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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调查研究和对我国国家基本地形图及其相应编绘规范和图式的分析研究基础上 ,参照国外许多

地形图的设计 ,提出改进我国国家基本地形图设计的几个方面: 改进国家基本地形图的比例尺系列及分档 ;地

形图的设计文件需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和系列化 ;国家基本地形图应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改变我国地形图

的旧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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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地形图设计文件在标准化、规范化、系列

化方面虽迈出了一大步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影响

了国家基本地形图的质量。 本文通过大量的调查

研究 ,提出了一些改进设想 ,作为进一步修订规

范、图式和改进我国地形图的参考。 同时 ,也提供

给测绘管理部门作为决策的参考。

1　国家基本地形图比例尺系列及分
档

　　我国的系列比例尺地形图 ,随着时代的发展

有逐渐扩宽的趋势。在 70年代 ,将 1∶ 100万地图

列入地形图系列 , 80年代又将 1∶ 1万图列入 ,现

在初步将 1∶ 5千亦列入国家基本地形图系列。通

过研究 ,作者对地形图比例尺系列提出以下几点

改进设想:

1)取消 1∶ 2. 5万比例尺 (地图 )。

1∶ 2. 5万比例尺图介于 1∶ 1万和 1∶ 5万

之间 ,就要素表示的详略程度而言 ,与 1∶ 5万图

相差甚微 ,当需要内容详细些时可用 1∶ 1万图 ,

需要内容概略时可用 1∶ 5万图。目前该比例尺地

图主要在地矿、林业、煤炭部门使用 ,取消 1∶ 2. 5

万比例尺地图 ,可把有限的财力应用于急需的 1

∶ 1万和 1∶ 5万图的测绘上。

2) 1∶ 100万地图应归属小比例尺普通地图 ,

而不应列入地形图之列。

理由如下:①该地图已有专名通行世界 ,应考

虑与国际接轨。② 1∶ 100万地图所采用的地图投

影为等角圆锥 (双标准纬线 )投影 ,与目前我国地

形图所采用的高斯-克吕格投影不成系列。 ③ 1∶

100万地图由于比例尺较小 ,几何精度大大降低 ,

其精度转向地理精度 ,主要用于认识较大地区的

综合面貌 ,与地形图的用途有较大差异。④地图内

容的表示方法及符号图形、尺寸、颜色等方面均与

地形图有较大差异 ,不容易与前面的比例尺构成

系列。 ⑤在地图综合方面 ,例如综合的方向、综合

程度、综合指标等均与地形图有很大不同。

3)国家基本地形图比例尺系列及分档 (方

案 )。

将 1∶ 2. 5万地形图排除在外 ,建议将地 (形 )

图按比例尺划分系列与档次 ,改变过去地形图性

质和称谓比较混乱的现象。现提出 3个方案供进

一步讨论 ,见表 1。

2　地形图的设计文件需进一步标准
化、规范化和系列化

　　分析研究表明 ,系列规范和图式在编排结构、

名词概念、内容归属、内容表示、分类分级、符号的

图形和尺寸、注记的字体等方面 ,都还或多或少存

在一些不够标准化、规范化、系列化的情况 ,对制

作和使用地图都极为不利。

2. 1　名词概念的不系列化

表现为同一种物体或对象 ,在不同的图式和

规范上有不同的称谓。 例如 ,在几种图式规范上

“独立房屋”有独立房屋、普通房屋和零星房屋 3

种名词 ;“电力线”有电力线、高压电线和高压输电

线 3种叫法 ;还有如多垄沙地和垄状沙地 ,半荒植



物地和半荒草地 ,水生经济作物地和水生作物地 , 地下河和伏流河 ,分色参考图和分色样图等等。
表 1　国家基本地形图比例尺系列与分档方案

Tab. 1　 Plan fo r the Scale Series and Grades o f Na tional Ba sic Topog raphic Maps

方　案 地图名称 地图比例尺 规范和图式

方案一

(不含 1∶ 100万 )

