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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新技术条件下的地图设计

艾廷华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土地科学学院 ,武汉市珞喻路 39号 , 430070)

摘　要　电子出版系统的参与与电子地图的兴起 ,是当今地图制图新技术的重要表现。本文讨论了这一新技

术对现代地图学的影响 ,并分析了新技术条件下现代地图设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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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新技术对现代地图学的影响

计算机与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引起了地

图设计与生产的急剧变革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传统制图工艺作电子化改进 ,体现在电子

出版系统 EPS(或者称桌面出版系统 DT P)在地

图生产中的应用 ;二是融入电子技术后产生新的

地图品种 ,表现为电子地图、数字地图等新图种的

兴起。

地图生产是一复杂的系统工程 ,包含了编辑

设计、制图综合、出版准备和制版印刷等多个工艺

流程 ,广义的计算机辅助制图技术 ( CAC)应当深

入到地图生产的各个环节。过去 , CAC技术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地图综合环节 ,对地图设计生产的

自动化、智能化寄予了很高的希望。随着研究的展

开 ,人们逐渐感到其难度过大 ,要在短时间内实现

是不现实的。为满足生产实践中传统制图工艺迫

切需要改进的要求 ,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转向地

图设计生产环境的电子化改善 ,即建立一套人机

交互式地图设计生产的电子作业环境 ,区分出创

造性智能行为与重复性劳动行为 ,求得人机协同 ,

确定地图生产流程中人机各自扮演的角色。把电

子出版系统引进地图生产中 ,是这一思想的典型

代表。电子地图出版系统主要完成地图生产的出

版准备和分色制版 ,为制图人员提供轻松、高效的

印前处理环境 ,解决地图清绘、地图制印工艺中的

劳动量大、周期长、质量低等问题 ,与地图设计、地

图综合智能过程联系不大 ,它的工作基础是设计

人员按传统方式完成的编辑原图或资料图粗加工

成果。电子出版技术的引入 ,彻底改变了传统地图

出版工艺 ,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发达国家的地

图 (集 )的设色制版工艺已全部实现了电子化 ,我

国几家大型地图出版单位也纷纷引进电子出版系

统 ,少量由电子出版系统完成的地图或中小型图

册已经问世。几家大型电子出版产品生产公司 ,如

美国的 Apple, Interg raph,比利时的 Barco以及

国内的北大方正集团 ,其产品诸如 Coreldraw、

Freehand、 Il lust ra to r及北大方正等软件系统 ,目

前已较为成熟 ,应用效果显著 ,并将在地图生产行

业形成庞大的新技术市场。

以电子地图为代表的新图种的出现则是电子

技术与地图制图相结合的又一表现。以计算机制

图技术为核心的电子制图系统与传统介质地图相

比 ,具有显著的优越特性 ,使得它一经问世就备受

青睐。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的引入 ,在

表现空间信息的动态性、超媒体结构及用户与系

统间的交互式探究方面大放光彩。

电子新技术的引入冲击着地图制图的发展 ,

不仅改变了地图生产作业的工艺过程 ,对地图有

关概念、设计原理、制作方法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

响。一方面新技术为地图制图开拓了更广阔的思

路 ,电子出版技术超越了传统工艺设计效果 ,尤其

是在地图的形式美、艺术美表现方面 ,产生过去无

法实现的艺术表现手段。而电子地图由于数据贮

存与数据表示相分离 ,使得图形的表现形式具有

极强的动态特性 ,可将地图阅读和制作融合起来 ,

带来地图制图的全新概念。另一方面 ,电子新技术

冲击着地图制图有关概念 ,导致地图制图理论的

再认识。电子地图的出现 ,使得传统上认为地图学

只是关于地图的科学或者地图只是信息表示的观

念正逐渐地被抛弃 ,代之而起的是一种集动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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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探究性和超媒体等特征于一体的地图可视化

