

用於請求-遞送地圖元資料的示例性客戶端-伺服器協定

圖9a和9b圖示用於分別請求和遞送具有3D空間中的 

不同元資料海拔的地圖元資料的通用技術（ 900、940 ）。 

諸如行動計算設備之類的客戶端計算設備可執行用於請 

求地圖元資料的技術（ 900 ），並且諸如網路服務器之類的 

伺服器計算設備可執行用於遞送地圖元資料的技術

（940 ） °

最初，客戶端計算設備決定（910）對地圖資訊的請求。 

該請求可包括3D空間中的觀察者位置，或者該請求可包 

括能產生3D空間中的觀察者位置的搜尋的一或多個搜尋 

詞。客戶端計算設備將該請求發送（ 920 ）給伺服器計算 

設備0

伺服器計算設備接收（ 950 ）對地圖的地圖資訊的請求 

（例如，扌旨定3D空間中的觀察者位置，或指定回應於其 

可標識3D空間中的觀察者位置的搜尋詞）。從該請求的資 

訊中，伺服器計算設備決定（ 960 ）具有3D空間中的不同 

元資料海拔的地圖元資料元素。例如，伺服器計算設備使 

用元資料海拔作為元素可見的控制參數來尋找從該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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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定的觀察者位置可見的地圖元資料元素。或者，伺服 

器計算設備使用元資料海拔作為搜尋結果的細節水平控 

制參數，來從該請求中指定的搜尋詞的搜尋結果中尋找觀 

察者位置，從搜尋結果中尋找地圖元資料元素，以及選擇 

從觀察者位置可見的彼等地圖元資料元素的部分或全 

部。地圖元資料元素可用於至少部分地取決於觀察者位置 

的海拔如何與如根據其各自的元資料海拔在3D空間中分 

層的地圖元資料元素的不同海拔相關來渲染地圖視圖。

伺服器計算設備將地圖元資料元素發送（ 970 ）給客戶 

端計算設備。伺服器計算設備可從相同客戶端計算設備接 

收對地圖資訊的第二請求。伺服器計算設備隨後決定附加 

地圖元資料元素並將該附加元素發送給客戶端計算設 

備。在一些情況下，初始和附加地圖元資料元素足以使客 

戶端計算設備渲染針對第一觀察者位置和第二觀察者位 

置之間的多個新觀察者位置中的每一個的地圖的新視圖。

返回到圖9a，客戶端計算設備從伺服器計算設備接收 

（ 980）地圖元資料並且基於觀察者位置的視圖海拔和3D 

空間中的地圖元資料元素的元資料海拔來渲染（ 990 ）地 

圖的一或多個視圖。例如，客戶端計算設備根據圖2的方 

法（ 200 ）或另一種方法來渲染視圖。當渲染從伺服器計 

算設備接收到的地圖元資料元素時，客戶端計算設備可組 

合來自其他伺服器計算設備及/或客戶端計算設備本身的 

地圖元資料元素°-

伺服器計算設備（當提供地圖元資料時）或客戶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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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當放置地圖元資料元素時）可基於使用者可能想要 

