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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讨论了实用化地图综合软件的开发与应用，从软件开发角度

讨论了地图综合系统功能的层次化划分及在软件中的圈层式结构组织，地图综合操作环境的建立，综合规则

的形式化表达，综合算子的设计与软件实现。结合１∶１万 到１∶５万数字地图综合及更新的应用实例，提出

了多尺度空间数据库建立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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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空间基础设施经过多年的建设，１∶２５

万和１∶１００万小比例尺数字地图已经完成，现

正在向１∶５万、１∶１万数据库建库工作转移。

与已经完成的两个比例尺数据库相比，１∶５万的

数据库建库工作量要大得多。目前部分省测绘局

正在进行１∶５万建库试点工作，包括１∶１万到

１∶５万的地图缩编与更新、基于ＤＲＧ或遥感影

像的数据更新、地名数据库的建立等，其中１∶１

万向１∶５万地图的综合缩编在整个建库工作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由综合缩编得到的空间数据库

由于较好地保持了资料数据与结果数据的一致

性，使得各种比例尺数据库能统一起来使用。然

而，自动化综合缩编在目前的理论技术水平下还

难以实现，尽管有众多的地图学家及有关专业的

专家学者投入到该领域研究，在某些环节作出了

显著的贡献，但作为一门完整的技术，在全自动化

水平上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空间数据综合问题虽然复杂，但归纳起来只

有三个：是否需要综合、如何综合、综合的实施。

在人机协同环境下，可供使用的技术方法有人机

交互的手工方法、人工智能方法、面向图形处理的

计算方法３种。根据需要解决问题的可计算性、

可形式化表达性和用户操作的便捷性，对空间数

据综合过程可从决策行为和操作行为上对其划分

不同的任务层次，综合应用三种基本方法，以整体

效益最优为目标系统地解决空间数据综合问题。

在形式化表达和计算层次上，运用数学几何原理、

计算机图形学原理设计开发一批自动化的可操作

的算法、模型，在决策分析上，运用人工智能方法

建立决策推理机制，最后通过人机协同作业环境

将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基于以上思想研制了地

图综合缩编软件ＤｏＭａｐ。本文以１∶１万地图到

１∶５万地图综合缩编为例，讨论了该软件系统的

研制以及在ＮＳＤＩ建设中的应用。

１　地图综合软件系统犇狅犕犪狆

地图综合软件系统ＤｏＭａｐ是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操

作系统上从底层开发的空间数据处理软件，开发

语言为ＶＣ＋＋。这里主要就本软件在“综合”环境

建立、功能实现、结果评价几方面进行讨论，通用

性的图形编辑（移动、放大、旋转、合并、裁剪、建拓

扑关系等）不再讨论。

１．１　面向“综合”的系统三级圈层式结构

内层：数据库管理平台。空间数据的基础管

理平台包括数据的读写维护、空间索引的建立、地

图要素的分层管理、多功能图形标识查询、逻辑条

件查询、地图目标的可视化显示、地图层目标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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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及基本几何编辑与属性编辑等，在功能上与一

