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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例尺地形图交互式综合系统数据库平台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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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论述交互式综合环境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大比例尺地形图特点的基础上 , 采用人机协同的地图缩编

方式 ,将复杂的地图综合过程分解 , 合理地进行人机分工 , 设计与实现了大比例尺地形图交互式综合系统的数

据库管理平台。实践证明 ,利用该数据库平台建立的综合系统适用于人机协同的作业方式 ,可以顺利地 、交互

式地完成地图缩编工作 ,减轻了作业强度 , 提高了作业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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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互式地图综合的意义

传统手工缩编地图 ,不仅要求作业员具有丰

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而且必须具备很高的

作业水平和技能 ,工作难度大 、效率低 、历时长 、人

为误差大。随着用户消费观念的转变 ,地图产品

要求对市场做出快速的反应 ,显然 ,传统手工作业

方式生产的以纸质地图为主的地图产品已经满足

不了用户对地图产品的要求 ,跟不上信息的迅速

发展 。计算机技术引进到地图制图中已经 30多

年 ,地图生产方式由于计算机制图技术的发展日

趋成熟 ,地图数据库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与应

用及地图编辑出版系统的出现 ,正在实现着由手

工方式向自动化方式的历史转变 ,而这种转变表

现在制图数据 、产品 、技术与软件等各个方面 。数

字地图环境下的“地图设计 —地图编绘 —分色挂

网胶片输出”的自动化与一体化中的关键技术是

地图的设计与地图的编绘 ,特别是数字地图的自

动编绘。由于目前的地图综合仍然以手工方式为

主 ,所以已经接受了数字化环境的制图作业员就

很难再回到这种传统制图综合方式和制图工艺中

去。而且 ,这种传统的制图综合方式会破坏自动

化和一体化的体系 。另外 ,由于大比例尺地形图

(尤其是城市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更新较快 ,显然

重新建库的难度比较大 ,由大比例尺地图数据获

得较小比例尺数据(相对而言)采用制图综合的方

法较为合理。所以 ,实现自动化或人机协同下的

半自动化方式的制图综合已势在必行。在全新的

数字化环境下进行地图缩编 ,把制图作业员从繁

重低效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采用新技术 ,提高地图

编绘的效率 ,以适应数字化环境对地图的新要求 ,

这也是地图制图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大比例尺地形图与交互式地图综
合

2.1　大比例尺地形图的特点

大比例尺地形图的内容从图解方式上理解为

由地图图形和文字注记两部分组成 ,其中图形可

以理解为点 、线 、面 3种图形元素 ,但数字地形图

则必须包括独立地物 、居民地 、水系 、地貌 、管线境

界 、植被等所有的空间位置信息和属性信息 。大

比例尺地图要求精确地 、真实地反映地表包含的

几乎全部人工和自然的碎部要素 ,信息量大 ,变化

更新较快 ,尤其是人工要素 ,其现势性较差。

大比例尺图与小比例尺图相比 ,地物表达的

实体目标化很差 ,大部分具有复杂的几何结构 ,由

于表达过于细化 ,数据模型对实体世界的抽像概

括程度不够 ,近似于一种写真式复写到数据库中 ,

保持着实体世界的零散结构。如在 1∶1 000 图

中 ,房屋的表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多边形 ,还附属

有阳台 、廊柱 、阶梯 、楼梯等线状结构 ,目标大多为

复合式的 ,这为地图的语义识别增添了难度 ,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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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综合算子要更多地关注几何信息的综合及要