什麼來對地圖元資料元素進行排序。為了進行搜尋，伺服 

器計算設備可將較高的排名給予更有可能對觀察者有用 

的元資料，以使該等元資料被更早展現及/或給予更多的突 

出性。例如，若搜尋尋找關於特定類型的餐館或商店的資 

訊，則伺服器計算設備將比其他餐館/商店的元資料更高的 

排名分配給所選元資料，並且亦提升所選元資料相對於其 

他類型的地圖元資料（例如，為街道）的排名。或者，若 

搜尋尋找關於特定街道的資訊，則伺服器計算設備提升街 

道和方向的元資料相對於其他類型的元資料的排名。此舉 

使排名已提升的元資料在將搜尋結果與地圖元資料的3D 

分層組合的基於情景的渲染期間更快及/或具有更多的突 

出性而出現。

儘管圖9a和9b圖示單個客戶端計算設備和單個伺服器 

計算設備的動作，但是一個伺服器計算設備可提供來自多 

個客戶端計算設備的請求。此外，給定客戶端計算設備可 

在多個伺服器計算設備之間進行選擇。伺服器處理可以是 

無狀態的，或者伺服器計算設備可記住特定客戶端計算設 

備的在不同請求之間的狀態資訊。

示例性行動計算設備

圖10圖示了能夠實現本文描述的技術和解決方案的行 

動計算設備（ 1000 ）的詳細實例。行動設備（ 1000 ）包括 

在（1002 ）處概括圖示的各種任選的硬體和軟體元件。行 

動設備中的任何元件（ 1002）可與任何其他組件通訊，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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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出於促進圖示的目的未圖示所有連接。行動設備可以是 

各種計算設備（例如，蜂巢式電話、智慧型電話、手持電 

腦、膝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設備、小筆電、個人 

數位助理（PDA ）、相機、攝像機等）中的任何一個，並且 

可允許與諸如無缘保真（Wi-Fi ）、蜂巢，或衛星網路之類 

的一或多個行動通訊網路（ 1004 ）進行無線雙向通訊。

所示行動設備（ 1000）可包括用於執行諸如信號編碼、 

資料處理、輸入/輸岀處理、電源控制、及/或其他功能之 

類的任務的控制器或處理器（1010）（例如，信號處理器、 

微處理器、特殊應用積體電路（ASIC ），或其他控制和處 

理邏輯電路）。作業系統（1012）可控制對元件（1002 ） 

的分配和使用，並且支援一或多個應用程式（1014）。除 

了地圖導航軟體之外，應用程式可包括普通行動計算應用 

程式（例如，電子郵件應用程式、日曆、連絡人管理器、 

網頁瀏覽器、訊息收發應用程式），或任何其他計算應用。

所示行動設備（1000 ）可包括記憶體（1020 ）。記憶體 

（1020 ）可包括不可移動記憶體（1022 ）及/或可移動記憶 

體（1024 ）。不可移動記憶體（1022）可包括 RAM、ROM、 

快閃記憶體、硬碟，或其他熟知的記憶體儲存技術。可移 

動記憶體（ 1024 ）可包括快閃記憶體或在 GSM通訊系統 

中熟知的用戶身份模組（SIM）卡 > 或者其他諸如「智慧 

卡」之類的熟知記憶體儲存技術。記憶體（1020）可用於 

儲存資料及/或用於執行作業系統（1012）和應用程式 

（1014）的代碼。示例性資料可包括經由一或多個有線或

28 



1500905

無線網路發送給及/或接收自一或多個網路服務器或其他 

設備的網頁、文字、圖像、音檔案、視訊資料，或其他資 

料集。記憶體（1020 ）可用於儲存諸如國際行動用戶身份 

（IMSI ）之類的用戶辨識符，以及諸如國際行動裝備辨識 

符（IMEI ）之類的裝備辨識符。可將該等辨識符傳送給網 

路服務器以標識使用者和裝備。

行動設備（1000 ）能支援諸如觸控式螢幕（1032）、麥 

克風（1034 ）、相機（ 1036 ）（例如，能夠撷取靜態圖片及 

/或視訊圖像）、實體鍵盤（ 1038 ）及/或軌跡球（ 1040）之 

類的一或多個輸入設備（ 1030 ），以及諸如揚聲器（1052 ） 

和顯.示器（1054 ）之類的一或多個輸出設備（1050）。其 

他可能的輸出設備（未圖示）可包括壓電或其他觸覺輸出 

設備。一些設備可提供大於一個的輸入/輸出功能。例如， 

觸控式螢幕（ 1032 ）和顯示器（ 1054 ）可被組合在單個輸 

入/輸出設備中。

無線數據機（1060 ）可被耦合到天線（未圖示），並且 

可支援處理器（1010）與外部設備之間的雙向通訊，如本 

領域中清楚理解的。數據機（1060 ）被概括地圖示，並且 

可包括用於舆行動通訊網路（1004）及/或其他基於無線電 

的數據機（例如，藍芽（ 1064 ）或 Wi-Fi （ 1062 ））進行通 

訊的蜂巢數據機。無線數據機（1060 ）通常被配置成用於 

與一或多個蜂巢網路進行通訊，諸如用於單個蜂巢網路 

內、蜂巢網路之間，或行動設備與公用交換電話網（PSTN） 

之間的資料和語音通訊的 GSM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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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設備可進一步包括至少一個輸入/輸出埠（ 1080 ）、 