大比例尺国家基本地形图 1∶ 5千 , 1∶ 1万 共图式

中比例尺国家基本地形图 1∶ 5万 , 1∶ 10万 共规范、图式

小比例尺国家基本地形图 1∶ 25万 , 1∶ 50万 共规范、图式

方案二

(含 1∶ 100万 )

大比例尺国家基本地形图
1∶ 5千 , 1∶ 1万 共图式

1∶ 5万 , 1∶ 10万 共规范、图式

中比例尺国家基本地图 1∶ 25万 , 1∶ 50万 共规范、图式

小比例尺国家基本地图 1∶ 100万 规范、图式合订

方案三

(泛指普通地图 )

基　础　图 > 1∶ 5千

地形图

大比例尺 1∶ 5千 , 1∶ 1万 共图式

中比例尺 1∶ 5万 , 1∶ 10万 共规范、图式

小比例尺 1∶ 25万 , 1∶ 50万 共规范、图式

地　理　图 ≤ 1∶ 100万

2. 2　归属的不系列化

表现为同一种物体或对象 ,在不同的图式规

范中可能被划分在不同的类别之中 ,这无疑给分

类、编码、检索和用图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例

如 ,独立石、土堆、土坑 ,有的图式将其归属地貌

类 ,有的图式则划归独立地物类 ;桥梁、通航起迄

点、停泊场、灯塔 (灯桩 )、渡口、码头、徒涉场、干沟

等在有的图式中属于水系类 ,有的图式中则属于

交通网类 ;有的图式把堤划分为管线及垣栅类 ,有

的则归入水系。还有的内容要素的归属在系列比

例尺中出现“跳跃” ,例如“码头”在 1∶ 5千～ 1∶

10万地图上属于水系类 ,在 1∶ 25万～ 1∶ 50万

地图上属于交通网类 ,而在 1∶ 100万地图上又属

于水系类。

2. 3　内容表示的不系列化

主要表现为违反了随着地图比例尺的缩小 ,

表示内容应随之减少并趋于概括的一般规律。 例

如 ,在较大和较小比例尺图上均表示的内容 ,在中

比例尺地图上却不表示 ;或较小比例尺图比大比

例地图表示得更详细 ;或仅在某种比例尺图上表

示 (如基塘区、鱼塘仅在 1∶ 50万地图上表示 )

等 ,参见表 2。
表 2　地图内容表示的不系列化

Tab. 2　 Non-se ries of Maps Contents Expression

类别

比　　例　　尺

1∶ 5千
1∶ 1万

1∶ 2. 5万
1∶ 5万
1∶ 10万

1∶ 25万 1∶ 50万 1∶ 100万

海底电缆 海底电缆 海底电缆

古遗迹、遗址 古遗迹、遗址 古遗迹、遗址 古遗迹、遗址

高压输电线 电力线 高压电线 高压输电线 高压输电线

国界表示 3～ 5cm交错绘出 3～ 4节交错绘出
间隔绘出每 3～

5cm 2～ 4节
间断交错绘出

河流复注间隔 15～ 20cm 10～ 15cm 10～ 15cm 15～ 20cm

道路复注间隔 15～ 20cm 15～ 20cm 10～ 15cm 15cm

2. 4　分类的不系列化

分类的不系列化同样违背了随着地图比例尺

的缩小 ,地图上所表示的物体 (或对象 )的详细性

应逐渐降低 ,分类一般愈来愈少并趋于综合的规

律。例如 ,沙地、沼泽等内容在 1∶ 50万和 1∶ 100

万地图上表示得反而比大比例尺地图更详细 ,这

为系列制图造成了资料上的困难。

此外 , 分类的等级最好还能考虑到便于编绘

下一种比例尺地图时进行类别转换。

2. 5　符号图形和尺寸的不系列化

一个系列的地形图 ,应尽可能地保持同一符

号的图形特征 ,以保持其系列性 ,方便制图和用

图。表 3中所列的诸如塔形建筑物、石油井、盐井、

天然气井、涨潮流、落潮流、沼泽等符号图形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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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造成的混乱是不言而喻的。

