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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注记是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记位置、方向选择恰当与否 ,与地图的易读性和使用价值有密切关

系 ,注记速度也影响着地图的成图周期。可是注记效果不理想 ,注记速度慢却是计算机制图中的常见现象 ,即

使是在计算机制图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的今天 ,自动注记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最近的研究表明 ,找到具有最

佳效果的注记从时间上来讲是不可能的 ,因而自动注记算法都是希望在尽量短的时间内 ,得到尽可能好的注

记效果。自动注记的主要难点在于自动定位。本文针对不同的地图要素 ,提出了基于回溯的自动定位算法 ,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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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图注记的重要性 ,很多国家在这方面

投入了大量研究 ,也相继推出了各自的注记系统。

如美国人口调查局 ,他们从事注记的研究较早 ,并

成功地设计了一套注记定位系统 ,并已将这套系

统用于人口普查 ,能够大大提高注记效率。我国的

自动注记研究起步较晚 ,这与汉字字符集有关。汉

字有很多特性与西文不同 ,这给自动注记的实现

造成了很大困难。Windows操作系统的出现 ,给

汉字的显示与输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但中、西文

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这里我们将不去讨论这方

面的问题 ,而主要集中在自动定位算法上。

一般来说 ,地图上需要注记的地物可分为 3

类:点状地物、线状地物、面状地物。自动定位一般

分为两个步骤:其一 ,为每个待注记的要素提供一

系列候选位置。每个候选位置有相应的权值 ,这个

权值反映此候选位置的恰当程度。如图 1,矩形框

代表候选位置 (因为注记在地图上占据一个矩形

区域 ,其大小根据注记字符数和字符大小而定 ) ,

其中的数字表示权值 (权值越小表示候选位置越

优 ,对于线状要素和面状要素 ,每个候选位置包括

多个矩形框 ,因为它们的注记字符在地图上一般

都是线性分布的 ,以表达其范围 ) ;其二 ,就是综合

考虑各要素的候选位置 ,为每个要素选择一个候

选位置 ,以便达到总体效果上的最佳。

( a )点状要素 ( b)线状要素 ( c)面状要素　　

Point-Featur e Line-Feature Area-Fea ture

图 1　候选位置

Fig. 1　 The Candidate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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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图自动定位的复杂度

地图上地物密度较大时 ,注记间难免会发生

冲突 ,因此自动定位并不是单纯地为各个地物选

择一个最佳位置 ,还要考虑注记间的压盖、注记和

其它地物间的压盖。因此 ,为了达到最优结果 ,需

要在各个地物间的不同候选位置中作一些取舍。

如图 2所示 ,若 A、 B、C三个点状地物各有 4个候

选位置 ,则图中所示即为最佳注记结果。从图中可

以看出 ,有的点选择的并不是自己的最优位置。对

于一幅图 ,注记结果会有多种 ,因为每个地物的候

选位置有多个 ,选择不同的候选位置对其它地物

的注记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最终导致注记结果

完全不同。这实际上是一个多阶段过程 ,解决这类

问题要用到最优性原理 [1 ]。在最优性原理中 ,一般

用一个目标函数来衡量各种解的优劣 ,那些使目

标函数取极值 (极大或极小 )的可行解 ,称为最优

解。这里的目标函数与各地物所选的候选位置的

权值、注记压盖的个数有关。我们采用权值越小来

表示候选位置越优 ,这样使目标函数取极小值的

解 ,就称为最优解。

图 2　三个点状要素的最优注记

Fig. 2　 The Optimal Labeling of Three

Point-Fea tures A , B andC

　　由于注记个数的问题 ,通过完全搜索的方法

去找最优的注记从时间上来讲是不可能的。例如

有 100个点状地物的地图 ,按每个地物 4个候选

位置计算 ,其可能的注记结果就有 4× 100.要想

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中找到最优解 ,目前计算机的

运算速度还达不到。最近的研究表明 ,寻找最优注

记的问题是一个 N P-难度问题
[ 2]。由于目前还没

有一个 N P-难度问题可以用多项式时间算法求

解 [1 ] ,因此 ,要想找一个高效的求解最优注记的算

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自动注记都是希望在尽量

短的时间内 ,达到尽量优的注记效果 ,包括本文提

供的算法。

2　点状要素的自动定位

目前 ,在自动注记的研究中 ,点状要素的注记

是研究得最多的 ,这是因为一般地图上点状要素

最多 ,实现起来也比线状、面状要素容易。而且 ,点

状要素注记的研究成果也可用于另外两种要素。

2. 1　贪心方法

贪心方法在算法设计上经常用来近似解决

N P-难度问题
[1 ]
,国外很多研究者把它用于近似

解决最优注记问题
[3 ]
。我们也曾经把它用于汉字

自动定位上。这种算法也是采用图 1中的 4个候

选位置 ,其权值也和图中的一样 ,并给注记压盖一

个很大的权值 ,远远大于所有候选位置的权值 ,如

10 (候选位置最大权值为 4)。目标函数是各注记

所选择的候选位置权值之和加上所有注记压盖的

权值之和。如图 3是只有两个点状要素的五种注

记结果的目标函数值。

以下是这种方法的简要算法:

1)循环 ,直到所有的要素注记完成。

( a)对于每个正在注记的点状要素 ,依次检

查其 4个候选位置 ,计算若选择此候选位置目标函

数的值。

( b) 选择一个使目标函数最小的候选位置作

为注记位置。

2)结束。

这种方法的优点就是速度快 ,这是因为每个

要素只注记一次 ,对于被压盖的注记并没有重新

定位。由于给了注记压盖一个很大的权值 ,因此在

一定程度上也可减少压盖。它的缺点是不能对注

记过的要素重新定位 ,因而它不可能使目标函数

达到最小。对于每个要素虽然选择了使目标函数

增加最少的候选位置 ,但这也只能说是一种局部

的最小。如图 3,如果点 A在点 B之前注记 ,则点

A选择候选位置 1,接下来注记点 B ,算法依次检

查四个候选位置 ,发现位置 3最好 ,这就得到 ( c)

的结果。实际上 ( e)是最优注记。同时 ,这种方法

会产生一些本来可以避开的压盖 ,如图 4所示 ,

如果我们按 A、B、C、D、E的顺序注记 ,则会得到

图中 ( a) 的结果 ,点 E要么删除 ,要么压盖别的

某个注记。实际上只要将点 A的注记调一下 ,点

E也就有地方注了 ,如图中的 ( b)所示。

2. 2　回溯算法

由于贪心方法的不足 ,我们在自动定位算法

研究中采用了回溯方法。与其它算法不同的是 ,这

里我们给每个点提供了一系列的连续的候选位

置。点状要素在地图上是用一个圆表示的 (点可

以看成是半径为 0的圆 ) ,把这一系列候选位置看

成是一个矩形框绕着这个圆旋转所经过的各个位

置。如图 5所示的各矩形框也是候选位置 ,若把位

置 5往下移一点或把位置 7往上移一点 ,又会得到

一个新的候选位置 ,各候选位置都有各自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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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 = 1+ 10+ 1+ 10= 22　 ( b) f = 1+ 10+ 2+ 10= 23　 ( c) f = 1+ 3= 4　 ( d) f = 1+ 4= 5　 ( e) f = 2+ 1= 3

图 3　点状要素 A、B 五种注记结果下的目标函数值

Fig. 3　 Five Po ssible Labeling s fo r Point-Featur es A and B

( b)用回溯算法的注记结果

Labeling Using Backtr acking Algo rithm

图 4　两种注记方法的结果

Fig. 4　 Labeling s Using tw o Algo rithm

图 5　回溯算法增加的一些候选位置

Fig. 5　 Some Additional Candida te Po sitio ns

o f Backtr acking Algo rith m

值。由于圆的大小不一样 (制图上常用不同大小的

圆来表示不同级别的地物 ) ,以及各点的注记字符

数不一样 ,因此各个点的候选位置个数会不同。候

选位置增加可以大大减少注记压盖 ,但也增加了

搜索时间。

实际上 ,回溯就是当某个注记压盖不可避免

时 ,对被压盖的注记进行重新定位。这个过程可能

要持续好几个注记 ,即被压的注记重新定位时 ,又

可能要压盖别的注记 ,严重时 ,还会发生死锁。因

此我们规定当某个注记重新定位时 ,它所选择的

新位置不得压盖那些压盖过它的注记。同时我们

还定义了一个回溯深度来中止回溯。回溯还有另

外一个功能 ,这就是可将某个定位了的注记移到

一个次优位置上后 ,给正在注记的地物腾出空间 ,

进而选择一个权值低得多的候选位置 ,从而使目

标函数减小。如在图 3中 ,可将点 A的注记从位置

1移到位置 2上 ,则点 B可选择位置 1,从而使目标

函数为 3,达到最小。

在算法中 ,注记定位的另一个重点考虑的因

素是注记与其它地物间的压盖。对与其它地物间

的压盖也给定了权值 ,它是压盖面积的线性函数 ,

面积越大 ,权值越大。同时 ,还可以根据压盖的地

物的不同种类来分配权值 ,这在注记专题图时特

别有意义。如果不希望压盖某类地物 ,可以将其权

值定得比较大 ,这样压盖时就会有选择性。当然 ,

这些权值比注记间压盖的权值要小 ,但仍然高于

各候选位置的权值。因此 ,在本算法中 ,目标函数

又增加了注记和地物间压盖的权值一项。例如在

图 6中 ,单纯从这个点来看 ,算法将选择位置 3。

图 6　注记和其它地图要素之间的压盖

Fig . 6　 The Ove rlaps Betw een Labels

and Other Ca rto g raphic Fea tures

下面是回溯算法:

1)循环 ,直到所有的要素注记完成。

( a)对于每个正在注记的点状要素 ,根据要

素的级别和字符数确定各候选位置及它们的权

值。

( b) 依次检查各个候选位置 ,计算若选择此

候选位置目标函数的值。对于将产生压盖的位置 ,

若能将被压盖注记调到另一个不会产生压盖的位

置上 ,则计算调整目标函数的值。

( c)选择一个使目标函数最小的候选位置作

为注记位置 ,若此位置产生了压盖 ,则对被压盖的

注记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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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束。

回溯算法的主要特点是在定位过程中可以调

整已经定位注记的位置 ,而且它在注记某个地物

时考虑了将周围注记位置调整对目标函数的影

响。也就是说 ,它在计算目标函数时 ,是将与这个

地物的注记有关的地物放到一起综合考虑的 ,所

以 ,注记在整体效果上得到了优化。实践证明 ,与

贪心方法相比 ,采用本算法可大大减少压盖 (包

括注记间的和注记与地物间的压盖 )。从时间上考

虑 ,它比前者有所增加 ,这主要是因为候选位置个

数增加及回溯上花了时间 ,但可通过限定候选位

置个数及回溯深度来加快速度。

3　线状要素的自动定位

线状要素可以看成是由多段线段组成的折

线 ,则其长度 L为各线段长度之和 ,各字符间距

即是从某个字符到下一个字符之间的线状要素长

度。由于各字符间距要求相等 ,设为 d ,且首字符

到线的始端和末字符到线的末端距离应相等 ,设

为 b,则应有以下关系式:

L = 2b+ (n - 1)d ,　n为注记字符数

　　线状要素注记时要求字符与线平行或垂直 ,

这与线的角度有关 (线状要素两端连成的直线与

水平线的夹角 )。由于各字符所在位置线段的角度

不同 ,所以各字符的方向应单独计算。但一条线的

各注记字符要求与线保持同种相对位置 ,要么都

与线平行 ,要么都垂直 ,而且都处在线的同一侧。

候选位置是这样确定的:取 d= b时的位置权

值为 1,此时记 d为 d1 ,b为 b1。接下来的候选位置

的第一个字符位置沿此候选位置的第一个字符位

置两边分布 ,即

d2 = d1 - 1,　b2 = b1 + (n - 1) /2

d3 = d1+ 1,　b3 = b1 - (n - 1) /2

d4 = d1 - 2,　b4 = b1 + (n - 1)

d5 = d1 - 2,　b5 = b1 - (n - 1)

……

dk - 1 = d1 - 2b1 /(n - 1) ,　bk = 2b1

dk = d1+ 2b1 /(n - 1) ,　bk = 0

其中候选位置 2l与候选位置 2l+ 1具有相同的权

值 l+ 1, 1≤ l≤ (k- 1) /2。

线状要素的注记采用的是贪心方法 ,目标函

数 F的计算也类似 ,只是此时每个候选位置在计

算对目标函数的影响时 ,得计算各个字符所造成

的压盖 (包括注记间的和注记与其它要素间的 )。

对于 L较大 ,n较小的线状要素 ,应进行分段

注记 ,即将线均匀分为几段 ,每段按一个线状要素

进行注记。

4　面状要素的自动定位

面状要素可以抽象为一个多边形 ,注记就在

此多边形中进行。面状要素的注记 ,要求各字符均

匀分布在其中央 ,且能正确反映目标的范围 ,因此

面状要素的注记就是要在多边形“中心”找一条直

线或光滑曲线 ,注记就沿着这条线进行 ,我们称这

条直线或光滑曲线为面状要素的“中心线”。只要

找到这条“中心线” ,面状要素的注记就简化为线

状要素的注记 ,因此 ,首先得找多边形“中心线”。

考察地图上手工注记的面状要素可以发现 ,

有很大部分的面状要素的注记呈直线方向 (或经

纬线方向 )。我们将可以以直线 (或经纬线 )方向

进行注记的多边形称为“规则多边形” ,对规则多

边形的注记就可以按直线 (或经纬线 ) 方向进

行。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来确定一个多边形是否

为规则多边形。先找多边形“中心” (X c , Yc ) ,可以

通过多边形最大、最小的 X 和 Y坐标来确定: Xc

= ( X min+ Xmax ) /2, Yc = ( Ymin+ Ymax ) /2; 再以

( Xc , Yc )为中心确定一矩形 ,矩形的长 L可由用

户确定 ,但应满足:若 X max - X min> Ymax - Ymin , 则

(X max - Xmin ) /2 < L < (X max - X min ) ,否则 ( Ymax -

Ymin ) /2 <L < ( Ymax- Ymin ) ;矩形的宽至少为注记

字符宽度。如果矩形绕其中心旋转到某一方位时 ,

矩形完全包含在多边形内 ,则认为此多边形为规

则多边形 ,否则为非规则多边形。

如图 7所示 ,规则多边形就可沿着矩形的长轴

来进行注记。

图 7　“规则多边形”的注记

Fig. 7　 The Labeling of a“ Regular Po lyg on”