電源（1082 ）、諸如全球定位系統（GPS）接收機之類的衛 

星導航系統接收機（1084）'加速計（1086 ）、收發機（1088 ） 

（用於無線發射類比或數位信號）及/或實體連接器 

（1076），該實體連接器可以是USB埠、IEEE 1394（火線） 

埠、及/或 RS-232埠。由於可刪除任何元件並且可添加其 

他元件，所以所示元件（1002 ）不是必需的或包括所有的。

行動設備（1000）可實現本文描述的技術。例如，處理 

器（1010）可決定觀察者位置並在3D空間中的地圖導航 

期間渲染地圖視圖。處理器（1010）亦可處理使用者輸入 

以決定觀察者位置的改變。作為客戶端計算設備，行動計 

算設備可將請求發送給伺服器計算設備，並接收從伺服器 

計算設備返回的地圖元資料?

示例性網路環境

圖11圖示其中可實現該等實施例、技術和技藝的合適的 

實現環境（1100 ）的通用實例。在示例性環境（1100）中， 

由計算「雲端」（1110）提供各種類型的服務（例如，計算 

服務）。例如，雲端（1110）可包括可集中式或分散式放置 

的計算設備集，其將基於雲端的服務經由諸如網際網路之 

類的網路提供給各種類型的使用者和設備。可以不同方式 

使用實現環境（1100）從而實現計算任務。例如，一些任 

務（例如，處理使用者輸入和呈現使用者介面）可在本端 

計算設備（例如，連接的設備（1130）-（1132））上執行， 

而其他任務（例如，儲存將在後續處理中使用的資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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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端（1110）中執行。

在示例性環境（1100）中，雲端（1110）為具有各種螢 

幕能力的連接的設備（1130） - （ 1 132 ）提供服務。連接的 

設備（1130）表示具有電腦螢幕（例如，中型螢幕）的設 

備。例如，連接的設備（1130）可以是個人電腦，諸如桌 

上型電腦、膝上型電腦、筆記本、小筆電等。連接的設備 

（1131 ）表示具有行動設備螢幕（例如，小型螢幕）的設 

備。例如，連接的設備（1131）可以是行動電話、智慧型 

電話、個人數位助理、平板電腦等。連接的設備（1132） 

表示具有大型螢幕的設備。例如，連接的設備（1132）可 

以是電視螢幕（例如，智慧電視）或連接到電視的另一個 

設備（例如，機上盒或遊戲控制台）等。連接的設備（1130） 

-（1132）中的一或多個可包括觸控式螢幕能力。不具備螢 

幕能力的設備亦可被用在示例性環境（1100）中。例如， 

雲端（1110）可為沒有顯示器的一或多個電腦（例如，伺 

服器電腦）提供服務。

可由雲端（1110）經由服務供應商（1120），或經由線上 

服務的其他供應商（未描述）來提供服務。例如，雲端服 

務可被定製成特定連接的設備（例如，連接的設備（1130） 

-（1132））的螢幕大小、顯示能力、及/或觸控式螢幕能力。 

服務供應商（1120）可提供用於各種基於雲端的服務的集 

中式解決方案。服務供應商（1120）可管理使用者及/或設 

備（例如，連接的設備（1130 ） - （ 1 132 ）及/或其各自的 

使用者）的服務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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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例性環境（1100）中，本文描述的3D地圖導航技