从符号的尺寸 (表 3)看 ,亦存在大比例尺图

和小比例尺图较大 ,而中间比例尺却偏小的不正

常现象。因此 ,建议符号的尺寸亦应按地图比例尺

表 3　符号图形及尺寸的不系列化

Tab. 3　 Non-se ries o f Symbols and Size

分档 ,做到尺寸简化和系列化。

2. 6　注记字体的不系列化

地图上的文字注记实质是一种人工语言符

号 ,字体的不同只是为了读图时便于区分。 因此 ,

没有必要像表 4那样 ,将字体设计得缺乏系列性 ,

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产生上述种种不系列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其中历史的原因是主要的 ,缺少纵向的统筹协调

亦是重要原因。加上修订年代不一 ,因人而异 ,认

识在发展等多种原因 ,使我国的系列地形图还存

在许多不系列化的弊端。

3　国家基本地形图应适应时代发展

的需要

3. 1　坚持地形图的民用化、实用化方向

我国的地形图从过去偏重于军事 (或军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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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走向民用化、实用化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它能

使地形图充分发挥其作用 ,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如果地形图能进一步地解密 ,其服务范围则会更

进一步地扩大。

随着时代的发展 ,出现了许多新生的事物 ,例

如电视发射塔、卫星地面接收站、潮汐电站、风力

发电站、核电站、 GPS点、游乐场、经济特区、新技

术开发区、保税区等等。将这些内容在地图上表示

出来 ,无疑增大了地图的信息量和使用价值 ,表现

出地图的时代特色。
表 4　注记字体的不系列化

Tab. 4　 Non-series o f Lettering Fonts

类别

比　　例　　尺

1∶ 5千
1∶ 1万

1∶ 2. 5万
1∶ 5万
1∶ 10万

1∶ 25万 1∶ 50万 1∶ 100万

国营农场注记 中等 ( 15K) 中等 ( 13K) 仿宋 ( 11级 ) 仿宋 ( 11级 ) 宋体 ( 9K)

村庄注记 仿宋
13K

11K
仿宋

12K

10K
细等 ( 9级 ) 仿宋 ( 9级 ) 细等 ( 8K)

水系注记
左斜仿宋

( 28～ 11K)

左斜宋体

( 38～ 11K)

左斜仿宋

通航河:左斜中等

左斜仿宋

通航河:左斜中等

海洋:左斜等线

河、湖、水库:左斜宋

凹地、沙漠等 仿宋 ( 28～ 11K) 宋体 ( 20～ 10K) 扁仿宋 ( 24～ 11级 ) 扁仿宋 ( 24～ 9级 ) 扁宋 ( 24～ 9K)

群岛名称注记 扁粗等 ( 24～ 12K) 扁中等 ( 20～ 13级 ) 扁中等 ( 20～ 13级 ) 扁等 ( 24～ 13K)