般的ＧＩＳ相似。

中层：综合算子和综合环境的建立。建立点、

线、面不同几何型目标选取、化简、合并、移位的综

合算子算法，建立综合规则库框架，建立底图层、

综合层数据混合显示框架环境。

外层：缩编工程应用扩展。面向地图综合缩

编工程应用提供系统界面制定综合规则，建立地

图综合操作流程，建立地图综合评价指标及方法。

第二层综合算子和综合环境的建立是地图综

合软件的核心，根据国内外在地图综合算子研究

方面的最新进展，设计研制一批实用的通用型地

图综合算子，主要有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邻近分析的多

边形化简与合并、基于矩形几何的建筑物差分组

合及化简、基于约束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结构的道路中轴线

提取及网络模型建立、基于局部凸壳识别和凸壳

层次结构的曲线化简、基于布尔运算的多边形叠

置分析、基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点群选取化简、基于栅

格形态变换的多边形合并等。

第三层地图缩编工程应用，通过多种综合算

子的组合完成面向现有数据库的综合过程开发。

１．２　交互式地图综合环境的建立

数据库中的要素层在系统中区分为底图层与

综合层。综合前，大比例尺状态下的地图要素全

为底图层，先建立与每一底图层对应的综合层框

架，综合缩编过程表现为底图层上的目标拷贝到

综合层上，并在综合层上有选择地实施化简、合并

等操作，在要素符号化叠置后调整其空间冲突关

系。由底图层向综合层有选择地拷贝目标，即可

实现目标选取。

交互式地图综合实施遵循如下原则：① 只有

位于综合层上的目标才能实施化简合并等综合操

作；② 综合操作只对单一要素类目标进行；③ 目

标在底图层与综合层之间可多次选取与删除；④

综合指标规则控制综合操作，实时修改指标后，对

综合结果即刻产生影响；⑤ 综合操作可反复进

行，当对结果不满意时，删除其综合结果，重新从

底图层选取目标，进行综合；⑥ 综合层跨层间的

冲突关系处理具有操作的优先级；⑦ 进行简单的

综合评价分析功能，但最终决策由人判断。

系统从综合算子库中选取决策，某一算子的

调用由如下５个条件控制：激活层（水系、建筑物、

植被、道路、地貌等）；要素类型（点／线／面／注记／

区域等）；比例尺（原图比例尺、综合后比例尺）；用

户操作消息（两个选中多边形是分别化简，还是合

二为一）；综合规则指标（删除小弯曲的最小凸壳

面积，选取高程点的密度阈值）。

１．３　地图综合规则库

传统的手工编图有《编图规范》规定详细的制

图综合规则，在计算机地图缩编软件中也要有相

应的策略，制定存贮管理地图综合缩编的有关规

则及综合指标，建立综合指标规则库，由综合前后

的比例尺决定，即一套缩编比例尺对应一个规则

库。综合指标规则由系统管理员制定，并在整个

编图工程中保持不变，保持规则的一致性。

ＤｏＭａｐ系统中应用到的综合规则指标采用

六元组形式描述：（〈层代码〉，〈操作算子〉，〈属性

码〉，〈指标项〉，〈下限〉，〈上限〉）。其中，〈层代码〉

确定本规则所适用的要素层；〈操作算子〉确定本

规则是针对哪种综合操作（删除、合并还是化简）；

〈属性码〉确定本规则适用某层下的哪一类目标；

〈指标项〉确定规则针对的特征项，是以长度大小

还是以面积大小作为化简依据；〈上限〉、〈下限〉确

定指标项的取值范围。该六元组的通用意义可表

达为：当〈层代码〉内的目标具有〈属性码〉，且其

〈指标项〉小于〈上限〉且大于〈下限〉时，执行〈操作

算子〉。

图１　ＤｏＭａｐ系统界面及综合规则编辑器

Ｆｉｇ．１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ＥｄｉｔｔｉｎｇＢｏｘｔｏ

Ｓｅｔｕ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

２　１∶１万到１∶５万地图综合缩编

的实施

２．１　建筑物街区块（居民地）综合

对居民地形状概括、邻近多边形合并、群集居

民地抽象等是１∶５万居民地综合的主要操作。

图２是一处城镇区域图，根据综合的相关要求，此

处可以采用代表性合并算子来自动合并。在综合

过程中，城镇和农村居民地采用的方式有所不同，

对集团式农村居民地在使用合并算子后，应实施

建筑物边角的垂直特性的改正，散列式的部分不

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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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采用此算子，而应该按照特征线状地物（如铁

路、河流）或者等高线的走向以及散列分布范围来

选择走向，并保持整体范围性的部分居民地。

图２　居民地综合中的多边形合并

Ｆｉｇ．２　Ｐｏｌｙｇ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２　水系要素综合

从１∶１万到１∶５万的水系要素综合主要包

括河流的选取、邻近湖泊的聚类合并、狭长多边形

河流的中轴化等操作。

图３中灰色部分为综合前的双线河，当宽度

小于０．４ｍｍ（１∶５万条件）时，使用中轴线提取

算子综合为单线河。水系综合时，单线河选取之

后要对其进行简化，删除一定阈值以下的部分弯

曲，删除弯曲的大小采用面积和矢高来表达，同

时，要注意与等高线的正交关系，即河流流向总是

与地貌等高线相垂直。

图３　双线河变单线河

Ｆｉｇ．３　Ｓｈａ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ｉｓＣａｌｌｏｐｓｅｄｔｏＬｉｎ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散列湖泊、养殖水域多边形的毗邻化处理是

水系要素综合的一种，是空间关系的调整，如图４

所示。比例尺缩小后，湖泊群内各多边形间的距

离关系不可辨析，综合后将其调整为拓扑邻近。

２．３　道路综合

选取的道路随着比例尺缩小５倍后，原道路

间的距离难以辨析，因此，对道路拓宽成为道路综

合的一种主要操作。如图５所示，道路拓宽后，需

要同时调整与之相邻街区多边形的位置关系，使

之与拓宽后的道路仍然保持正确的空间邻接。

图４　养殖水域的毗邻化综合

Ｆｉｇ．４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ｏＺｉｐｕｐ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Ｐｏｌｙｇｏｎｓ

