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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密型点状地图要素注记自动配置的

智能化渐进式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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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图要素注记自动定位问题在计算复杂度上是 NP_Hard 的 , 但是通过处理仍可使配置结果逼近最

优解。本文提出了模拟制图人员配置注记思维过程的智能化渐进式方法 , 这种思路是首先参照制图规则将问

题分解 ,然后基于启发式原则 , 构建注记配置规则影响的优化模型对注记位置进行渐进式的锤炼 , 直到结果评

价值达到最佳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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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数据处理中 ,一般是把复杂问题分解或

同构成同态问题 ,然后通过简单的方式逐一或分

层解决来达到最终目标[ 1] 。从对注记自动配置

问题本质分析可知 ,该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有限空

间的争夺 ,它可以分解为注记与地图要素 、注记与

注记之间冲突两个主要的子问题。点要素注记自

动配置的求解在计算复杂度上是 NP_Hard的 ,人

们使用了大量方法来缩短处理时间 ,优化配置结

果。经比较 ,模拟褪火法效率最高
[ 2]
。

目前的方法都是以要素注记的有限典型位置

为基础 ,而在生产实践中 ,注记定位虽然受典型位

置的限制 ,但是注记最终位置并不一定固定在设

定的位置。汉字注记与西文注记存在很大差别 ,

它既可以是水平字列 ,也可为垂直字列 ,所以汉字

地图注记配置问题所包容的内容相对更多。

结合点状地图要素注记配置的一般性 ,本文

给出了一种点状地图要素注记的智能化渐进式方

法。这种方法对注记密度较大的情况尤为有效。

1　注记配置中规则的分类及应用

1.1　注记位置确定的规则

定位规则是注记定位问题分解的基础。在传

统地图生产实践中 ,制图人员确定注记位置时 ,在

其大脑中存在着一个判断推理 、不断变化 、多阶段

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连续性思维与跳跃性思

维相互融合 ,其最终结果是在基于制图者个人主

观思维并顾及大量因素的情况下给出的 ,主观方

面制约于主体的地理素养 、审美观念和已有经验

等。即便是对同一幅地图 ,不同的制图人员也会

给出完全不同的定位结果 ,而这些结果都能遵循

一般性的注记定位规则。虽然在计算机环境下的

数字地图与传统常规介质地图的要素关系 、审美

原则是否一致还有待探讨 ,但是 ,基于普遍认识 ,

仍可总结出注记自动定位应遵循的基本规则 。本

文参照英霍夫(Imhof ,1975)提出的规则 ,确定了

地图中每个地图要素独立地搜索注记位置时遵循

的规则。规则如下:

1)每个点要素的注记不压盖其他任何等级的

要显示的点要素。

2)每个点要素的注记不压盖其他任何等级的

要显示的注记 。

3)点要素的注记与该点要素的视觉关联性大

于与其他点要素的关联性 。

4)注记不同的可能标注位置有优先级之分。

分析以上规则 ,将点状要素注记的形状抽象

为各自文本的最小外框是合理的 ,并且每个点在

独立处理时 ,其可注记位置是无限的 。一种符合

实际的思路应该是启发式的 ,首先根据制图规则

确定点状要素注记的若干典型位置及其权重 ,然

　　收稿日期:2000_03_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9971068);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测绘局测绘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目(96017)。

DOI :10.13203/j .whugis2000.04.016



后从合理的位置出发 ,在其一定范围内进行探测。

本文给定的典型位置如图 1所示 ,图 1(a)为水平

字列的点位集;图 1(b)为垂直字列的点位集 。图

中矩形框为注记框 ,框上的点表示该注记框对应

的地图要素的相对位置 ,每个点代表一个典型位

置 ,边框上对应数字是该位置的优先选择次序(可

用来作为选择权重的对照),其中较小的数字表示

较高的优先级 。图 1(c)为从图 1(a)中分解出的

一个典型位置 ,确定典型位置是针对单个点状地

图要素而言的。

(a)　　　　　　　　(b)　　　　　　　　(c)
图 1　点要素注记典型位置

Fig.1　Typical Label Placements o f Point Feature

　　整数规划法对注记问题的描述是:假设制图

区域内 N 个注记各有Mi(i=1 ,2 , … , N)个可能

的注记位置(典型位置),变量 X i , j表示第 i 个注

记是否标注在第 j 位置上(i =1 , 2 , …, N ;j =1 ,

2 , …, Mi), W i 表示第 i 个位置的权重。首先为

每一个注记随机选择典型位置中的一个 ,然后根

据模型:

取最小值:W =∑W i·X i , j

约束条件:∑X i , j=1

通过给定重叠位置和优先级较低的位置的较大权

重 ,得到最优解 。例如 ,对图 2中的两点 ,若取图

1(a)中的数字 1 ～ 4为预先设定的典型位置 ,并以

选择的优先级为惩罚值(权重)。图 2(a)为初始

随机确定的位置 ,此时 W =3+3=6 。下一步循

环中 ,将上方点的注记位置改变为右上方 ,将会使

W =4 ,如图 2(b),继续处理可使 W =3以达到最

小值 ,如图 2(c)。由于此方法不允许点要素选择

比当前更差的位置 ,因此会使得在有些情况下不

能达到最优全局评价值。图 3(a)为此方法对随

机生成的点要素的注记配置结果(其中矩形框代

表对应的注记),图 3(b)为本文算法处理结果。

1.2　规则的应用策略

根据以上分析 ,注记定位规则的应用应当是

分阶段的 ,这也符合制图人员在配置注记时候的

思维过程。由于地图要素与注记发生冲突时 ,前

者是不能移动的 ,对规则 1的解决只有通过注记

的移动来完成;第 2条规则自由度较大 ,处理相对

复杂 ,实施中参照规则 3 、4进行;最后遵循规则 4

继续处理 ,使结果逼近最优解 。

(a)　　　　　　(b)　　　　　　　　　　(c)

图 2　整数规划法示例

Fig.2　An Illustration of the Integ er Programming

2　智能化渐进式模型

2.1　种子集合的生成

首先参照设定的规则为每个点状地图要素生

成可注记的 、由典型位置组成的种子元素集合:

Pm:{Pm 1 ,Pm 2 , Pm3 , … , Pmn}

　　　　m =1 ,2 , … ,M ;n=1 ,2 , …, N

式中 , M 为要处理的点状地图要素的个数;N 为

种子元素的个数 。根据一般性的制图规则 ,注记

位置的集合应当是无限集 ,但由于上述原因 ,在处

理前阶段只能是有限的 ,故称之为种子集合 ,它是

本文采取的最优化模型目标函数容许集的真子

集 ,也是典型位置集合的子集 。根据选择注记位

(a)　整数规划　　　　　　　　　　　　　　　　　　　(b)　本文算法

图 3　自动配置注记结果比较

F ig.3　Comparison between Integer P rogramming and IPM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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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的倾向性 ,该集合中每个元素都有一个预先

设定的两两不等的权重值 。在种子元素集合的生

成中 ,并不是每个典型位置要素都被放入模型中

处理 , 本文典型位置集合元素个数取 24(如

图 1(a)、图 1(b)所示)。本过程删除了违反规则

1的位置 ,当然也可以把它作为微调的参考位置 。

2.2　冲突最小的注记位置的确定

为了在已生成的注记位置种子集合中选出最

接近最优解的元素 ,本文给定最优化模型:

取最小值:Wm=Χ(Pmi)=W1·F 1+

　W 2·F2+W 3·F 3

约束条件:∑X mi=1 , 　i=1 , … , N

(1)