素间拓扑关系的处理 。城市大比例尺地形图的特

点则体现在图内的地图要素大多为人造的(房屋 、

街道 、管网 、城建设施等),这类地物具有很强的人

文特色 ,与自然地物不同 ,如街道边界线不可能像

自然地物 、河流 、海岸线等那样具有分形特征 。人

文特色的地物分布往往具有自身结构 ,如房屋多

边形角为直角 ,分布在道路两侧的房屋呈阵列化

对齐等。

2.2　基于大比例尺地形图的交互式地图综合

从大比例尺地形图表现的特点可以看出 ,要

素的特征更为详细 ,关系更为复杂。在目前自动

综合的基本理论尚不成熟的条件下 ,要在此复杂

的信息关系基础之上实现地图的自动综合将更不

合乎实际 。仔细分析大比例尺地形图的特点不难

发现 ,地图要素的特点和要素之间的关系很大程

度上表现为几何图形之间的关系。

交互式综合是一种人机协同作业的工作方

式 ,操作员根据掌握的地图知识和地图生产经验

参与诸如综合算子选取 、参量设定 、过程反馈等过

程 ,计算机则在软件算法支持下实现底层的综合

操作。综合过程的人机角色作用可归纳为 3W+

1H问题 ,即When ———何时用户提出化简综合条

件 ,进行比例尺缩小的综合变换;Where———何地

产生空间占用冲突 、何地地物表达过密;Who———

哪些地物目标为重要的;How ———怎样进行图形

化简合并 、移位等。其中 , 3W问题属智能化很强

的综合判断推理行为 ,目前由人工来完成;而 H

问题可以由完善的综合算子来完成 。尽管 3W 处

理的任务所占比重大 ,但人脑的思维却是瞬间即

得结果 ,所花时间很少;而 H 问题涉及到几何图

形的编辑维护 ,是劳动型工作 ,如果由人工来完成

则要占用较长时间。人机协同作业得到了相互补

充 ,在工作效率的提高方面与传统的手工作业相

比也是十分明显的 ,不失为目前研究水平下的一

种较好的综合方式。

由此可见 ,数据结构和数学模型的设计和建

立直接决定着能否正确灵活地反映大比例尺地形

图交互式综合的特点和要求 ,后述综合算子的研

究及功能模块开发也要充分顾及这些特点。

3　数据库平台建立

3.1　综合对象的层次划分

地图数据库基础平台的设计(包括数据库模

型的设计与数据结构的组织)要充分考虑后续应

用功能的开发 ,设计的基础平台要能提供地图综

合操作所需要的具有各种结构关系的数据对象 ,

而层次结构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

首先 ,应在逻辑上对综合数据对象进行层次

划分。在传统地图缩编中按分要素层进行 ,软件

设计中要体现这一思想 ,建立多功能的图层管理

器 ,并提供面向层操作的编辑功能。划分综合对

象层次以后 ,便决定了对该层要素实施操作的综

合算子和有关的控制参量 ,是后续综合过程应用

模块开发的基础。

划分层次的依据主要有地图的要素分类(自

然要素分地貌 、水系 、植被 ,社会要素分道路 、居民

地 、土地利用 、管网设施等)、几何特征(点 、线 、面 、

网等)、空间相关性等 。

综合要素层具有操作的有序性 、结构的单一

性 、可叠置性等特征 。操作的有序性指解决不同

层要素间的空间冲突问题要考虑综合层的优先

级 ,保持优先级高的地物固定 ,而删除 、裁剪 、移位

优先级低的地物。结构单一性是由综合算子运算

要求决定的 ,大部分算法要求数据对象具有单一

的结构 ,如道路构建的图结构 ,面状湖泊水库构建

的多边形结构 ,所有的高程点形成的 Voronoi图 ,

建筑物群产生的 Delaunay 三角网结构 。可叠置

性是指按单要素综合后 ,还需将这些层叠置在一

起 ,调整其间的空间关系 ,解决冲突矛盾 。

在软件系统中 ,还应解决的问题是综合前后

的层次关系。综合操作不像一般的简单的图形编

辑操作由新目标取代旧目标即可 ,或通过后悔操

作恢复原状态 。综合操作包含了复杂的运算 ,且

操作对象往往为多目。在交互式作业中 ,获得的

某种综合结果是否符合规范需由人来判断 ,而且

判断需在综合前与综合后之间对比 ,因此采用目

标取代式的编辑操作是不合理的 ,综合结果应是

在底图数据上派生出来的 ,在系统中同时保留综

合前后两层数据才能满足上述要求 。

3.2　面向对象方法的系统设计

面向对象的方法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

方法 ,基本的出发点是能够按照人类认识世界的

方法和思维方式来分析和解决问题。OO 方法以

对象作为最基本元素 ,克服了传统方法中数据结

构与行为之间联系松散的缺点 。由于 OO 方法具

有模块化 、信息封装与隐藏 、抽象性 、继承性 、多态

性等独到之处 ,能够为解决大型软件管理及提高

软件可靠性 、可重用性 、可扩充性和可维护性提供

有效的手段和途径。

在建立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数据库时 ,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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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地考虑制图的需要 ,而是从地理信息数据库