術和解決方案可利用任何連接的設備（1130） - （1132）作

為客戶端計算設備來實現。類似地，雲端（1110）中或服

務供應商（1120）的各種計算設備中的任一個可執行伺服

器計算設備的角色並將地圖元資料遞送給連接的設備

（ 1 130 ） - （ 1 132 ）。

替換和變化

儘管為方便呈現起見一些所揭示的方法的操作是以特 

定的順序次序來描述的，但是應當理解，此種描述方式涵 

蓋重新安排，除非以下闡明的具體語言需要特定排序。例 

如，在一些情況下，可重新安排或同時執行順序地描述的 

操作。此外，為簡明起見，附圖可能未圖示其中所揭示的 

方法可結合其他方法使用的各種方式。

所揭示的方法中的任何一種可被實現為儲存在一或多 

個電腦可讀取媒體（例如，非臨時電腦可讀取媒體，諸如 

一或多個光學媒體碟（諸如DVD或CD）、揮發性記憶體 

元件（諸如 DRAM 或SRAM ），或非揮發性記憶體元件（諸 

如硬碟））上並且在電腦（例如，任何可購買的電腦，包 

括包含計算硬體的智慧型電話或其他行動設備）上執行的 

電腦可執行指令或電腦程式產品。用於實現所揭示的技術 

的電腦可執行指令中的任何一個以及在所揭示的實施例 

實現期間所建立和使用的任何資料可被儲存在一或多個 

電腦可讀取媒體（例如，非臨時電腦可讀取媒體）上。電 

腦可執行指令可以是，例如，經由網頁瀏覽器或其他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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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諸如遠端計算應用程式）存取或下載的專用軟 

體應用程式或軟體應用程式的一部分。可，例如，在單個 

本端電腦（例如，任何合適的可購買電腦）上或在使用一 

或多個網路電腦的網路環境（例如，經由網際網路、廣域 

網、區域網路、客戶端-伺服器網路（'諸如，雲端計算網路）， 

或其他此類網路）中執行該等軟體。

為清楚起見，只描述了基於軟體的實現的某些所選態 

樣。省略了本領域熟知的其他細節。例如，應當理解，所 

揭示的技術不限於任何特定的電腦語言或程式。例如，所 

揭示的技術可由用 C + +、Java、Perl、JavaScript、Adobe 

Flash，或任何其他合適的程式設計語言編寫的軟體來實 

現。同樣，所揭示的技術不限於任何特定的電腦或硬體類 

型。合適的電腦和硬體的某些細節是熟知的，因此無需在 

本案中進行詳細闡述。

此外，基於軟體的實施例中的任何一個（包括，例如， 

用於使電腦設備執行所揭示的方法中的任何一種的電腦 

可執行指令）可經由合適的通訊構件來上傳、下載，或遠 

端存取。該等合適的通訊構件包括，例如，網際網路、全 

球資訊網、網內網路、軟體應用程式、電纜（包括光纜）、 

磁通訊、電磁通訊（包括RF、微波和紅外通訊）、電子通 

訊或其他此類通訊構件。

所揭示的方法、裝置和系統不應當被認為是以任何方式

構成限制。相反，本案針對各種揭示的實施例（罩獨和與

彼此的各種組合和子組合中）的所有新穎和非顯而易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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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和態樣。所揭示的方法、裝置和系統不限於任何具體態 

樣或特徵或其組合，所揭示的實施例亦不要求存在任何一 

或多個具體優點或解決各個問題。鑒於可應用所揭示的本 

'■ 發明的原理的許多可能的實施例，應當認識到，所示實施

•- 例僅是本發明的優選實例，並且不應被認為是限制本發明

的範圍。相反，本發明的範圍由所附申請專利範圍來限 

定。因此，要求保護落入該等請求項的精神和範圍內的所 

有內容作為本發明。

•【圖式簡單說明】

圖1是圖示3D空間中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的不同元

資料海拔的不圖。

圖2是圖示用於渲染取決於觀察者位置和3D空間中的

- 地圖元資料元素的不同海拔的地圖視圖的通用技術的流

一 程圖。

圖3是圖示地圖導航工具的示例性軟體體系結構的方塊

• 圖，該地圖導航工具渲染取決於觀察者位置和3D空間中

的地圖元資料元素的不同海拔的地圖視圖。

圖4a-4d是圖示隨著視圖海拔降低在導航通過3D空間 

中的不同元資料海拔處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期間的示 

例性地圖視圖的螢幕截圖。

• 圖5a-5d是圖示隨著視圖海拔增加在導航通過3D空間

. 中的不同元貢料海拔處的地圖元貢料文字標記期間的不

例性地圖視圖的螢幕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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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4 解釋引擎

