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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丰富面状水系的注记配置规则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其名称注记自动配置中两个关键算法，即要素主

骨架线求取和注记配置方案的设计，并提出了基于单调链化简思想确定面状水系主骨架线的改进算法，在此

基础上设计了面状水系名称注记自动配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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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记是地图内容的基本组成要素之一，注记

配置的合理与否对地图的易读性和使用价值有着

重要的影响。综合多年来我国地图注记自动配置

研究成果，目前点状、线状要素注记自动配置的规

则和相关算法已基本发展成熟，而面状要素注记

自动配置的规则与算法在实际应用中至今尚不能

达到与手工配置接近的理想效果。其主要原因是

面状地物自身形状的不规则性使其注记配置很难

用计算机语言统一化、定量化描述。解决这一问

题不仅需要对现有面状要素注记配置规则作进一

步细化和丰富，而且还需要将这些规则转变为适

应性较强的数字化描述算法在系统中加以实现。

１　面状水系名称注记配置规则

合理划分和界定面状水系类型是细化并丰富

这类地物注记配置规则的前提与基础。综合考察

现有文献和地图样图，笔者将小比例尺地图面状

水系大致分为大面积要素、长且窄的要素、小面积

要素以及散列式要素四类。

依据注记配置总体原则［１，２］，按照上述四种

面状水系类型划分标准，可将我国小比例尺地形

图面状水系注记配置规则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规则一　大面积且图形本身不存在明显延伸

方向的面状水系，优先考虑采用水平字列在面域

内居中配置其名称注记。这种图形外形一般比较

规则，没有明显的延伸方向以及尖锐凸点或凹点，

此时在水平方向上配置注记符合读图者的视觉感

受；字大依图式规范及标注地物在地理意义上的

重要性综合而定；字隔不确定，依标注地物的面积

大小与等级高低优化确定；名称注记的首末两字

到面域边界点的距离应大致相等，且此距离不应

小于相邻字符间隔的一半（图１）。

图１　面状要素的注记字隔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ｉｎＡｒｅａＷａｔｅ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规则二　大面积且图形本身存在明显延伸方

向的面状水系，其名称注记配置应该以面域主骨

架线为定位参考线，在定位参考线上采用雁行字列

沿延伸方向在面域内居中配置。这类图形的特点

除具有明显的延伸方向外，其边界往往表现为自然

曲线，包含较多弯曲，如自然湖泊以及依自然地形

修建的水库等，标注时所使用的字大、字隔以及首

末字符到面域轮廓两端的距离要求与规则一相同。

规则三　长且窄的面状水系，当面域内部极

窄而不足以将注记字符放置在其中时，应该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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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物的延伸方向将其边界线分为左右（上下）两条

曲线。配置注记时可沿较为平直的那条边界曲线

以一定间隔标注在地物外部，标注所使用的字大、

字隔要求与规则一相同，但对于首末字符到面域

轮廓两端的距离，不再受上述规则的约束。

规则四　对小面积水系要素的界定，目前没

有明确定义。参考文献［３］中认为“不大于５ｃｍ２

的面状要素”即属于此类。考察现有各式地图，可

以发现这一标准还显得有些粗糙。从算法的实现

角度，图形沿横向（纵向）延伸，在标注字大确定的

前提下，若名称注记采用小字隔水平（竖直）排列的

长度大于面要素外接矩形的宽（高），则可以认为该

面状对象属小面积要素，否则为大面积要素。小面

积水系的名称注记通常以其形心为参考定位点，将

注记优先配置在要素外部右侧，次优先位置可以

取要素的上侧、左侧或直接配置在要素图形内部。

规则五　同名散列式分布的面状水系，其名

称注记通常放置在其定位多边形内部或外侧。若

其总体呈带状分布，则应按线状方式配置注记；若

其总体呈团块状分布，则应按点状方式配置注记。

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地物的分布范围，起到准

确指示地物的作用。

２　面状水系名称注记候选位置确定

的关键算法

　　 面状水系名称注记自动配置一般可分三步进

行：① 面状要素主骨架线确定；② 注记配置方案的

设计；③注记字符的布设。其中，前两步是实现最

终注记字符布设的基础和必经之路，对注记自动配

置整个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注记字符

的布设算法，国内外研究已基本成熟［３，８］，因此，以

下主要探讨前两步所涉及的关键算法。

２．１　基于单调链的面状水系主骨架线确定

骨架线是面状要素轮廓多边形的中轴线或近

似中轴线。从注记配置的角度考虑，这种骨架线并

不适合作注记配置的定位参考线。在实际应用中，

使用骨架线中一条最长的单连通路径———主骨架

线作为面状水系名称注记配置的定位参考线［３］。

目前很多文献都提供了确定面状要素主骨架

线的方法。基于矢量图形数据，主要有：① 平行

线切割中点连线法［４］；② 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提取骨架线方法［５］；③ 基于单调性图形综合的定

