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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基本集合犡的幂集犜（犡）为布尔代数的数学原理，指出从基础底图犡１向编绘原图犡２实现的编

绘过程实质上是布尔代数的运算过程。对选取、舍弃、派生、增补等制图综合算子分别给出了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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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符号可分为点状、线状和面状地图符号

三大类［１］。其中点线地图符号为地图的主体，它

们构成图形，而面状地图符号则构成图形的背景。

图形与背景相互依存，它们在传输地理信息中发

挥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一方面，点线符号的构形

使客观世界无形或隐形的界线得以突出显示，而

边界的突显和由其包围的面状符号在视觉上的差

异，又使面状符号更为显著；另一方面，以较浅颜

色展现的面状符号，使性质各异的点线符号可以

彼此区分，从而使各类点状和线状地物在地图上

得到有效的反映。点线符号的集合犌 与面状符

号的集合犛互为补集
［２］：

犌＝犡－犛＝犛
犮 （１）

犌的任何变动均会导致犛的改变。地图编绘的实

质是制图主体按其预设的目的和依据制图资料，

对编绘底图犡１的图形犌１∈犡１进行符号的增删，

以整体改变图的结构布局，实现新图犌２∈犡２的变

换。揭示地图从犡１变换为犡２的数学原理和本质

及实现变换的制图综合算子的数学模型，是理论

地图学的重要课题。

１　地图符号系统的布尔代数结构

１．１　布尔代数的充要条件

定理１　犔是布尔代数的充要条件为存在两

种运算∨和∧，且满足：

１）犪∧犫＝犫∧犪，犪∨犫＝犫∨犪　（交换律）

２）犪∨（犫∧犮）＝（犪∨犫）∧（犪∨犮），

犪∧（犫∨犮）＝（犪∧犫）∨（犪∧犮）　（分配律）

３）存在１和０，使犪∨０＝犪，犪∧１＝犪　（存在

单位元素）

４）∨犪∈犔，存在犪′∈犔，使犪∧犪′＝０，

犪∨犪′＝１　（互补律）

１．２　以符号为基本元素的地图符号系统为布尔

代数系

设编绘底图为犡１，编绘原图为犡２，令论域犡

＝犡１∪犡２，记

犜（犡）＝ ｛犃；犃犡｝ （２）

称犜（犡）为犡幂集，约定Φ、犡∈犜（犡）。

以犡为基本集合时，其幂集犜（犡）为布尔代

数［３］。文献［４］证明了以符号为基本元素的地图

符号系统为布尔代数系，在该系统中，其单位元素

为Φ和犡。

由于式（２）中的条件犃犡 适用于犃 为单个

符号狓或符号集合犃＝｛狓｜狓∈犃｝的各种情况，而

犡１和犡２属后者。因此，可以在犡１的基础上，通过

∨和∧的运算来构建符号集犡２，也即必然存在着

从犡１通向犡２的途径。由此可见，地图编绘实质

上是从集合犡１经制图综合算子有限的布尔代数

运算实现向犡２变换的代数运算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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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地图编绘中制图综合算子的数学

