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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注记自动配置规则及其实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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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自动注记与手工注记差异的基础上 ,探讨了确定自动注记原则要考虑的因素 ,提出了一种适

合小比例尺地图注记自动配置的方案 ,介绍了此方案的实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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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的注记是影响地图可读性、增进地图使

用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图的注记也有自己的

编绘规范 ,不同比例尺的地图 ,注记的规范通常有

所不同。长期以来 ,地图的注记用人工方法完成。

随着计算机和 GIS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地图以数

字的形式进入了计算机 ,传统的地图编绘也逐步

为计算机排印系统所取代 ,注记作为地图使用和

输出的重要环节 ,其自动化程度及注记质量的好

坏将影响 GIS应用的质量。与手工注记相似 ,计

算机自动注记也需要有明确的注记规范。由于自

动注记与手工注记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 ,我国现

有的注记配置规则多数因不够精确或执行有歧义

而难以为计算机自动注记系统所使用。

1　计算机自动注记与手工注记比较

　　计算机自动注记是指由计算机模拟人工注记

过程 ,根据从数据库中读取的注记字体、尺寸、倾

角等参数 ,按照自动注记配置原则 ,进行全局或局

部最优判定 ,自动确定注记位置。计算机自动注记

与手工注记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主

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 1)主体不同。手工注记

的主体是人 ,但计算机依靠人们编制好的程序和

算法进行逻辑推理来解决问题。这种区别决定了

在手工注记时 ,使用的注记配置规则可以是指导

性的、原则性的、定性的 ,而计算机自动注记使用

的配置规则必须更严格、更具体、更精确 ,要求是

定量的 ,没有二义性。( 2) 对象不同。手工注记的

对象多为纸质地图 ,纸质地图尺寸固定 ,能够容纳

的信息量一定 ,一般对于一种特定比例尺的地图

有一种最佳表达信息的方式 ,这样 ,手工注记的注

记规则一般对注记的字体、尺寸都作了详细而严

格的规定 [1 ] ;计算机自动注记的对象有屏幕输出

和图纸输出两种。图纸输出可以采用手工注记的

规定 ,但是 ,屏幕输出可以灵活地变动窗口的大小

和地图的比例尺 ,又由于数字 (或电子 ) 形式地

图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 ,而不同的应用可能有不

同的输出要求 ,因此 ,屏幕输出要求提供更为灵活

可变的注记配置规则 ,如由系统确定大原则 ,给出

缺省配置值 ,再由用户根据需要指定具体注记配

置的规则等。

2　自动配置原则需考虑的因素

由于计算机自动注记与手工注记存在的差

异 ,以及计算机自动注记处理具有的特点和优势 ,

在确定自动配置原则时要考虑下列新因素。

2. 1　根据几何特征类型分层处置

在进行注记时 ,区别不同的地物类型意义不

大 ,但是 ,由于地物几何特征的不同 ,自动处理的

算法、思路、数据的存贮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

意味着 ,不同特征类型的要素会有完全不同的处

理方法。例如 ,点要素的注记通常是环绕点位进

行 ,主要考虑与注记点结合的紧密程序 ,与其他注

记是否冲突、压盖 ;而线要素的注记则以沿线要素

形状分布为宜 ,当然也要考虑与其他注记冲突和

与其余要素压盖的问题。面状要素又可以分为面

团状 (如居民地 )、小面积面状、大面积面状和条

形面状。各种情况要进行不同的处理 ,面团状要求

沿着外轮廓线注记 ;小面积面状宜作点状要素处

理 ;大面积面状需要沿主骨架线注记 ;条形面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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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条状的外沿形状注记。因此 ,注记配置原则应

考虑分成点、线、面 3种不同的几何类型分别进行

处理。

2. 2　点、线、面注记的优先级

在地图的注记 (如全要素地形图的注记 )