工具。对地图研究而言 ,可视化并不是什么新概

念 ,地图本身就是一种视觉产品 ,地图生产过程被

认为是运用视觉变量对现实世界抽象、综合和表

示的过程 ,地图读者又运用视觉思维对地图这视

觉化产品感受和分析。然而这一概念在制图新技

术环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地图可视化不仅仅

是图形结果状态表示 ,更主要的是一种高级的空

间数据分析行为 ,它刻画了一种思维过程。地图学

家 Tarlo r认为 ,传输和认知模型是地图视觉化的

重要内容。电子地图作为地图可视化研究的重要

工具 ,在地图信息的认知和传输方面赋予了新的

特色。随着研究深入开展 ,可望对停步不前的地图

感受论和地图传输论的研究带来新的生机。

2　电子出版技术在地图设计生产中
的应用

　　 20年前电子分色技术的兴起在地图制印工艺

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不久电子分色技术便落

伍了 ,随着图像处理技术、电子技术的发展 ,自动

分色、色彩校正、彩色挂网、页间排版已发展到相

当成熟的阶段 ,高分辨率扫描仪、高保真显示器 ,

以及高精度激光输出机等硬设备已十分完善 ,彩

色电子印前处理系统 (或称电子出版系统 )应运而

生。地图作为出版物的一种特殊形式 ,引入电子出

版技术 ,便产生了彩色地图电子出版系统。

彩色地图电子出版系统是利用电子计算机技

术 ,结合色彩学、图像处理等相关技术开发的地图

印前处理系统。可以胜任地图色彩设计、符号设

计、注记标准化、图表生成、地图整饰及组版以及

CMYK色或专色的分色等工作。该出版技术大大

缩短了地图的生产过程 ,将过去需要在印刷厂多

个车间完成的操作浓缩在计算机上一次性集成处

理。而且这是一个开放性很强的运作系统 ,保持人

机之间的交互式探究 ,在印前处理中 ,灵活地对图

形图像进行编辑、缩放、旋转、组合 ,进行艺术塑

造 ,甚至“无中生有”处理图形 ,与电子分色机的图

形一旦扫描后便不能改动相比 ,具有很大的优势。

同时 ,数字化数据的图形存贮 ,为地图 (集 )的再版

更新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技术路线。

2. 1　彩色地图电子出版系统的结构

系统的硬件部分包括地图数据输入设备、主

机、彩样输出设备、图形数据存贮设备和激光照排

机等 ,软件部分包括图形编辑软件、图像处理软

件、设色软件和光栅图像转化 RIP系统等。系统

结构及数据流程表述如图 1所示。

图 1 彩色地图电子出版系统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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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电子出版系统中的地图设计的特点

电子出版系统为地图设计人员提供了一个全

新的操作环境 ,为地图的创意设计开辟了广阔的

思路 ,尤其在地图的整饰设计、艺术加工方面 ,比

传统在纸上设计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2. 2. 1　形式设计方面的特点

1)“所见即所得”的视觉感受

高分辨率并经过色彩校正的显示器可以将设

计成果真实地表达出来 ,并通过图形操作获取不

同视角、不同大小、不同对比关系下的图形、符号、

文字的视觉感受 ,而且 ,可以记录设计的过程 ,为

多方案筛选、对比提供支持工具 ,辅助创意设计的

完成。随着高保真电子显示技术和色彩校正技术

的发展 ,基于加色系统的视屏显示和基于减色系

统的油墨印刷之间视觉差异会逐渐减小 ,使“所见

即所得”达到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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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级变化的调色系统