位线确定方法［６］；④使用多边形最长对角线代替

主骨架线方法［７］。

但这些方法有的难以处理复杂多边形对象，

有的算法实现效率或可行性不高。本文从计算几

何和图形学的角度出发，依据小比例尺矢量地图

面状水系图形特点，提出改进的基于单调性图形

综合的定位线确定方法———基于单调链面域边界

化简的主骨架线确定算法。

单调链在任意多边形填充、凸壳三角剖分以及

曲线求交等算法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若以给定直

线Ｌ的前进方向为点序列方向，犡轴向右犢 轴向

上为增量方向，则对于该链上任意一点犘（犻）（０＜犻

＜狀，狀∈犖）具有以下特性：犘（犻）在犔上的正交投

影坐标值大于（不小于）其前驱点犘（犻－１）在犔上

的正交投影坐标值，同时，该坐标值小于（不大于）

其后继点犘（犻＋１）在犔上的正交投影坐标值。

基于这一特性，由左右（上下）单调链组成的

多边形边界与单调链扫描线必定有且只有两个交

点，满足使用平行线切割中点连线法确定面状要

素主骨架线的基本条件。鉴于平行线切割中点连

线法是目前地图制图界公认的一种最为简单的面

状要素名称注记定位线确定方法［６］，笔者认为基

于单调性图形综合的定位线确定算法在化简面域

多边形时可以采用将多边形按一定方式分为 犖

条链（犖≥２）。通过设定每条链的删除特征点阈

值将它们化简成为对应的单调链，然后对由单调

链组成的简化多边形再使用平行线切割中点连线

法便可以迅速准确地得到面状要素的主骨架线。

其具体过程和步骤如下。

１）得到面状要素的外接矩形，比较该外接矩

形的长犠 和宽犎，以初步确定注记字顺。

２）对面域边界线坐标点编号（“岛”、“洞”编号

反向确定），规定两点之间欧氏距离最大的边界点

为特殊点犘ｍｉｎ和犘ｍａｘ，化简时不对其进行处理。

３）以犘ｍｉｎ和犘ｍａｘ的连线作为分割线犔ｃｕｐ，依

犔ｃｕｐ倾角θ大小将面域多边形分割为上下（左右）

两条曲线。

４）规定Δ犡（Δ犢）表示犘（犻＋１）与犘（犻）在犡

轴（犢 轴）上的投影坐标值之差。设定化简阈值

δ，将分割后的曲线化简为单调链。

５）将化简后的单调链重新组合为简单多边

形，确定切割化简多边形面域方式。

６）得到化简多边形内平行切割线段的中点

犘ｍｉｄ（犻）。

７）依次连接犘ｍｉｄ（犻），得到面状要素的主骨架

线，算法结束。

２．２　面状水系名称注记配置方案的设计

从注记配置规则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出，面状

水系注记自动配置结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能否对

５４５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７年６月

面状水系要素类型特征进行有效的识别。基于矢

量数据结构，杜世宏提出了综合使用形状因子和

多边形长轴对面状地物形状进行描述的方法［９］。

目前，在空间分析中经常使用的形态量算指

标有弯曲度、凸度、延伸性、形状比、紧凑度、欧拉

数、放 射 状 指 数 等。本 文 主 要 选 用 弯 曲 度

（犆ｃｒｏｏｋｅｄ）、凸度（Φ）和延伸性（Ω）三个。若犔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表示地物主骨架线延伸长度，犔′ｓｋｅｌｅｔｏｎ表示地物主骨