中 ,由于涉及到多种特征类型的多种要素 ,因此有

一个综合平衡和优先考虑的问题。一般而言 ,点、

线、面注记的先后顺序应该是先点、后线、再面。当

然 ,根据不同的输出要求 ,可以有不同的优先级的

规定。但是 ,需要明确的是 ,不同优先级的确定将

决定不同的地图注记结果。

2. 3　冲突避让优先级

理想的注记位置是所有居民地注记都分布在

居民点的正右方 ,所有线状注记都分布在河流右

侧或上侧居中且均匀分布 ,面状注记分布在居民

点的周围居右且结合紧密。由于地理要素密集 ,按

理想状态安排 ,注记冲突无法避免 ,通过调整注记

位置来解决冲突是自动注记的主要任务。谁避让

谁存在一个权衡取舍问题 ,这时一般要由地物的

重要程度来决定。例如 ,省、地、市政府所在地要比

一般居民点更重要 ,一般居民点要避让 ,这可以根

据地物本身的等级属性予以考虑。因此 ,在进行自

动注记之前 ,需根据应用的要求对冲突避让优先

级先给出一个综合的考虑。

2. 4　压盖避让优先级

由于地图上地理要素密集 ,注记对地物完全

不压盖是不可能的。因此 ,在处理压盖的问题上 ,

就存在着轻重先后的问题。例如 ,在考虑全要素地

形图居民地注记问题时 ,居民地注记就可能对河

流、道路形成压盖 ,而且某些地域由于河网、道路

的密集 ,要想完全消除压盖是不可能的 ,这时 ,就

存在避让问题。如果从全要素地形图出图考虑 ,因

为道路与居民地同在黑色版上 ,河流在蓝色版上 ,

所以避开道路要比避开河流更为优先 ,所以 ,最好

是先避道路 ,后避河流。但是 ,如果要出一张与水

系有关的专题图 ,避开河流应比道路更为优先。因

此 ,在进行自动注记之前 ,需根据应用的要求对压

盖的优先级先给出一个综合的考虑。

2. 5　屏幕输出与图纸输出

对于图纸输出 ,注记参数应有更严格的规定 ;

对于屏幕输出 ,由于计算机屏幕输出可以方便地

缩放、漫游 ,注记的参数可以更为灵活处理 ,可给

出一个系统缺省值 ,再提供方便的交互式手段让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定和改变。

3　自动配置的基本原则及其实现策
略

　　根据以上对自动注记特点的分析 ,结合计算

机自动处理的特殊性 ,在对 1 25万地形图进行自

动注记时 ,笔者设计并采用了如下的配置原则和

实现方法。

3. 1　自动配置的总原则

通过分析地图手工注记的过程 ,笔者提出以

下自动注记原则 ,无论对于哪一类地理目标注记 ,

都是适应的: ( 1) “所属关系”的原则。注记应与被

注记目标结合较紧密 ,读者应容易确定注记与被

注记目标之间的所属关系 ,不会与附近注记或其

他目标发生混淆。( 2) “避让”的原则。注记应避开

重要地物 ,即不能压盖重要地物 ,尤其不能压盖同

种颜色的其他地物。( 3) “习惯”的原则。注记的字

位、字序、排列方式要符合读图习惯。根据以上总

的原则 ,考虑点、线、面各类地物注记的特殊性 ,笔

者确定了各类目标注记的具体配置原则。

3. 2　点状要素配置原则及其实现

点状要素通常包括居民地和高程点等 ,在

1 25万地形图注记中 ,又以点状居民地最为密集。

其配置原则如下。

1) 在注记位置的选取上 ,以正右为优先 ,见

图 1。在非正方向上 ,又按照右、上、左、下的顺序

选取。为简化问题 ,以注记的中心点为定位点来考

图 1　点状地物定位点的优先级

Fig. 1　 Candida tes fo r Anno ta tio n Position

o f Point Fea ture

虑自动注记问题 ,假定 w idth和 heigh t分别是当

前注记的宽度和高度 ,注记的名称是“白河桥” ,字

体大小为 5个单位 ,注记是矩形 ,它的宽度和高度

分别是 15和 5,每个方向位置的选择可由下列一组

同心椭圆来确定 ,见图 2。每个选择位置由两个参

数 r和 a来决定 ,其中 , r决定注记定位点与待注

记地物点的距离 , a是注记定位点与待注记地物

点的连线与水平线的偏角。改变 r和 a之值 ,可以

改变每个方位待选点的数量。假定每个方位的待

选点以偏离正方向角度大小为标准 ,偏离角度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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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优先级越高。例如 ,选取 r值介于 1～ 3之间 ,a

以 22. 5°为角差变化 ,这样 ,在每个方位将选取 12

个点作为待选点。

图 2　点状地物定位点的确定

Fig. 2　 Selectio n Stra teg ies fo r Anno tation

Positio n o f Point Fea ture

2) 点状注记不能压盖被注记要素和其他点

状要素。

3)点状注记不能彼此压盖。

4) 点状注记尽可能不要压盖其他同颜色线

状和面状地物 ,在特殊情况下 ,应选择尽可能压盖

不同颜色的地物 ,等级较低或与主题无关或关系

不大的地理要素。系统根据以上原则给出缺省的

压盖优先级 ,并提供对由用户指定压盖优先级的

支持。

5)点状注记最好与被注记点位于道路、河

流、境界的同侧。点状要素的注记主要考虑避免冲

突和减少压盖。所谓避免冲突是指避免注记与注

记之间的重叠 ,这种重叠是不允许的。但自动注记

算法可能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仍然需要

辅以交互式配置注记的方法解决少量由自动过程

残留的未解决问题。与冲突不同的是 ,注记与其余

地物之间的压盖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这时就有一

个优先级和权重的问题。通常认为 ,在地形图中 ,

不同颜色的地物、等级较低或与主题无关或关系

不大的地物优先级较低。

点状注记通常有矢量或栅格两种处理方式 ,

解决冲突和压盖有回溯和神经元网络求取全局最

优两种方法。用回溯的方法 ,一般采取下列过程:

( 1)根据压盖情况 ,选取注记点位 ; ( 2) 进行冲突

检测 ,如有冲突 ,进行回溯 ,解决冲突。采用神经元

网络方法时 ,则一般遵循这样的过程: ( 1) 考虑压

盖的冲突情况 ,选择全局较优点位 ; ( 2)进行冲突

与压盖检测 ,解决冲突 ,减少压盖。

3. 3　线状要素配置原则及其实现

线状要素配置规则确定如下:

1)线状要素沿其平行线进行注记。

2)注记的方向依线状要素的倾斜角而定 ,设

线状要素的倾斜角为 a ,当 a介于 45°～ 135°时 ,应

从上往下注记 ,右侧为先 ,左侧为后 ;当 a介于

0°～ 45°以及 135°～ 180°时 ,应从左往右注记 ,上侧

为先 ,下侧为后 ,见图 3。

图 3　线状地物定位点的确定

Fig. 3　 Selectio n Stra teg ies fo r Anno tation

Positio n o f Linea r Feature

3)注记点与线距离允许值为 1 m m～ 2 m m。

4)对于较长河流 ,应该分段注记 ,设 Leng th

代表河流长度 ,① 当 0 cm < Leng th≤ 30 cm时 ,

注记 1次 ;② 当 30 cm < Leng th≤ 60 cm时 ,注记 2

次 ;③ 当 60 cm < Leng th≤ 90 cm时 ,注记 3次。

5)注记字之间宜取 3～ 5个字大小的间距 ,为

便于实施 ,拟定下列规则:设 Leng th代表河流长

度 ,① 当 0 cm < Length≤ 20 cm时 ,取 3个字间

隔 ;② 当 20 cm≤ Leng th≤ 40 cm时 ,取 5个字间

隔。

6)不允许一组注记分放在河流的两侧。

线状要素的注记也有基于矢量和栅格两种数

据结构的注记方法。线状要素注记之间彼此冲突

的问题已不存在 ,但要考虑线状要素注记与已有

点状要素注记的冲突问题 ,以及与其他地物的压

盖问题。前者因为线状要素注记位置的允许空间

比较大 ,一般容易解决 ;后者通过设立压盖优先级

可以解决。线状要素注记要解决的主要难点在于

提高平行线生成的精确性 ,以及提高处理冲突和

压盖时的搜索比较速度。线状要素注记方法一般

遵循下列步骤: ( 1)提取河流空间点位及相应注

记的参数数据 ; ( 2)计算河流长度 ,对河流进行分

段 ; ( 3) 为各段求取左、右 (或上、下 )平行线 ;

( 4)沿着平行线搜索第一组 (下一组 )可选位置 ;

( 5)检测该组位置是否与已有注记发生冲突 ,如

有 ,则该组位置作废 ,转到 ( 4) ,否则 ,转到下一步 ;

( 6)记录该组位置及与已有地物的压盖情况 ; ( 7)

选出 N组位置 ,转到下一步 ,否则 ,转去执行 ( 4) ;

( 8)比较已经选出各组位置的压盖情况 ,选取最

佳位置 ,输出结果。

3. 4　面状要素注记原则及基本方法

面状要素包括团状居民地、面状湖泊、双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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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面状水库等。面状要素的配置规则见图 4。( 1)

团状居民地的注记 ,在提取外轮廓线后作为点状

图 4　面状地物的配置规则

Fig. 4　 Co nfigura tio n Rule fo r Polyg on Fea ture

要素注记 ,注记要求和方法同点状要素 ; ( 2)小的

湖泊、面状水库 ,根据其形状和大小作为点状或线

状要素注记 ; ( 3) 双线河流和狭窄而细长的湖泊、

水库等作为线状要素注记 ; ( 4)大的面状湖泊、行

政区域 ,在提取骨架线后 ,沿其主骨架线注记。面

积太小、主骨架线太短、容纳不下注记时作为点状

要素注记 ,注记要求和方法同点状要素。

面状要素注记的问题可归结为求面状多边形

主骨架线的问题。目前 ,较常用的求主骨架线的方

法有求扫描线中点法和数学形态学两种方法。在

求出主骨架线后 ,其余处理过程与线状要素方法

类似。

4　结束语

本文对配置原则的研究主要是针对 1: 25万全

要素地形图为实验数据进行的 ,在笔者研制的基

于规则的地图自动注记系统中 ,运用它来解决全

国 1: 25万地形图数据库出图和显示的问题 ,取得

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在实现上述配置原则时 ,对于

地形图或者专题图的输出 ,采取提供缺省参数由

用户确定压盖优先级和注记参数如尺寸、字体等

相结合的方式 ,使系统功能更为灵活实用 ,以满足

多种应用的需要。当然 ,上述配置规则应用于其余

比例尺地图时要作些调整 ,对于大比例尺地图和

有些专题图该方法调整程度更大。目前 ,正在对这

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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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Principles of Automated Placement of Map Nam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Fan Hong　Du Daosheng　Zhang Zuxun

(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Surveying, M ap ping and Remote Sensing ,

W TUSM , 129 Luoyu Road , W uhan, China, 430079)

Abstract　 Based on the a nalysis of dif ference betw een placing map na me manually and auto-

ma tically, the primary facto r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w hi le adding lable name au-

toma tically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n, som e principles fo r automated na me placem ent

and i ts im plementation approach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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