　　地形图要很好地服务于专业部门 ,所表示的

内容和分类分级等亦应向有关专业部门靠拢。 在

这一方面过去虽然做了许多工作 (如公路类别的

划分等 ) ,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

以使地形图更加实用。当然 ,亦应防止地形图过分

迁就某些专业的要求 ,而失去普通地图应用面宽

的基本特性。

在长期的地图生产实践中我们发现 ,过去地

形图上的许多内容相对而言意义不大 ,应予以删

去或表示得更概略一些。例如 ,许多用户单位提出

零星树木意义不大 ;村庄的平面图形变化很快 ,过

于详细实际意义不大 ;小路表示过多 ;旱地还是不

表示为好 ;植被综合、地貌谷间距指标还可以加

大 ;图上等高线过密 ,既不利于描绘亦不利于阅

读 ,等高距还可适当放大等等。删除或概略表示这

些内容 ,可以使地形图留出空间来表示许多更需

显示的内容。

3. 2　适应地图制作新技术发展的需要

近 20余年来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对地图

学及地图生产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有的可以

说是革命性的变化。因此 ,我国的地形图设计文件

(编绘规范和图式 )亦应该能体现出来 ,但现在这

方面还是一种缺陷。例如 ,编绘规范和图式仍然以

常规生产为对象 ,与计算机制图这一新的生产方

式几乎可以说是相脱节的 ;地图符号的图形仍有

许多不适合于刻图 (包括计算机刻绘 )的需要 ;符

号图形和尺寸的不系列化 ,地图注记的大小规格

与计算机上的完全不同等 ,给新技术的采用带来

不便。

为了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 ,在量化设计

文件中的各种综合指标和引进选取的数学模型等

方面 ,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下面是几种主要要素的

选取指标的改进设想。

1)水系

现行系列编绘规范中各基本比例尺图对河流

的选取长度标准都定为 5～ 10 mm , 1∶ 2. 5～ 1∶

10万图还规定平行河渠的间距要求≥ 3 mm, 1∶

50万也规定≥ 3 mm。 各种比例尺的指标基本一

致 ,而河渠实地密度是固定的 ,针对现行编绘规范

中对 1∶ 50万 , 1∶ 100万河网密度选取指标所列

表 5　 1∶ 2. 5万 , 1∶ 50万 , 1∶ 100万基本地形图河网密度选取指标

Tab. 5　 Selection Index of Riv er Netwo rk o f Ba sic Topog raphic Maps

( 1∶ 25 thousand, 1∶ 500 thouscan, 1∶ 1 million)

密度分区
实地河渠密度

km· km- 2
图上选取长度 /m m

图上平行间距 /mm

1∶ 2. 5～ 1∶ 5万 1∶ 10万 1∶ 25～ 1∶ 50万 1∶ 100万

极密区 > 2. 0 5 4 4 3 2

稠密区 1. 0～ 2. 0 5～ 8 6 6 5 4

中密区 0. 3～ 1. 0 8～ 10 6 6 5 4

稀疏区 0. 1～ 0. 3 10 7 7 6 5

极稀区 < 0. 1 基本全取 基本全取 基本全取 基本全取 基本全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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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格 ,可扩展到 1∶ 2. 5万。其选取指标如表 5。

2)居民地

居民地是地图上容量最大的地理要素 ,它的

取舍标准在历来的编绘规范中都是用文字定性来

描述的。现行的地形图编绘规范注意到了这个问

题 ,开始改用定量标准 (如在 1∶ 50万地形图编

绘规范中的居民地选取指标 ) ,但还有很多需要改

进的地方。

a. 居民地按密度分区确定选取指标 ,制图作

业中既不方便也难掌握。例如 ,已知某区实地居民

地密度 , 1∶ 50万地形图上规定的选取数量为 100

～ 130个 /dm
2
,究竟多少 ,模糊性很大。

b. 实际制图作业并不都是以 1∶ 50万为底

图进行编绘的 ,如编 1∶ 100万地形图 ,还可能用

1∶ 25万甚至更大比例尺地图作资料。因此 ,规范

所给的指标难以起到直接指导作用。

c. 这种定量描述很不适用于计算机制图作

业。

由于以上诸多不足 ,在实际制图作业中现行

规范中定量描述的居民地选取指标没有起到应有

的作用 ,必须进一步改进。 本文提出下列数学模

型:

① 绝对模型: 指以实地居民地密度为基础来

确定选取指标的数学模型:

y = ax
b

其中 , y 为居民地选取率 , x 为居民地实地密度 ,

a、 b为待定参数。

以编绘规范选取指标为基础可建立中小型居

民地和大中型居民地的选取模型 (表 6)。

② 相对模型: 指以底图上居民地密度为基础

来确定新编图居民地选取指标的数学模型 (表

7)。在实际制图作业时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用相
表 6　按编绘规范选取指标建立的居民地选取模型