出发 ,故对于制图综合数据类型的关键性抽象至

关重要 。从制图综合的特点及 GIS 、CAD技术角

度出发 ,系统的数据平台抽像为图 、层 、目标 、几何

类(包括点 、线 、面 、注记 、路径 、区域 、组)。其层次

结构从上到下为图※层※目标※几何类型 ,结合

与地图综合相关的操作类 ,系统的总体设计框架

见图 1。

图 1　系统总体设计

Fig.1　Sy stem Design

　　系统的对象类主要有系统界面 、地图数据基

础平台 、基础算子算法 、要素过程综合 ,以及地图

符号设计 、数据接口等。

地图数据库基础管理平台类包括图类 、层类 、

点类 、线类 、面类 、注记类 、路径类 、区域类 、群组

类 ,见表 1;要素综合类有建筑物类 、水系类 、植被

类 、道路类 、地貌类 ,见表 2;综合算子类有 Delau-

nay 三角网类 、叠置分析类等 ,见表 3。

　　系统充分利用类的多态性和继承性进行模块

设计 ,如要素综合过程类通过多父继承获得各种

综合算子类在操作上的遗传。

表 1　地图数据库基础管理平台类

Tab.1　Classes of Map Database Platform

对象类 主要属性描述 主要操作

图类
比例尺分母 、图名 、范围 、
空间索引 、下属层及几何
要素 、坐标系 、外存文件名

创建 、数据导入 、数据
输出 、索引构建 、删除 、
读写 、显示 、备份

层类
状态 、层名 、操作特性 、几
何特征 、下属几何要素

创建 、拷贝 、移动 、删
除 、显示 、结构维护 、数
据输入

目标类

几何坐标 、属性 、状态 、关
键字 、外接矩形 、索引网
格 、结构关系

增加 、删除 、移动 、读
写 、显示 、注册 、网格索
引建立、拓扑组织

表 2　要素综合类

Tab.2　Fea ture Generalization Classes

对象类 主要属性描述 主要操作

建筑

物类

房屋多边形坐标 、楼层 、
房屋结构 、邻近房屋 、形
状 、最小外接矩形

建筑群划分 、邻近房屋
识别 、房屋平移 、化简
形状 、删除 、合并 、评价

水系类
多边形坐标 、三角网特
性 、最小外接矩形 、形状
描述 、多边形关系

小湖泊识别 、过滤 、删
除 、双线河转单线河 、
岛屿弃除 、合并 、化简 、
评价

道路类

道路坐标 、长度 、性质 、局
部凸壳描述 、邻近关系 、
弯曲特征

删除 、合并 、连接 、平
移 、中轴线提取 、化简 、
弯曲特征概括 、评价

地貌类

等高线坐标 、性质 、高程 、
邻近关系 、谷地 、山脊 、高
程点

等高线过滤 、连接 、删
除 、弯曲特征化简 、构
Voronoi图 、光滑

植被类
多边形坐标 、面积 、周长 、
属性特征 、邻近关系 、边
界弯曲特征 、外形

删除 、化简 、合并 、移
动 、建 Delaunay 三角

网 、评价

表 3　综合算子类

Tab.3　Generalization Operator Classes

对象类 主要属性描述 主要操作

不规则

三角网类

群点坐标 、三角网条
件 、三角形顶点 、邻近
三角形 、三角形重心

构建 Delaunay 三角网 、数
据预处理 、提中轴线 、建
Voronoi图 、三角网维护

叠置
分析类

多边形边界 、属性条
件 、岛屿 、邻近关系

叠置分析 、求外接矩形、差
分组合 、化简 、合并 、栅矢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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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面向综合的地图数据库逻辑结构