对于非规则多边形 ,则要求多边形的“中心

线”。多边形中心线可通过取多边形的一组扫描线

段中点得到。这样的中心线 ,多边形内有多条 ,扫

描线方向不同 ,就会得到不同的中心线。注记所用

的中心线是通过水平或垂直扫描多边形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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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X max - X min> Ymax - Ymin ,则应垂直扫描多边

形 ,否则水平扫描多边形 ,这样得出的中心线最能

体现多边形的特征。由于多边形有很多凹凸部分 ,

这造成扫描线与多边形有多个交点 ,给中心线搜

索带来麻烦。我们先将多边形化简 ,抽取多边形的

特征点 ,依次将各特征点连接起来 ,即得到化简后

的多边形 ,然后通过该化简后多边形的每一个顶

点扫描该化简后多边形 ,得出中心线 ,再按线注记

方式沿中心线注记多边形 ,发生冲突时 ,可作适当

调整。

图 8表示不规则多边形注记方法 ,其中标出了

化简后多边形 ,化简后多边形扫描线 ,及得出的中

心线。图 9所示为一个有岛屿的多边形 ,多边形

扫描线被分成多段 ,为避免中心线穿过岛屿 ,可取

最长一段扫描线段的中点 ,得出多边形中心线。

图 8　不规则多边形求中心线

Fig . 8　 A“ Center Line” o f a Ir regualr Polyg on

图 9　有岛屿的多边形

Fig. 9　 A Polygon with Islands

5　结束语

自动注记在设计中完全遵照地图制图上的注

记规则 ,提供了点、线、面三种地图要素的自动注

记。点注记位置与点状要素结合紧密 ,位置恰当。

线状要素自动注记时 ,注记各字沿线均匀分布 ,与

线平行或垂直 ,且对于较长线状地物分段注记。面

状要素注记时 ,根据面的不同形状采取不同的处

理方法 ,收到了较满意的效果 ,基本上能反映面状

要素的范围、形状特征等。特别是自动注记过程

中 ,能够自动发现注记冲突 ,且能通过回溯来解决

注记压盖。系统实现时对自动注记不满意的地方

可以进行交互式修改。

系统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自动注记在

灵活性上还比较欠缺 ;对面状地物的自动注记作

了多方面的探索 ,但仍有许多方面有待改进。本文

介绍的面状要素注记方法主要针对小比例尺地

图 ,对于大比例尺地图 ,可以进行简化。

参加本课题研究的成员还有张春林、李锦祥、

李霖、夏后朋等同志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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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utomatic Chinese-Label Placement

Cheng Kongzhe　Zhu X inyan　Zhang Yinzhou　 Su Guangkui
(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 eering, W TU SM , 3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Labels are an impor tant ing redient in map. Whether labels a re in place o r no t i t

plays an impor tant ro le on the readabi li ty and usefulness of a map. How ever, in computer

cartog raphy,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 labeling effect and speed are no t ideal yet. To-

day , even though some o ther areas of computer car tog raphy have been g rea tly improved, the

automatic label placement is stil l a g rea t problem. So more researches should be put into la-

bel placement. But recent ma thematical analysis of cartog raphic label placement task has

show n that finding optimal labeling is prohibitiv e due to the inherent computa tional complex-

ity of the problem. This result implies that seeking an efficient algo ri thm fo r optimal label

placement is a hopeless task. What w e can do is to find near-optimal labeling s in a reasonable

tim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ptimal labeling algo ri thm based on backtracking , the algo ri thm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and go t ten bet ter effect than some other optimal labeling algo-

rithms.

Key words　 automatic label placement; N P-hard problem; objective function; backtracking

(上接第 124页 )　 g roundw ater for an unful l w ell. With some hypo these, the autho rs have

made quanti ta tiv e calcula tion of crustal defo rmation induced by the drainage of an incomplete

penet rating w ell in confined aquifers w ithout complement of leakage wa ter. The co rrespond-

ing fo rmula has been giv en and the concrete schemes have been also discussed. At last the

numerical integ ra tion prog rams have been made in line w ith Hermi te integ ral formula wi th 20

noda l points. The examples, of course, in this paper show that the w ay explained here is ef-

fectiv e.

Key words　 g roundw ater; wi thout leakage w ater complement; aqui fer; incomplete penet rat-

ing well; non-steady flow ; surface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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