色彩调配是包括地图设计在内的所有艺术设

计的重要内容。电子出版系统提供了基于减色法

的 CMYK调色方式 ,基于加色法的 RGB调色方

式 ,基于孟塞尔色度表示的调色 ,以及印刷出版业

各种标准的点配色调色方式。色彩变量按 1%或 1 /

256增减 ,趋近于无级变化。几种调色方式的效果

是近似等效的。

3)实际意义的层面叠加

地图内容根据结构组织和视觉层次感可区分

为多个层面 ,如地理背景层与专题内容层的划分。

在电子出版系统中 ,由于图形数据的组织是实际

分层的 ,可将地图层面真实地反映出来。不同层面

叠加可进行 3种逻辑运算 AND、 OR、 XOR,模拟

实现套印、叠印等多种组版方式。可通过一定图形

效果调整层面之间的感受距离 ,突出图面主题内

容 ,拉开主次层面间的视觉距离。

4)丰富的符号、图表、线型设计工具

电子出版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符号库和线型

库。符号变量丰富 ,包含了 Ber tin视觉参量体系

中的色彩、尺寸、方向、纹理、结构、密度等因素。系

统中具有简单的电子表格处理功能 ,接受关系数

据库数据自动生成统计图表 ,图表形式多样 ,功能

完善的出版系统还为用户提供了图表形式生成设

计工具 ,可按用户定义的形式生成新的统计图表。

通用型的电子出版系统在地图出版生产中应用

时 ,可根据地图设计的特殊要求进行二次开发 ,建

立地图设计的电子作业环境。

5)特殊艺术效果的实现

地图是一种艺术产品 ,过去迫于工具有限难

于增添更多的艺术特色。电子出版系统的产生 ,提

供了诸多功能 ,如图形、文字的立体透视 ,色彩的

混合过渡 ,形象图案花纹的布局 ,大理石、彩虹等

自然色的模拟等 ,为地图的形式美表现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手段。

2. 2. 2　内容设计方面特点

彩色地图电子出版系统在地图的内容设计、

图形综合方面尽管没有形式设计那样能提供丰富

的工具 ,但它为用户提供的交互式制图综合电子

作业环境也是深受设计人员欢迎的。当基于描述

空间数据制图模型的电子出版系统与基于描述空

间数据的数字景观模型的 GIS系统相结合时 ,可

以胜任地图综合的某些工作。

1)交互式图形筛选

结合电子出版系统对图形目标的标识选取及

其他操作功能 ,可对地图内容进行筛选 ,模拟实现

常规地图编辑中的过渡标描过程 ,综合选取一般

根据等级、间距、尺寸等指标阈值进行。出版系统

对图形数据的存贮没有涉及图形目标的属性信息

及图形间关系信息 ,按属性条件选取目标不能实

现 ,但图形数据的分层隐含了地物目标的分类、等

级、重要性等属性信息 ,通过分层选取实现图形目

标的按指标条件选取。例如 ,从 GIS数据库按等

级检索输出居民地数据进入电子出版系统 ,建立

省级、地区级、县级、乡级居民地图形层 ,针对不同

比例尺、不同用途的地图输出 ,提取不同居民地的

图形层组合 ,完成居民地图形的内容选取。

2)图形目标集成化处理

电子出版系统基于面向对象的思想对图形目

标存贮管理、实施操作 ,完成地理目标的复合、群

集与分解 ,尤其是对复合目标的处理 ,为交互式地

图综合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3)图形的移位与化简

电子出版系统通过 Bezier曲线描述线状地

物 ,注记用 TrueType字体或线状 Postscript表

示。为避开地物间的图面冲突、图形的断开、弯曲

部分的移位由结点编辑工具完成。图形化简包括

相邻地物的焊接式合并、曲线的小弯曲去除等。

4)统计数据的加工处理

功能全面的电子出版系统具有简单的电子表

格管理功能。基于关系数据库数据进行 SQ L查询

和关系代数运算 (如 Adobe公司的 Co reldraw ,具

有 Corelquerys模块和 Co rel char t) ,完成表格数

据的检索提取与分级处理 ,还能直接生成统计图

表 ,通过图表交互式区域定位输出统计地图。

在电子出版系统下进行地图的设计 ,数据获

取是关键环节。全数字化的作业过程应当是将出

版系统与 GIS融为一体 ,通过 GIS的分层检索、

条件查询和空间分析功能为出版系统提供接口数

据进行后继地图设计与图形加工 ,两者分别发挥

在地图内容处理和形式设计方面的优势 ,让电子

媒介取代纸张设计环境 ,实现地图设计的全新变

革。

3　电子地图的特点

多媒体技术和可视化技术以及与之相连的软

硬件的发展 ,促进了地图新图种的产生。由出版系

统输出的数据除了进入激光照排系统经 RIP处

理后输出 CMYK分色片 ,印刷出常规的纸质地

图外 ,还可对该数据处理后进行 CD-ROM写盘 ,

得到新的图种—— 电子地图 (集 )。另外对现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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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地图扫描进入计算机加工处理也可得到电子