架线首末两点之间连线的长度，犃ｐｏｌｙｇｏｎ表示面状

要素的面积，犃ｐｒｏｊｅｃｔ表示由面状要素所有顶点构成

凸壳的面积，犔ａｘｅｓ表示面域的最长轴长度，犛ａｘｅｓ表

示面域的最短轴长度，则犆ｃｒｏｏｋｅｄ＝犔ｓｋｅｌｅｔｏｎ／犔′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Φ ＝犃ｐｏｌｙｇｏｎ／犃ｐｒｏｊｅｃｔ、Ω＝犔ａｘｅｓ／犛ａｘｅｓ。

总结面状水系名称注记配置规则，从简化算

法的角度考虑，本文将面状水系注记配置方式归

结为两类：点状配置方式和线状配置方式。其中，

采用点状注记配置方式的充分必要条件是“面状

水系主骨架线或连接其两端点直线段的长度小于

（不大于）在相同方向上其名称注记字符顺序排列

的字符串长度”。以此为初始判断条件，结合上述

面状要素形态基本量算指标，再设计一定的限制

条件便可以初步区分并选择上述面状水系的五种

配置规则进行名称标注了。

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１）同名地物的合并。

２）求取面域多边形（凸壳）主骨架线。

３）计算主骨架线的曲线长度犔ｓｋｅｌｅｔｏｎ以及在

特定字顺下注记字符的长度犔ｓｔｒｉｎｇ。

４）判断采用线状还是点状注记配置方式，设

犠 为多边形（凸壳）外接矩形的长度，犎 为其宽

度。

ｉｆ（犔ｓｋｅｌｅｔｏｎ＞犔ｓｔｒｉｎｇ，统一采用线状注记配置方式）

　　ｉｆ（犠 ≈ 犎牔牔犆ｃｒｏｏｋｅｄ≈１＆＆Φ ≈１牔牔Ω≈１）

　优先考虑选择配置规则一，在主骨架线上配置注

记

ｅｌｓｅ

　优先考虑选择配置规则二，在主骨架线上配置注

记

ｅｌｓｅ（统一采用点状注记配置方式）

　ｉｆ（名称注记有且仅有一个）

　依照配置规则四，计算图形形心，按点状配置方式

标注

ｅｌｓｅ（散列式分布）

　依照配置规则五，计算图形最小凸壳，求取该最小

凸壳形心，按点状配置方式标注

５）初步检验配置字符的位置，避免受多边形

形态影响将注记配置在多边形“瓶颈”部位。

ｉｆ（待配置注记对象等级较高）

　ｉｆ（存在名称注记字符压盖水系边界线）

　　优先考虑选择配置规则三，以化简的边界线为

定位线配置注记

　ｅｌｓｅ

　　 转到步骤６）

ｅｌｓｅ

　转到步骤６）

６）算法结束。

２．３　实验研究

以上述内容为基础，本文从模拟实验的角度

利用相关数据进行了验证。实验数据来自于５幅

我国１∶２５万地形图，实验的软件平台为数字地

图制图系统 Ｍａｐｐｅｒ，程序编译环境为 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根据实验数据的特点，本文选取了大面

积要素、长且窄的要素以及小面积要素三类作为

面状水系名称注记配置规则及其自动配置实现算

法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图２是各类水系要素名

称注记自动配置结果示例。

图２　水系要素名称注记自动配置示例

Ｆｉｇ．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Ｎａｍ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ｒｅａＷａｔｅ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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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解质量上看，最终的配置结果基本达到

了预期的成图效果，体现了我国汉字地图注记的

特点，符合读图者的阅读习惯，同时它也为地图注

记自动配置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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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ＷｏｌｆｆＡ，ＫｎｉｐｐｉｎｇＬ，ＫｒｅｖｅｌｄＭ，ｅｔａｌ．ＡＳｉｍ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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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杜世宏，杜道生，樊红．面状地物自动注记方法探

讨［Ｊ］．测绘信息与工程，２０００（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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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７年《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英文版）》

《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学报》为我国惟一的英文版测绘专业学术期刊，由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和武汉

大学联合出版。其宗旨是：立足国内，面向国际，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

绘理论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本刊内容包括综述和展望、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本领

域重大科技新闻等，涉及测绘研究的主要方面，尤其是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全球定位系

统、地理信息系统及其集成等。收录本刊的数据库包括ＣＡＳ、Ｐ 等，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

关专业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季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４８，国外代号：ＱＲ１５５６。Ａ４开本，８０

面，定价１０元／册，逢季末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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