模型

２．１　编绘底图犡１与编绘原图犡２的异同

１）犡１与犡２共有的信息集：

犙＝犡１∩犡２＝｛狓｜狓∈犡１∧狓∈犡２｝

２）犡１上的失真信息集：

犡１－犙＝ ｛狓狘狓∈犡１ ∧狓∈犡２｝

　　３）犡２上的新增信息集：

犡２－犙＝ ｛狓狘狓∈犡２ ∧狓∈犡１｝

２．２　制图综合算子及其数学模型

地图编绘需对地图内容进行科学概括［５］，也

即制图综合。不同的学者对制图综合过程提出不

同的分解模式，包括最常见的三算子模式（选取、

概括和移位）、四算子模式（选取、概括、合并和移

位）、两类七算子模式（纯几何综合：简化、夸大、移

位；几何／概念综合：合并、选取、类型化、强调）及

ＧＩＳ界的二十算子模式
［６］。顾及综合算子间的相

互关系和逻辑顺序，并根据制图综合中普遍存在

和应用实践，笔者提出了十一个算子模式，即选

取、舍弃、派生、增补、简化、夸大、合并、分割、移

位、类型化和强调［７］。

定义１　选取。点集犃和选取阈值犽犃，若

满足下列条件：

犙１ ＝ ｛狓狘狓∈犃∧狓≥犽犃｝ （３）

则称犙１为选取元素集。

选取变换见图１。选取运算表示为：

犃′＝犃∩ （狓１ ∪狓２ ∪ …）

狘狓∈犃∧狓∈犃′∈犙１ （４）

图１　选取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定义２　舍弃。点集犃和选取阈值犽犃，若

满足下列条件：

犙２ ＝ ｛狓狘狓∈犃∧狓＜犽犃｝ （５）

则称犙２为舍弃元素集。

舍弃变换见图２。舍弃运算表示为：

犃′＝犃∩ （狓１犮∩狓２犮∩ …）狘

狓∈犃∧狓∈犙２ 犃′，狓
犮
＝１－狓 （６）

　　选取和舍弃互为补集。

图２　舍弃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Ａｂａｎｄ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定义３　派生。点集犃和舍弃元素集犙２，

若狓∈犃∧狓∈犙２＝＞犵（狓）犃，则称犵（狓）为由狓

的舍弃导致的派生元素，简称派生。

地图编绘中河流、等高线的舍弯取直，舍去的

弯曲即为狓，而取直部分即为犵（狓）。

定义４　增补。若狓犃，使狓∈犃′的变换称

为增补。增补变换表示为：

犃′＝犃∪狓狘狓犃∧狓∈犃′ （７）

地图更新中增加的新地物符号即属增补变换。

定义５　简化。犙１，犙２∈犃，∨狓∈犙１＝＞狓

≥犽犃，这里犽犃为选取阈值。令犵（犙２）为舍弃元素

集犙２的派生，若满足下列条件：

犃′＝ ｛狓狘狓∈犙１ ∧狓∈犵（犙２），

　犙１，犙２ ∈犃∧犙２ 犃′｝ （８）

则称犃′为犃 的简化或综合。

简化变换见图３。简化运算表示为：

犃′＝犃∩犙１ ∪犵（犙２）狘

犙１，犙２ ∈犃∧犵（犙２）犃 （９）

　　河流、海岸线、等高线的舍弯取直即属简化变

换，其实质是选取、舍弃、派生和增补的复合运算。

图３　简化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定义６　夸大。点集犃 和犅，犃∩犅＝犔犃犅

∧犅∈ｅｘｔ犃，若满足下列条件：

犃′＝犃∪犔犃犅 ∪犅狘犔犃犅 ＝犃∩犅∧犅∈ｅｘｔ犃

（１０）

则称犃′为犃 的夸大。

夸大变换见图４。

　　定义７　合并。点集犃和犅，犃∩犅＝Φ，若

满足下列条件：

犙＝ ｛犘狘犘∈犃∧犘∈犅，∨犘１ ∈犃，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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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夸大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犘２ ∈犅犖犘１ ∩犖犘２ ≠Φ｝ （１１）