地图产品。

电子地图与纸质地图相比 ,最显著的特征是

数据的存贮与数据的显示相分离 ,由此产生电子

地图的一系列新特点。

3. 1　电子地图的特点

3. 1. 1　动态性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地理现象在时间维上

的发展变化的真实动态反映 ;二是静态现象通过

闪烁、渐变、动画等手段作吸引视觉感受的虚拟动

态反映。前者是基于空间信息的时间性描述 ,如城

市区域范围的动态沿革变化 ,河流湖泊水涯线的

不断推移等。静态纸质地图只能表达这种地理现

象的某一断面 ,作为时间维上的一个快照 ,而电子

地图运用其动态性特点 ,真实地反映地理现象的

发展演变。时态地理信息的研究是目前 GIS的热

点 , Lang ran等人对此作了深入研究 ,但还没有取

得实质性进展。后者虚拟动态反映已经有比较成

熟的技术手段在电子地图中实现 ,如通过色彩浓

度动态渐变产生的云雾状感受描述地物定位的不

确定性 ;通过制图区域边界处色彩饱和度动态变

化描述分类等级的模糊性 ;通过符号的跳动闪烁

突出反映感兴趣地物的空间定位。

3. 1. 2　交互探究性

电子地图由于数据存贮与数据显示是分开

的 ,地图的存贮基于一定的数据结构以数字化形

式存在 ,这样 ,数字化数据进行可视化显示时 ,读

图用户可以干预 ,包括色彩设定、符号选择、图面

布局、改变分级方案等 ,将制图过程与读图过程在

交互式探究中融为一体。基于同样的电子地图和

数字化数据 ,在计算机系统支持下不同用户读图

时会得到不同的地图形式 ,这就增加了读图的趣

味性和用户的适应性。除了地图显示用户可交互

探究外 ,电子地图提供的数据查询、图面量算等工

具也为用户获取地图信息建立了非常灵活的交互

式探究手段。

3. 1. 3　超媒体结构

超媒体是超文本的延伸 ,即将超文本的原则

扩充至图形、视频、声音 ,从而提供了一种浏览不

同形式信息的超媒体机制。在以地图为主体结构

下 ,电子地图融入图像、文字、声音等附加媒体信

息作为主体的补充 ,通过图文互补 ,地图图形信息

的先天缺陷可得到数据库的弥补 ,通过人机交互

的查询手段 ,可以获取精确的文字和数字信息。因

此电子地图在提供不同类型信息、满足不同层次

需要方面具有传统地图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3. 2　电子地图设计制作特点

总的来说 ,电子地图设计仍要遵循传统纸质

地图的设计原则 ,但随着电子地图设计环境、应用

环境的改变 ,又具备了一些新的特点。

3. 2. 1　地图符号视觉变量的扩展

地图设计中视觉变量的设计是一个重要内

容。Bertin及其他制图专家 ,在对符号信息的感受

性、传输性研究基础上建立的视觉变量体系 ,包含

了符号的形状、尺寸、色彩、结构、方向和密度得到

了制图设计人员的广泛认可。在电子地图设计中 ,

为适应其动态性、交互探究性和超媒体结构的特

点 ,这一变量体系要进行扩展。

时间 ( time):符号闪烁的频率 ,移动的速率 ,

显示时间长短等 ,通过符号时间变量可反映地理

现象的动态特性 ,探究其变化规律。

交互操作 ( interaction): 反映用户对符号主

动操作的程度。在面向对象的符号设计中 ,符号对

象的操作与数据是封装的 ,操作包含对符号的放

大、旋转、隐藏和视角变换等的规定。

写实性 ( realism ): 与抽象性相对应。描述符

号与实际地物间语义表达形象性特征 ,如植被类

型用典型树种外形表示 ,增加符号的写实性特征。

焦点 ( fo cus): MacEachren建议将焦点列为

符号变量之一 ,其表现为符号的视觉中心 ,动态性

符号的变化原点 ,如烟雾状动态扩展符号的中心 ,

旋转符号的轴心等。

3. 2. 2　多任务单图幅由单任务多图幅取代

这是与传统纸质地图内容表达相比较而言

的。过去 ,地图内容在纸面的展示是多层次图形的

融合 ,是各种用户需求内容的并集 ,尽量提高图面

载负量 ,是地图设计人员的初衷。对于电子地图设

计而言 ,为克服屏幕显示的局限性和信息查询地

物标识的不明确性 ,同时为不同专门用户提供具

有排它性的感兴趣的信息 ,内容结构采用单任务

多图幅组织形式。任务的划分可以是地图的图形

层面、用户的分类、表示方法的不同 ,这种组织形

式丝毫不破坏跨任务的内容间的对比。电子地图

可以利用多窗口同时显示相关任务的多幅图 ,或

者将基于同样参考系范围的任务叠加 ,更能满足

读图用户的需要。

3. 2. 3　制图与读图过程的融合

电子地图具有的交互式探究特点 ,要求地图

设计时 ,充分考虑读图者所扮演的角色。针对用户

的层次和兴趣 ,可设计为用户读图时调配自己喜

爱的颜色、选择符号、布局图面 , (下转第 150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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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Simplif ication for Digital Map

Li Weisheng
( Sch ool of In formation Engineering ,W TU SM , 39 Lu oyu Road, Wuhan, China, 430070)