3 16 定位引擎

3 18 渲染引擎

350 設備OS

410 示例性地圖視圖

420 示例性地圖視圖

430 示例性地圖視圖

440 示例性地圖視圖

510 示例性地圖視圖

520 示例性地圖視圖

530 示例性地圖視圖

540 示例性地圖視圖

610 示例性地圖視圖

620 示例性地圖視圖

630 示例性地圖視圖

640 示例性地圖視圖

710 示例性地圖視圖

720 示例性地圖視圖

730 示例性地圖視圖

740 示例性地圖視圖

750 示例性地圖視圖

760 示例性地圖視圖

770 示例性地圖視圖

810 示例性照片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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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 輸出設備

1052 揚聲器

1054 顯示器

1060 無線數據機

1062 Wi-Fi

1064 藍芽

1080 輸入/輸出埠

1082 電源

1084 衛星導航系統接收機

1086 加速計

1088 收發機

1100 實現環境

1110 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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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a-6d是圖示隨著地理位置改變在導航通過3D空間 

中的不同元資料海拔處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的示例性 

地圖視圖的螢幕截圖。

.. 圖7a-7g是圖示隨著視圖海拔和地理位置改變在3D空

間中的不同元資料海拔處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中導航 

期間的示例性地圖視圖的螢幕截圖。

圖8是圖示地圖中特徵的示例性照片視圖的螢幕截圖。

圖9a和9b是圖示用於分別請求和遞送具有3D空間中 

的不同海拔的地圖兀賁料元素的通用技術的流程圖。

圖1 0是圖示可結合其實現本文描述的技術和工具的示

例性行動計算設備的方塊圖。

圖11是圖示可結合其實現本文描述的技術和工具的示

例性網路環境的示圖。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00 地圖元資料

200 通用技術

210 決定

220 渲染

230 決定

300 示例性軟體體系結構

3 10 地圖導航框架

311 資料儲存器

3 12 地圖元資料資料儲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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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通用技術

910 決定

920 發送

940 通用技術

950 接收

960 決定

970 發送

980 接收

990 渲染

1000 行動計算設備

1002 各種任選的硬體和軟體元件

1004 行動通訊網路

1010 控制器或處理器

1012 作業系統

1014 應用程式

1020 記憶體

1022 不可移動記憶體

1024 可移動記憶體

1030 輸入設備

1032 觸控式螢幕

1034 麥克風

1036 相機

1038 實體鍵盤

1040 軌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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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公告本
（本說明書格式'顺序，镣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绪勿填宫；惟已有申請案號者萌填咅）

探申請案號：100124082

探申請日期：100年7月7日 ※存。分類：

GolC 丄1/2丄3“卫|） 

价如仏側心）
用於地圖元資料的3D分層的方法、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及計算設備 

METHOD, COMPUTER-READABLE STORAGE MEDIUM AND 
COMPUTING DEVICE FOR 3D LAYERING OF MAP METADATA

二、 中文發明摘要：

描述了用於渲染地圖的視圖的技術和工具，在視圖中地圖元 

資料元素在觀察者導航通過的3D空間中分層。諸如文字標 

記之類的元資料元.素在3D空間中的分層促進在地圖導航期 

間放大、縮小以及滾動操作的視差效果和平滑運動效果。計 

算設備可決定與3D 空間中的視圖海拔相關聯的觀察者位 

置，隨後基於觀察者位置和在3D空間中的不同元資料海拔 

處分層的元資料元素來渲染地圖視圖的顯示。例如，計算設 

備在對各個標記指示的元資料海拔處將文字標記放置在3D 

空間中與各個標記相關聯的特徵之上。計算設備從所放置標 

記的點和從觀察者位置可見的地圖表面層的點建立地圖視 

圖。

三、 英文發明摘要：

Techniques and tools are described for rendering views of a 

map in which map metadata elements are layered in 3D space 

through which a viewer navigates. Layering of metadata 

elements such as text labels in 3D space facilitates parallax 

and smooth motion effects .for zoom-in, zoom-ou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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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olling operations during map navigation. A computing 