则称犙为犃 与犅 的合并。

合并是从两个分离点集犃 与犅 到一个连通

集犙 的变换，见图５。

图５　合并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定义８　分割。点集犙，∨犘１、犘２∈犙

犖犘
１
∩犖犘

２
≠φ，若变换后获得点集犃、犅、犆，且满

足：

犃∩犆＝Φ∧ｉｎｔ犅＝ｅｘｔ犃＝

ｅｘｔ犃狘犃∪犅∪犆＝犙 （１２）

则称点集犅为点集犙 的分割，分割结果生成两个

分离点集犃和犆。分割是合并的逆变换，见图６。

图６　分割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定义９　移位。点集犃和犅，犅１犅２犅，

犅１∩犃＝犔犃犅
１
，犃 夸大为犃′后使犅２∈ｉｎｔ犃′，设

犳（犅１）为犅１的映射，若犳（犅１）满足：

犳（犅１）∈ｅｘｔ犃′∧犳（犅１）∩犃′＝犔犃′犅′１　（１３）

则称犳（犅１）为犅１的移位，犅２是移位的度量，具体

见图７。

　　定义１０　类型化。设｛犡犻｝犻∈犐是已知集合犡

的子集的一个族，犻∈犐，犡犻犡，如果满足条件：

图７　 移位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犡＝∪犻∈犐犡犻；

　２）犻∈犐，犡犻≠Φ；

　３）（犻，犻′）∈犐×犐，犻≠犻′犡犻∩犡犻′ ＝Φ（１４）

则集合族｛犡犻｝犻∈犐称集合犡 的一个分类，每个犡犻

叫做分类｛犡犻｝犻∈犐中的一个类。使狓，狓′∈犡犻的聚

类处理称为类型化。

如土地利用按二级分类时，铁路、公路、农村

道路、民用机场、港口码头自成一类，而按一级分

类时，则被归为交通用地类。

定义１１　强调。设犙１、犙２分别为犃 的选取

和舍弃点集，犉为地物特征集，当狓∈犙２∧狓∈犉

时，使狓∈犙１的处理称为对狓的强调。

强调是满足特殊条件狓∈犉∧狓∈犙２下的选

取。还伴随着一定的夸大与移位，故强调是选取、

夸大和移位的复合运算。

２．３　通过布尔代数运算实现从编绘底图犡１到编

绘原图犡２的变换

图８即为从编绘底图犡１到编绘原图犡２变换

的示例。犡１中的街区式居民地经分割、合并变换

得到；桥边的小房屋由选取变换得到；新增的突出

建筑物及其毗邻的新房屋和一段新公路，由增补

变换获得；沿公路的三处居民地及山脚下的散列

式居民地，则强调其轮廓特征而选取其外围的居

民地，其中间的居民地则分别作舍弃或分割合并

变换。由于编绘原图犡２的比例尺小于底图犡１的

比例尺，故等宽度的公路符号在犡２中被夸大了，

夸大后的公路仍要保持与路边居民地的相对位置

关系，必然伴随着移位变换的产生，所以这些居民

地是以强调轮廓特征和相对位置的多种综合算子

的复合运算。河流进行了去掉小弯曲而保留其形

状特征的变换，其中有４处简化，即包括舍弃、派

生、选取的复合运算。靠河流交叉口处的小弯曲

则为以强调地理特征为主的运算，仍保留两个小

的弯曲特征。等高线采用了选取、舍弃和简化变

换。对地类界包围的植被，实行了合并运算。

由于制图综合算子对每种类型的点集变换给

出了约束条件，通过有条件的布尔代数运算，便可

图８　从编绘底图犡１到编绘原图犡２的变换示意图

Ｆｉｇ．８　Ｄｉ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Ｍａｐ犡１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犡２ｔｏｂｅ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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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由编绘底图犡１向编绘原图犡２的变换。

３　结　语

资料底图犡１表示的是制图区域在时间狋１的

状态，而新编图犡２则表示狋２时刻的状态，制图区

域是个不断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流，不停

地受到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的开放性系统。因

此，狋１≠狋２犡１≠犡２，犌１≠犌２｜犌１∈犡１，犌２∈

犡２，这种由犡１向犡２的变换实质是图形受现实制

约的异构变换［８］。具有一种线划要素和一种面状

域的图面称为图元，地图的异构变换即为多图元

复合的结果［９］。这种图元复合及布尔代数运算的

观点，也可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中得到支

持。文献［１０］指出，空间拓扑叠加实现了输入特

征的合并以及特征属性在空间上的连接，其本质

是空间意义上的布尔运算。本文根据基本集合犡

的幂集犜（犡）为布尔代数的原理，论证了地图编

绘过程实为布尔代数运算的实质，并给出了进行

制图处理的１１种制图综合算子的数学模型及变

换公式，为属于技术范畴的地图编绘提供了理论

基础和数学工具，从而使一系列与地图编绘相关

的概念和经验事实获得了理论支持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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