软件的研究与开发首先是建立一个小型的地

图数据库 ,对制图综合的数据进行管理 ,满足综合

过程各种目标信息 、结构信息的检索 ,同时高效地

存贮维护数据 ,多图幅 、大数据量 、多比例尺 、多坐

标系 、多空间结构是这一数据库的特点 。数据库

的逻辑层次结构按照图※层※要素类※目标※几

何 、属性描述体系进行组织 ,如图 2所示 。

图

层 1 层 2 层 3 …　　　　　层 n　　　　　　

点 线 注记 面 路径 区域 群组

面目标 1 面目标 2　… 面目标 m

空间网格索引

※

几何坐标

外接矩形

分类码

用户定义属性

拓扑结构

关键字

图 2　数据库逻辑结构

Fig.2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Da tabase

　　数据库从上到下的树形结构 ,保证了程序实

现的物理存储与面向应用的逻辑结构的一致性 ,

即数据库在存贮管理时已将多种层次关系体现出

来 ,检索信息时可直接提取 ,避免过多的搜索运

算 ,提高数据库的使用效率。

除语义层次结构外 ,对库内的所有实体目标

还建立有一空间网格索引 ,按行列位置对库内的

所有目标注册管理与维护 ,提高目标标识与查询

的反应速度。

基于 OO 的设计思想 ,从上到下建立不同层

次的对象类 ,对类的描述与操作进行封装 ,按照成

员归属关系及目标特征 ,在图 、层 、要素类及目标

之间建立各种继承关系。

在定义的 7种要素类中 ,点 、线 、面 、注记为简

单目标类型 ,用于独立地物设施 、道路 、通讯线 、境

界 、建筑物 、植被 、湖泊 、说明性文字 、单位名称等

简单实体目标的描述与存贮;而路径 、区域和群组

用于复合目标的表达 。路径用于河流流域水系

网 、道路网的存贮;区域用于建筑物群 、湖泊海洋

等群体多边形结构的存贮;而群组用于任意类型

目标复合结构的表达。其中 ,后 3种复合目标只

是提供存贮结构框架 ,在后续制图综合实施或面

向群体结构 、网状结构的空间分析时 ,根据有关算

法附加信息 ,在简单目标基础上派生出复合目标 ,

并用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框架存贮这些复合目标。

如在建筑物综合中 ,根据空间邻近关系识别某些

建筑物简单多边形组合生成群结构 ,派生一复合

目标 ,用区域群组结构存贮它 。

路径 、区域结构的设计借鉴了 Arc/ Info 系统

中的网络分析路径和区域分析区域思想 ,复合目

标和简单目标的组合关系也基本与 Arc/ Info 思

想一致。

3.4　坐标系统

数据库涉及的坐标系有大地坐标系 、综合前

图纸坐标系 、综合后图纸坐标系 、数据库坐标系 、

输出设备坐标系等几种。

地图数据库综合是对实际大地坐标的图形运

算处理 ,但需在图纸坐标系下 ,通过用户视觉判断

决定综合操作的实施 。综合的指标规则也是在图

纸坐标系下描述的 ,如房屋最小间距 1mm 、独立

地物设施 20个/dm
2
等 。在 AutoMap软件中 ,数

据的逻辑描述规定为综合前图纸坐标系以mm 为

单位 ,在数据的物理存贮中 ,转化成数据库坐标 ,

与综合前图纸坐标之间只存在以系统的分辨率为

系数的倍率关系 ,坐标原点定位于图纸中央 。

3.4.1　从大地坐标到数据库坐标

大地坐标到数据库坐标转换公式为:

X =R[ x -(xmax +xmin)] /2

Y =R [ y -(ymax +ymin)] /2
(1)

式中 ,(X , Y)为数据库坐标;(x , y)为实际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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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xmin , ymin , xmax , ymax)为实际大地坐标的

范围 。

R =
1000U

M
S (2)

式中 , R 是从大地坐标到数据库坐标的缩放系

数;U 为大地坐标单位;S 为系统分辨率;M 为

比例尺分母。

3.4.2　从数据库到图纸坐标

从数据库到图纸坐标的转换公式为:

X = x/ S , Y =y/S (3)

式中 ,(X , Y)为数据库坐标;(x , y)为图纸坐标;

S 为系统分辨率 。

3.4.3　从底图层坐标到综合层坐标

从底图层坐标到综合层坐标的坐标转换公式

为:

X =
M 1

M 2
x , Y =

M 1

M 2
y (4)