式中 , F 1表示 Pmi(i=1 , 2 , …, N)与周围要素的

距离关系的函数;F 2 表示 Pmi 与Pqj(q =1 ,2 ,3 ,

…, M;q≠m ;j =1 , …, n)的距离关系;F3 是与

Pmi 对应的 、由地图制图规则确定的权重函数 ,它

影响注记在视觉上的美学效果;W 1 、W 2 和 W 3

分别是 F 1、F 2和 F3 在函数 W 中的权重值 ,对于

每个点要素 Pm 而言 ,可以求得使函数 Wm 取最

小值的元素Pmk作为基本种子 ,实质上这是以 Pm

为容许集的组合最优化求解过程 。为了处理方

便 ,可以为集合 Pm 设定开关变量集合X m ,其中

除 Xmk 为 1外全为 0。

2.3　典型位置的优化

容许集局限于影响当前注记的局部范围内 ,

有可能出现对单个对象最好但对全局却较差的选

择。为了逼近整体最优解 ,就应当使得全局评价

值最高 ,即在每个点状地图要素注记符合制图规

则的同时 ,还应当顾及全图的评价值:

取最小值:Υ(Pmi)=∑ Χ(Pmi)

约束条件:Xmi+Xqj≤1

　 　　　∑Xmi=1 , 　i=1 , …, N

(2)

在检测每个点状地图要素的当前注记后 ,若在可

选集中有更优的解 ,则记录该位置元素 、当前评价

值及相关的状态值 ,否则处理后续的点要素 。为

了减小计算量 , 可以取 Χ(Pmi)=W 1·F1 +

W 2·F 2+W3·F 3≈W 3·F3 ,在实验中对结果产生

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 。图 4表示典型位置处理结

果 ,图 5表示典型位置优化后的注记配置图。

2.4　注记位置的微调技术

现有的自动定位算法方案均局限于有限典型

位置集合上 ,显然实际生产并非如此 。为了实现

注记在无穷集合中的求解 ,以提高效率 ,本文提出

了微调的思路。因为当相邻的两个点状地图要素

的注记框存在冲突时 ,很多情况可以通过移动其

中之一来消除 ,这样便不会由于存在简单的典型

位置冲突而放弃对与优先位置相关的位置的考

虑。其中的移动在方向上有优先次序之分 ,此时

仍要参照式(1)(局部)、式(2)(整体)的评价值进

行。图 6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在处理时 ,如果要通

过移动点状地图要素 A 的注记来消除冲突 ,则其

注记只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 ,而其顺序应按图中

所示数字进行 ,以符合美观原则。但当移动后存

在注记冲突或要素冲突时 ,则放弃微调 ,而不进行

回溯处理 。图 7为微调过程某状态的配置图 。

2.5　注记配置中的渐进式方法

注记定位中 ,对每个点状地图要素的注记采

图 4　典型位置处理结果

Fig.4　Result of Selecting Typical Placements

图 5　典型位置配置的优化

Fig.5　Improving of Typical Placements

图 6　微调参考原则图

Fig.6　Fine Revising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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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样的制图规则 ,因此同一幅图在串行计算环