图５　街道拓宽及街区合并

Ｆｉｇ．５　Ｒｏａ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Ｂｌｏｃｋ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４　等高线综合

１∶５万地图综合时，等高线选取按照等高距

的变化，在地理底图中选取等高线到综合图，同时

要保持首计曲线的正确关系。通过属性项高程值

的条件来判断等高线的抽选，而高程点的选取要

按照重要性原则，选择位置较为关键的高程点，如

山峰的最高点等，对那些重要性一般的点，则按照

一定的比例直接将底图层中的点选择抽稀，然后

再放到综合层中。对选取的等高线要删除小谷地

所表达的邻近弯曲组，如图６所示，采用弯曲组化

简算子对一组等高线上的弯曲去除。

图６　删除等高线上的小谷地

Ｆｉｇ．６　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ＭｉｎｏｒＶａｌｌｅｙｆｒｏｍＣｏｎｔｏｕｒＬｉｎｅｓ

３　结　语

数字环境下计算机地图综合是一件极其富有

挑战性的工作，尽管目前的技术水平距全自动化

还有一段距离，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批实用化的

９９２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４月

综合算法、模型的产生，已经可以部分地解决实际

生产中的问题。交互式地图综合软件ＤｏＭａｐ采

用人机协同作业的交互式技术策略，将地图综合

这一高度智能化的行为划分为智能型决策与劳动

型操作，由操作员完成智能判断，由计算机完成

算法操作，生产效率与手工编图相比明显提高，

作业时间缩短为１／６到１／９，并保证原图与综合图

的高度一致性。

１∶１万到１∶５万的数字地图综合，由于其

间比例尺的跨度较大，加上１∶１万数据生产跨越

时间长，多种方法、多种软件生产，数据格式、精

度、编码方案等难以统一，更增加了１∶５万数据

库缩编的难度。鉴于国家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１∶５万数据库建立及更新工作的迫切性，有必要

对１∶５万数据库缩编开展专门的研究，以期有针

对性地解决该比例尺段的地图综合难题。

参　考　文　献

１　艾廷华．基于场论分析的建筑物群的移位．测绘学报，

２００４（１）：８９～９４

２　艾廷华．基于空间映射观念的地图综合概念模式．测

绘学报，２００３（１）：８７～９２

３　艾廷华，刘耀林．保持空间分布特征的群点化简方法．

测绘学报，２００２（２）：１７５～１８１

４　艾廷华，郭仁忠．曲线弯曲深度层次结构二叉树表达．

测绘学报，２００１（４）：３４３～３４８

５　艾廷华，祝国瑞．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模型的等高线

地形特征提取及谷地树结构化组织．遥感学报，２００３

（４）：２９２～２９８

６　艾廷华，郭仁忠，陈晓东．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支持下的多

边形化简与合并．中国图像图形学报，２００１（７）

７　毋河海．地理信息自动综合的基本问题研究．武汉测

绘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５（５）：３７７～３８６

８　ＬｉＺ，ＹａｎＨ，ＡｉＴＨ．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ｒｂａｎ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ｓｔａｌｔＴｈｅｏ

ｒ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４，１８（５）：５１３～５３４

９　ＴｏｅｐｆｅｒＦ．地图综合．江安宁译，北京：测绘出版社，

１９９０

１０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Ｌｉｎ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ｔ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１９８７，２４（２）∶７４～１１１

１１　ＣｒｏｍｌｅｙＲＧ．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Ｌｉｎ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ｓ，１９９１，１８（２）∶１２５～１３１

１２　ＭｕｌｌｅｒＪＣ，ＷａｎｇＺ．ＡｒｅａＰａ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ｈｅ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２，２９（２）

第一作者简介：艾廷华，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地图综合、

空间数据挖掘。

Ｅｍａｉｌ：ｔｉｎｇｈｕａ＿ａｉ＠Ｔｏｍ．ｃｏｍ

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狅犳１∶５００００犕犪狆犇犪狋犪犫犪狊犲犫狔犆狅犿狆狌狋犲狉

犌犲狀犲狉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犕犲狋犺狅犱

犃犐犜犻狀犵犺狌犪
１，２
　犌犝犗犅犪狅犮犺犲狀

１
　犎犝犃犖犌犢犪犳犲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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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ｅｎｅｒ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Ｂｙ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１∶５００００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１∶１００００ｂａｓｉ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ｏｂｕｉｌｄ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ｍａｐ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ｐ；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ｕｐｄａｔ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ＡＩＴｉｎｇｈｕ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ｔｅｓｔｉｓ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ｔｉｎｇｈｕａ＿ａｉ＠Ｔｏｍ．ｃｏｍ

（责任编辑：　光远）

００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