式中 ,(X , Y)为综合层坐标;(x , y)为底图层坐

标;M2 为综合后比例尺分母;M 1 为综合前比例

尺分母。

由于AutoMap软件主要针对大比例尺地图

缩编 ,暂不考虑坐标的投影变换。在数据输出时 ,

系统询问大地坐标系/综合前图纸坐标系/综合后

图纸坐标系的选择。系统数据库采用整型整数表

示 ,由于Windows NT 真 32位特征 ,使得坐标表

示达到 4字节(32位表示时为 4字节),具有足够

的精度 ,在图纸坐标中以 0.01mm 作为分辨率 ,足

以满足地图缩编对精度的要求 。

3.5　空间网格索引

为提高库内目标的查询速度 ,目前在空间数

据库开发中普遍都采用空间网格索引技术 ,减少

盲目搜索 。与空间定位有关的底层查询有两个方

面:①查询任一网格内有哪些目标;②查询任一目

标位于哪些网格 。前者在目标标识 、开窗检索中

有用 ,后者在目标注册 、删除后的网格索引维护中

有用 。实现双向查询比较好的是建立以网格序列

号为行 ,以目标关键字为列的 bit 矩阵 ,但在本软

件中 ,由于目标数的超大规模(25幅 1∶1 000图拼

接后 ,点 、线 、面 、注记目标数累计超过 8万),使得

矩阵存贮量变得十分庞大 ,以致无法实现。

本系统设计采用单向存贮 ,即对 n ×n 个网

格中的每一个只记录其内包含的目标关键字 ,而

不记录每个目标穿越哪些网格 ,保证了目标标识 、

开窗检索的应用要求。当删除一个目标时 ,实时

对该目标进行栅格化计算 ,然后到相应网格中注

销该目标与网格的关系。由于栅格化并不是一个

耗时过程 ,实时计算不影响系统运行效率。

点目标按其所处网格位置 ,在网格中注册点

目标关键字;线目标按其穿越的栅格序列号在网

格中注册目标关键字;面目标则根据其外接矩形

覆盖的栅格注册关键字;注记型目标根据每个字

的定位点及字大决定的小正方形与网格关系注册

关键字;路径 、区域 、群组型目标不进行网格索引。

3.6　地图数据库的物理存贮

数据库的逻辑结构是复杂的 ,其结构关系蕴

含在库内。其外存文件是用户能真正见到的 ,本

系统采用 3个外存文件存贮管理一幅图的全部信

息(见图 3)。

＊.amg 文件存贮管理数据库 、层的总述信息

及目标头描述 ,为多字段文件(amg 取自 automat-

ic map generalization);＊.xy 文件存贮管理所有

坐标串集成文件 ,为双字段结构;＊.key 文件存

贮管理拓扑结构 、网格索引 、字符串等不定长信

息 ,为单字段结构。

图 3　数据库物理结构

Fig.3　Physical Construction of Database

　　3个文件的划分是根据记录的字段定义结构

决定的。将相同结构的数据集成到一起存贮在一

个外存文件中 ,读取到内存后由系统自行分解获

取其逻辑意义 ,执行分别的内存缓冲管理。

从安全性角度考虑 ,系统读写数据库时 ,分别

对 3个文件 tmp＊.gma、tmp＊.yx 、tmp＊.yek作

备份 。

3.7　地图数据库的建立与维护

建库数据来源一般是含有拓扑结构及属性信

息的数据文件 ,建库操作主要由图类下定义的有

关函数完成 ,这里仅粗略地对建库过程进行规定。

1)读取数据源的信息内容文件;

2)对拓扑关系重组 ,得到多边形的组成弧段

及外环岛屿结构信息;

3)按不同方法对点 、线 、面 、注记类目标进行

栅格化 ,在网格索引中注册;

4)存贮关键字系列 、坐标串及目标头信息。

数据读入到 AutoMap后并不立即生成数据

库外存文件 ,而是全部存贮在内存缓冲中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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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管理操作 ,只有启动存贮操作时 ,才存贮生成

外存文件＊.amg 、＊.xy 、＊.key 。数据库的维护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删除一个目标后 ,相应的操作