Tab. 6　 Selection Model fo r Habitation by Specifica tion Selection Index

比例尺
中小型居民地选取模型

a b

大中型居民地选取模型

a b

1∶ 10万 2. 6277 - 0. 264 0

1∶ 25万 2. 332 8 - 0. 618 1 2. 396 5 - 0. 615 1

1∶ 50万 0. 941 9 - 0. 648 7 0. 946 1 - 0. 637 0

1∶ 100万 0. 339 7 - 0. 668 8 0. 354 6 - 0. 665 9

表 7　按底图居民地密度确定的居民地选取模型

Tab. 7　 Seleotion Model for Habitation Desenity o f Ba se Char t

中小型居民地

选取模型种类 a b

大中型居民地

选取模型种类 a b

1∶ 10万编 1∶ 25万 1. 426 1 - 0. 483 1 1∶ 10万编 1∶ 25万 1. 465 8 - 0. 480 8

1∶ 25万编 1∶ 50万 0. 432 4 - 0. 080 4 1∶ 25万编 1∶ 50万 0. 415 6 - 0. 058 2

1∶ 50万编 1∶ 100万 0. 357 9 - 0. 132 9 1∶ 50万编 1∶ 100万 0. 373 3 - 0. 079 1

应的相对模型 ,确定居民地选取指标。

3)地貌

现行的各种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上相邻谷的

谷间距建议调整如 表 8。

4)道路网

道路网按其密度可定出选取指标 (道路网网

眼面积 ) ,虽不很理想 ,但有一定的数量控制作用。

系列编绘规范中 ,只有 1∶ 25万和 1∶ 50万地图
表 8　地图编绘规范上谷间距调整设想

Tab. 8　 Regula tion Suggestion fo r Distance be tween Valley s in Map Specifica tion

类　别
比　　　例　　　尺

1∶ 2. 5万～ 1∶ 5万 1∶ 10万 1∶ 25万 1∶ 50万 1∶ 100万
指标趋势

中山 ,高山 4～ 8 mm 4～ 8 mm 4～ 6 mm 4～ 6 mm 4～ 6 mm 大→小

丘陵 ,低山 3～ 6 mm 3～ 6 mm 3～ 5 mm 3～ 5 mm 3～ 5 mm 大→小

黄土 ,风成 2～ 4 mm 2～ 4 mm 2～ 4 mm 2～ 4 mm 2～ 4 mm 大→小

表 9　道路网选取指标 /cm2

Tab. 9　 Selection Index o f Road Netw ork

道路网密度
比　　　例　　　尺

1∶ 2. 5万～ 1∶ 5万 1∶ 10万 1∶ 25万 1∶ 50万 1∶ 100万
指标趋势

极密 ,稠密区 3～ 4 2～ 3 1～ 2 1～ 2 1～ 2 大→中→小

中密区 4～ 6 3～ 5 2～ 4 2～ 4 2～ 3 大→中→小

稀疏区 > 6 > 5 > 4 > 4 > 3 中→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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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规定 ,而且也有不妥之处 ,指标的趋势是由小

到大。 现提出如表 9所示的指标设想。

4　新一代地形图应有新面貌

过去我国地形图色彩单调、陈旧 ,既有纸张、

油墨、印刷技术方面的问题 ,亦有经济条件的制

约 ,还有设计水平方面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国民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 ,国家基本地形图的