device can determine a viewer position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a view altitude in 3D space, then render for display a map 

view based upon the viewer position and metadata elements 

layered at di fferent metadata altitudes in 3 D space. For 

example, the computing device places text labels in 3D space 

above features associated with the respective labels, at the 

metadata altitudes indicated for the respective labels. The 

computing device creates a map view from points of the placed 

labels and points of a surface layer of the map that are visible 

from the viewer position.

2



七、申請專利範圍：

1500905 第100124082號專利申請案103年7月7日修正

/。附刖日蠶耻本）

1. 一種在包括記憶體和一處理單元的一計算設備中渲染

用於地圖導航的地圖視圖的 方法，該方法包括藉由該計算

設備執行以下步驟 ：

決定一第一觀察者位置，該 觀察者位置與3D空間中第

的一視圖海拔相 關聯

決定具有該3D 元資料海拔的一 第一地圖

元資料元素，其 一地圖 資料元素與一地圖的一第

空 間 中 的一 第

中 該 第 元

特徵相關聯；

決定具有該3D 的一第二元資料海拔的一第二地圖

元資料元素，其 中該第 二地圖元資料元素與該地圖 的一第

二特徵相關聯， 並且其 中該第二元資料海拔與該第 一元資

空 間 中

料海拔不同；

至少部分地基於該第一觀察者位置和該3D空間中 的該第

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在該地圖之一表面層上的該 

等不同元資料海拔處的分層來渲染該地圖的一第一視圖 

的顯示，其中該表面層包含用於該地圖之該第一及該第二 

特徵的圖形細節，該第一及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標示在 

該地圖的該第一視圖中的該地圖之該第一及該第二特 

徵，且其中該渲染該第一視圖的步驟至少部分地取決於該 

視圖海拔與該3D空間中的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 

素的該等不同元資料海拔的關係； 

至少部分的基於指示觀察者位置的一改變的輸入決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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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觀察者位置；

至少部分地基於該第二觀察者位置和該3D空間中的該第 

一和該第二地圖 元資料元素在該地圖之該表面層上的該 

等不同元資料海拔處的分層來渲染該地圖的一第二視圖 

的顯示，該第一及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標示在該地圖的 

該第二視圖中的該地圖之該第一及該第二特徵，其中該渲 

染該第二視圖的步驟至少部分地取決於該第二觀察者位 

. 置的視圖海拔與該3D空間中的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

料元素的該等不同元資料海拔的關係；

其中該第一視圖和該第二視圖是該地圖的自頂向下視 

圖，其中，在該第一視圖及該第二視圖中，在該3D空間 

中平行定向於該地圖之該表面層來渲染該第一地圖元資 

料元素及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且其中，與該第一視圖 

相比，在該第二視圖中由於視差效果，該第一地圖元資料 

元素被移位與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不同的一距離，以解 

• 釋在該3D空間中的該第一觀察者位置和該第二觀察者位

置之間的地理位置的改變，該第一及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 

素在該3D空間中停在由該第一及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 

個別標示的該第一特徵及該第二特徵上方的位置，但顯現 

為在該第一及該第二視圖之間移動；

決定一第三觀察者位置；

至少部分地基於該第三觀察者位置來渲染該地圖的一第

三視圖的顯示，其中該渲染該第三視圖的步驟至少部分地

取決於該第三觀察者位置的視圖海拔與該3D空間中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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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的該等不同元資料海拔的