有:①注销该目标关键字;②注销该目标在相关网

格索引中的登记;③维护该目标与其他相关目标

的关系信息。如删除弧段后 ,该弧段参与组成的

多边形不复存在 。操作中 ,所有目标的删除只是

在关键字状态上附以 0的标志 ,并不立即回收其

存贮空间 ,后悔操作时 ,将 0改写为 1即可。

3.8　数据库的查询设计

查询是数据库向用户提供的最主要的功能 ,

查询效率是衡量一个数据库功能强弱的主要标

志。空间数据库的查询与一般关系数据库相比 ,

其过程更加复杂 。

系统的查询设计为按空间位置(定位标识 、开

窗 、任意多边形)查询 、按逻辑条件(要素分类码 、

层 、几何特征类 、面积 、周长等)查询以及按结构关

系查询三种方式 ,不同过程查询的结果可以进行

任意次的 AND 、OR 、XOR组合 ,见表 4。

查询结果采用位串表示 , 1 个整型整数表示

32个位串 ,6 000个整型整数则可表示192 000个

位串 。位的位置代表关键字值 ,当位为 1时 ,表示

该关键字被选中 ,否则未选中。位表示十分有利

于结果的逻辑运算。

在查询类中定义一批位操作函数:读位 、写

位 、修改 1/0 、AND 、OR 、XOR运算 ,将位串组转

化为选中目标关键字集等 。

表 4　数据库查询设计

Tab.4　Database Query

查询类型 查询方法 条　　件 功能说明

定位查询

逻辑操作

NEW 首次查询

AND 本次查询到的目标追加到当前结果中 ,作OR运算

RE 在当前选中目标基础上再实施查询 ,作AND运算

UN 在当前选中结果中剔除本次查询目标

定位框架

POINT 由指定点标识目标

BOX 矩形开窗选取目标

CIRCLE 圆开窗选取目标
POLY 任意多边形开窗选取目标

定位关系
THROUGH 穿越定位框架的目标视为选中

WITHIN 包含于定位框架内部的才视为选中

查询范围

ALL 所有目标

LAYER 指定某层或某几层

TYPE 定要素类型(POINT/ LINE/ POLY/ ……)

逻辑查询

逻辑条件 同定位查询 同定位查询

用户项

CODE 要素分类码

LENGTH 长度

AREA 面积

USER_IT ERM 用户定义不同意义属性项

关系

> 大于给定值

= 等于给定值

< 小于给定值

查询范围 同定位查询 同定位查询

4　实验与分析

作者以深圳市 1∶1 000和1∶10 000数据库数

据为例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从而证明了这种面向

制图综合的数据库平台的稳定性比较高 ,并且基

于这种数据库平台的人机交互式综合环境 ,能够

让作业员在数字化的环境下完成地图的缩编工

作。虽然自动化程度不是很高 ,但综合的效果基

本上符合综合的要求 ,自动化批处理后作业员只

需作一些简单的编辑操作即可达到要求 。从作业

的强度来说 ,繁重 、重复性的劳动由计算机代替人

完成 ,大大减轻了作业员的劳动量 ,可以让作业员

从简单 、重复性的劳动中解脱出来 。另外 ,从作业

完成的周期上讲 ,前面已经提到可以将完成的时

间缩短为原来的 1/4或更少。作业的精度也大大

地提高 ,而且综合的结果是数据 ,可以直接入库。

实验结果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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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综合前　　　　　　　　　　　　　　　　　　　(b)综合后

图 4　建筑物综合结果

Fig.4　Generalization of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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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p generalization is a procedure involving much intellective reasoning action , w ith

very w ide domain .It is also a difficult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cartog raphy in the w orld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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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essentiality of spatial distribut ion f rom statistical population

data af ter analy zing the usual methods fo r describing urban population density .A framewo rk is

proposed for spatial dist ribution from statistical population data.1)The study region is divided into

fine grids;2)Ident ify a centroid for each zone and assign the population data to this centroid;3)

Interpolate a g rid surface by using the population data of this set of points and by a interpolation

techniques.

This paper uses kernel estimation to break down count data published for one fixed set of ir-

regular areal units to a fine grid w hich can then be re_agg regated to other sets of areas and thus

used in conjunction w ith information on an alternative areal base.

Finally , an experiment on a city in Mainland China show s that kernel estimation is feasible

and effective fo r modeling spatial continuous surface of population density fo r multicent ric c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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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s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ve digital generalization , and an interactive map generalization envi-

ronment for large scale topog raphic map is then designed and realized.

A number of tests have proved that map generalization can be successfully and interactively

done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human and computer if the procedures of map generalization are

w isely decomposed.Compared w ith the t raditional manual method , interactive map generalization

can shorten the working time to 1/4 or even.Besides , the wo rk will become less intensive w ith

higher precision.

Key words:large scale topog raphic map;interactive generalization;cartog raphic databas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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