社会需求也愈来愈大 ,尤其是地形图军用与民用

分开后 ,地形图走向广阔的市场是必然的趋势。因

此 ,提高我国国家基本地形图的设计和整饰质量 ,

改变几十年的老面貌 ,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4. 1提高符号和注记的精美度

除去印刷等方面因素外 ,要提高地形图符号

与注记的精美度 ,首先要提高其设计质量。

我国地形图的符号普遍存在线划偏粗、符号

和注记偏大的不足。既加大了地图载负量 (信息量

相对降低 ) ,还给人以粗糙而不精美的印象。因此 ,

图式中的基本线粗可以考虑改为 0. 08 mm ,独立

房屋符号可以小至 0. 3 mm× 0. 5 mm。

设计文件中 ,规定地形图必须采用刻图法 ,是

保证地形图精美的重要条件。

4. 2应用视觉变量理论改善符号设计

随着社会的发展 ,要求在地形图上表示的内

容逐渐增多 ,但是不可能在地图上大量增设新符

号。在设计地图符号时 ,对符号总数应有宏观控

制 ,要在少增加符号的前提下 ,尽可能增大信息

量。亦就是说 ,设计时要运用视觉变量理论 ,提高

符号的表现力。视觉变量通常包括形状、尺寸、方

向、亮度、密度、色彩等 ,我们过去仅使用了形状、

尺寸和色彩 ,且运用不充分。例如 ,地形图上很少

用网线 (点 )来区分层次 ,方向、密度和亮度更少利

用。因此 ,在修订图式符号时 ,大量增加新符号是

不可取的 ,应立足于充分运用现有符号。

4. 3改进地图的彩色设计

地图色彩是人们视觉感受的第一印象。因此 ,

改进地图彩色设计是改变地图面貌的重要措施。

1)适当增加地图用色

适当增加地形图用色数量 ,可提高地图的表

现力 ,提高地图的清晰美观度。 50年代 1∶ 5万等

地形图上采用过的 6色 (多一个桔红色和一个黄

色 )印刷就比用 4色的效果好。 因此 ,国家基本地

形图可以适当增加 1～ 2色 ,有的还可改换颜色。

现在使用 4色印刷 ,增加颜色、改换颜色极其方便

易行。

2)要素设色作一些调整

我国系列地形图使用黑色印刷的要素太多 ,

再加上黑色注记 ,图面的载负量无形增大 ,层次不

清 ,读图效果较差。如果适当改变颜色 ,将地形图

各要素除了某些注记以外基本上不用黑色印刷 ,

地图的面貌就会完全变样。 而将原先用黑色印刷

的内容改用青钢或者深棕来印 ,其效果也会大大

改观。又如凡是植被均采用绿色符号 ,即除面积用

绿色外 ,地类界、符号及注记全部采用绿色 ,达到

用颜色区分内容的目的 ,并降低视觉刺激量 ,改善

读图效果。 公路的路面色如果采用两种以上的颜

色予以区分 ,其分类效果将会大大提高 ,并使整个

图面色彩对比度增大 ,图面活跃 ,增进读图效果。

同时居民地也可依等级设两种色。这些措施均可

改变地形图的面貌 ,使地图焕然一新。

3)色彩的充分利用

充分利用颜色的网线 ,可以增加地图的层次

感 ,丰富表现力 ,并减少一部分制图工作量 (如绘

晕线等 )。这也是过去我国地形图设计中的不足。

4. 4改进地图的整饰设计

系列地形图按比例尺分档后 ,可设计成 3种

不同样式。三者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改变过去地

形图千篇一律的模式 ,使新一代国家基本地图从

色彩到版式设计焕然一新。

参加此项研究的有张德才、何宗宜、顾霞云、

胡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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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Discussion of Statist ic Symbol Library

Designing Based on Object-oriented Method

Yan Haowen
( Dept.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 Lanzhou Railway Insti tute, 22 Wes t Anning Road , Lanzh ou, China, 730070)

Abstract　 Stati stic symbo l library designing and realizing a re very di fficult , w hich hedges

the so f tw ar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ati stic cartog raphy. First ly the old meth-

ods and thei r disadvantag e in sta tistic symbol library designing are ret raced and review ed.

Secondly, a new method o f sta tistic symbo l libra ry designing based on object-o riented theory

is presented. La st ly several di fficult pa rts and thei r solutions are giv en.

Key words　maps; map symbols; statist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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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Design of Chinese Basic Topographic Maps

Yin Gongbai
( Sch ool of Land Science,W TU SM , 39 Lu 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The cartog raphy specifications and symbols of Chinese basic topog raphic maps are

discussed and compa red w ith design of fo reign topog raphic map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i t ,

the improvement of design o f Chinese basic topog raphic maps is fo llowing , for raising the

quality of Chinese basic topographic maps.

1) Improving th e scale series and the documents of na tional basic topog raphic maps.

2) Building the standard, specfication and series of fi les o f topog raphic map design.

3) Meeting the needs o f social development.

4) Changing the old face of national topog raphic maps.

Key words　 national basic topog raphic map; scale series; specifications and symbols— files

o f topog raphic map design; establishment o f standa rd; specification and series of topog raphic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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