關係，其中該第三視圖是該地圖的一鳥瞰視圖，且其中，

在該鳥瞰視圖中，在該3D空間中垂直定向於該地圖之該

表面層來渲染該第一地圖元資料元素。

2.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 

元素是分別指示關於該地圖上的該第一和該第二特徵的 

標題、距離和細節中的一個或更多個的地圖元資料文字標 

記。

3. 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渲染該地圖的該第一視圖 

的步驟包括以下步驟：

在該3D空間中分別將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放 

置該第一和該第二特徵之上，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 

元素被放置在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該等各自

• 的元資料海拔處；及

從該表面層的點以及從該第一觀察者位置可見的該第一  

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的點建立該地圖的該第一視圖。

4. 如請求項3之方法，其中該渲染該地圖的該第一視圖 

的步驟進一步包括以下步驟 ：

在該放置步驟之前，至少部分地基於作為一細節水平控制 

參數的元資料海拔來決定渲染哪些地圖元資料元素；及

作為該放置步驟的一部分，部分地取決於該視圖海拔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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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空間中的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該等各自的

元資料海拔的關係，分別將解析度分配給該第一和該第二

地圖元貢料元素；

其中決定該表面層的哪些點是可見的以及該第一和該第 

二地圖元資料元素的哪些點是可見的取決於該第一觀察 

者位置的角度而變化。

5.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第一觀察者位置與一第一 

地理位置相關聯，該第一觀察者位置的該視圖海拔在該3D 

空間中的該第一地理位置之上，其中該第二觀察者位置與 

一第二地理位置相關聯，該第二觀察者位置的該視圖海拔 

在該3D 空間中的該第二地理位置之上，並且其中該第一 

地理位置與該第二地理位置不同。

6.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在該鳥瞰視圖中，在該3D空 

間中平行定向於該表面層且針對該鳥瞰視圖在該第三觀 

察者位置之上渲染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

7.如請求項1之方法，其中該第一地圖元資料元素是一 

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並且其中針對該鳥瞰視圖，該地圖 

元資料文字標記與該地圖中的特徵一起進一步被旋轉和 

縮放。

8.如請求項1之方法，並且其中該方法進一步包括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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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算設備執行以下步驟：

渲杂該地圖的該第一特徵的一照片 視圖連同關於該第一 

特徵的文字細節的顯示，其中該照片視圖的多個部分的取 

樣值被修改以在該照片視圖內突出顯示該第一特徵。

9. •如請求項1之方法» ，該方法進一步包括藉由該計算

設備執行以下步驟：

. 對於該第一觀察者位置和該第二觀察者位置之間的一個 

或更多個新觀察者位置中的每一個：

決定該新觀察者位置；及

至少部分地基於該新觀察者位置和該3D空間中該第 

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在該等不同元資料海拔高度 

處的分層來渲染該地圖的一新視圖的顯示，其中該渲染該 

新視圖的步驟至少部分地取決於該新觀察者位置的視圖 

海拔與該3D空間中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的該

• 等不同元資料海拔的關係。

10. 如請求項9之方法，其中該重複決定並渲染該一個或 

更多個新觀察者位置的步驟藉由每秒至少四次更新顯示 

來提供在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之中平滑滾動 

及/或平滑縮放的一效果。

11. 如請求項9之方法 > 其中該一個或更多個新視圖是該 

地圖的自頂向下視圖，其中該第一地圖元資料元素是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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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元資料文字標記，並且其中：