境下 ,数据处理的先后顺序会影响最终的结果。

同一原因 ,处理在后的对象会给处理在前的对象

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 ,这使得一次处理后仍可继

续优化 ,提高效率 。这是渐进式思想引入的重要

原因。典型位置的优化 、注记位置的微调等处理

都是在此前提下进行的 ,并且有显著的改进效果。

在解决位置的冲突及优化中 ,依据每次处理的对

象个数和产生的评价结果的变化决定是否进行再

一次的处理 、优化。这也避免算法不能收敛。在

实际处理微调过程中 ,为了使最后的结果切实可

行 ,还有一个删除注记的处理 ,因为在有些情况

下 ,注记框的微调也不能解决冲突(如图 8),这时

本文采取了删除其中与两个以上注记相交的注

记 ,以帮助达到总体评价目标 ,也可以参照地图要

素其他属性来决定删除的对象 。最后对全部要素

进行渐进式的位置改进探测 ,其中还包括对未注

记要素的基本种子集合中每个元素可注性的试

探 ,结果如图 9所示 。

图 7　微调过程某状态的配置图

F ig.7　Snapsho t during F ine Revising

图 8　微调难以处理的情况示例

Fig.8　Awkward Example of Fine Revising

2.6　提高效率的一些技术

1)聚类分析。在地图要素稠密的情形下 ,为

了简化计算当前对象(点要素及对应注记)与周围

要素的关系 ,可不考虑与之关系并不密切的对象。

此时可以通过设定某种标准对地图要素进行聚

类 ,计算时可以只考虑同类对象产生的影响 。作

者在前期试验中曾使用了欧氏距离进行最短距离

聚类 。

　　2)为了提高搜索速度 ,本文建立了栅格索引 ,

以栅格为单元记录相应的状态变量 ,在冲突检测 、

移位处理中可以显著提高速度 。这是一种以空间

换时间的折衷 ,当数据量较大时 ,索引数据会占用

相当大的空间 。

图 9　渐进式自动配置注记的结果图

Fig.9　Result of IPM Label P lacements

3　讨　论

在注记自动定位的进一步优化中 ,地理特征

知识的获取及推理很重要 ,且应在整幅图注记位

置评价中加入注记位置对地理特征表达的贡献

值 ,并限制位置检测的范围或冲突处理的方向。

虽然线 、面 、面群等特征的地图要素的注记定

位规则 、地理特征知识的获取及应用有各自的特

点 ,但问题的分解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 ,应用

该渐进式思想在选取注记位置 、解决冲突及优化

协调中都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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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ly Progressive Model for Dense Point

Feature Label Placement

GUO Qingsheng
1　WANG Tao

1

(1　School of Land Science ,WT USM , 129 Luoyu Road ,Wuhan , China , 430079)

Abstract　Map feature label placement is a strongly subjective problem ,which depends on the ex-

perience and aesthetic judgement of the map producer.This paper presents the Intelligently Pro-

g ressive Model(IPM)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primary outline is as follow ing:firstly divid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cartographic rules , then based on the heuristic idea , establish successively

the optimal model that harmonizes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label placement result and dist ributed

characteristics of geog raphic features.We also present the fine revising idea to deal wi th some cas-

es that the labels are intertwined.The above steps are under the principle of approaching to the

optimal result gradually .The approaching loop is controlled by the change of the evaluation value

in the optimal model and ends w hen the optimal value is reached , that is , there is no change of the

evaluation value.

This paper review s the development of solution to automated map label placement brief ly , and

analy 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S and optimal theory' s application in label placement problem .

Successively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artographic rules in the process are ex-

plained.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 that the label placement problem is NP_

Hard forces us to find an alternative w ay that can achieve the g lobally optimal result.In IPM , the

rules are employed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i r limi tation to the label.The processes that each

rule is st ricken down can be so rted according to the rules' complexity .For example , the rule that

labels can not overlap any map feature is convenient to tackle by examining the map database

through simple process.Then that alleviates seriousness of the w hole problem .Afterw ard the opti-

mal model is explained in which several factors abst racted in the cartographic rules are functioned.

In this part the seed cluster is generated at first to produce the placements wi th the g reatest prob-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1),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further optimizing under fo rmula

(2).Then the fine revising method is discussed in w hich t ransfo rming the overlapped labels avoids

g iving up freely in aw kw ard conditions and enables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f ficiency.As selecting

the typical placement , the directions of fine revising is ranked by the preference of relat ive place-

ments.

In automated label placement problem the processing sequence of spatial data is a vi tal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result.The latter placement of spatial point object may give the former more space

to deal w ith revising of the fo rmer label placement.In order to handle this problem , the IPM is ap-

plied in this paper.The skeleton of IPM is as follows.During some operating , the resultant effect

that includes the change of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optimal model and the number of labels is

recorded.At the end of the operating w hether i t is taken again is decided by the judgement from

the above ef fect.This idea is applied to all above steps of label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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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express the geographical info rmation the map label should function

both to illustrate the map feature and to enhance the distributed characteristic of cartographic ob-

jects , so the latter should have a weight in the label placement.By inspecting IPM , feasibility that

the IPM is exercised to contain this factor can be found.Also the algorithm introduced is applica-

ble to more general placement involving point , line , and area features.

Key words　automated map design;automated label placement;combinatorial optimization;intelli-

gently prog ress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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