Abstract　 For zooming in or out the map in a real time GIS application, and for quick t rans-

portation of the vecto r map in a netw ork, this paper propo ses the on-line map generalization

concept. It discusses the on line simplification to the line object in detail. Tw o a lg o ri thms are

proposed. Thei r Complex are all f romθ( 1) toθ(n) . It is a g rea t prog ress comparing the no r-

mal DP alg ori thm whose complex is f romθ(n ) toθ(n
2 ) .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reducing

the spatial complex is also involv 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computer alg o ri thm analysis; binery t ree; on-line simp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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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地图综合原则的改变 ,如地物选取的阈值、

统计数据分级、背景层面筛选量。制图与读图融合

的程度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对于普通用户 ,地

图在内容表达方面的设计应预先制作固定 ,而在

形式表达方面可以让用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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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 Design Based on Modern Electronic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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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rise of Desk Top Publishing system and elect ronic map is an impo r-

tant representation o f modern ca rtog raphy technolog y. The elect ronic envi ronment prov ides

cartog raphers wi th pow erful tools, such as colo r adjustment, g raph layer interg ration, sheet

lay out , dynamic symbol g enerlization and statistic char t automation. The paper illust ra tes the

DTP mapping sy stem component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lso discusses the change in map de-

sign compared w ith t raditional manual design techniques. In the lat ter, the paper investig ates

the proper ties o f new kind of map—— elect ronic map or a tlas, which invo lv es dynamic, inter-

action and hypermedia structure. Some special principles for electronic map design a re pre-

sented in the end o f paper: ex tending visual v ariable of map symbol , multiple sheet sing le tack

map replacing sing le sheet mul tiple task map and leading map users par ticipating in map de-

sig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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