隨著觀察者位置的視圖海拔降低並接近該3D空間中的一 

目標海拔或目標距離，該標記在不同視圖之間變得更大且 

更濃；及

隨著觀察者位置的視圖海拔進一步降低到該3D空間中的 

目標海拔或目標距離以下，該標記在不同視圖之間變得更 

大但更淡。

12. 如請求項9之方法，其中該第一地圖元資料元素是一 

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並且其中：

隨著觀察者位置的視圖海拔降低並接近與該3D空間中的 

該標記相關聯的該元資料海拔，該標記在不同視圖之間旋 

轉；及

在與該3D空間中的該標記相關聯的該元資料海拔處，該 

標記在視圖之間翻轉。

13. 一種儲存電腦可執行指令的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該 

等電腦可執行指令用 於使由 此程式化的一伺服器計算設 

備執行促進地圖導航的一方法，該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包 

含光碟媒體、一揮發性記憶體組件及一非揮發性記憶體組 

件的至少一者，該方法包括藉由該伺服器計算設備執行以 

下步驟：

從一客戶端計算設備接收對地圖資訊的一請求，其中該請

求指示一個或更多個搜尋詞 ；

44



1500905

至少部 分地基 於該一個或更多個搜 尋詞的 搜尋結 果並針

對該搜尋結果至少部分地基於作為一細節 水平控制參數

的元資料海拔高度，決定具有3D空間中的不同元資料海

拔的第一和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其中該第一地圖元資料

元素與一地圖的一第一特徵相關聯，並且其中該第二地圖

元資料元素與該地圖的一第二特徵相關聯，並且其中該第

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可用於至少部分地取決於觀 

. 察者位置的視圖海拔與如根據其各自的元資料海拔在該

3D空間中分層的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的該等

不同元資料海拔的關係來渲染該地圖的視圖；及

將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發送給該客戶端計算 

設備。

14.如請求項13之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其中該請求是一

第一請求，其中該觀察者位置是一第一觀察者位置，該方

• 法進一步包括藉由該伺服器計算設備執行以下步驟 ：

從該客戶端計算設備接收對該地圖 的地圖資訊的一第二 

請求；

決定一個或更多個附加地圖元資料元素；及

將該一個或更多個附加地圖元資料元素發送給該客戶端 

計算設備。

1 5.如請求項1 3之電腦可讀取儲存媒體，其中該第一和該

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是指示關於該地圖上的該等特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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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距離和細節中的一個或更多個的地圖 元資料文字標

記*並且其中一表面層包括該地圖的該第一和該第二特

徵。

16. 一種包括一處理單元、一顯示器、記憶體和儲存器的 

計算設備，該儲存器儲存電腦可執行指令，該等電腦可執 

行指令用於使該計算設備執行使用在3D空間中的不同元 

資料海拔處分層的地圖元資料元素來渲染一地圖視圖的 

一方法，其中該地圖元資料元素的各個元素與該地圖的各 

個特徵相關聯，其中該方法包括以下步驟 ：

決定具有該3D空間中的一第一元資料海拔的一第一地圖 

元資料元素，其中該第一地圖元資料元素與一地圖的一第 

一特徵相關聯；

決定具有該3D空間中的一第二元資料海拔的一第二地圖 

元資料元素，其中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與該地圖的一第 

二特徵相關聯，並且其中該第二元資料海拔與該第一元資 

料海拔不同；及

對於一初始觀察者位置和一目的地觀察者位置之間的一 

個或更多個觀察者位置中的每一個：

決定該觀察者位置，該觀察者位置與該3D空間中的 

一視圖海拔相關聯；及

至少部分地基於該觀察者位置和該3D空間中的該第一和

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在該等不同元資料海拔處的分層

來渲染該地圖一視圖的顯示，其中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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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元 素在分 別針對 該第一和該第 二地圖元資料 元素指 

示的該等元資料海拔處被分別放置在該3D空間中的該第 

一和該第二特徵之上，其中渲染該視圖包括從一表面層的 

點以及從該觀察者位置可見的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 

料元素的點建立該地圖的該視圖，並且其中決定該表面層 

的哪些點是可見的以及該第一和該第二地圖元資料元素 

的哪些點是可見的取決於該觀察者位置的角度而變化 ； 

其中該第一地圖元資料元素是一地圖元資料文字標記，並 

且其中：

隨著觀察者位置的視圖海拔降低並接近該3D空間中的一 

目標海拔或目標距離，該標記在不同視圖之間變得更大且 

更濃；及

隨著觀察者位置的視圖海拔進一步降低到該3D空間中的 

目標海拔或目標距離以下，該標記在不同視圖之間變得更 

大但更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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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2 ）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200通用技術

210決定

220渲染

230決定

五、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八、、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