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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犪狆犐狀犳狅系统线（面）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
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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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由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生成的几个典型的点和线（面）目标缓冲区实例的深入剖析，发现了 ＭａｐＩｎｆｏ

系统在线（面）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验证的基础上，给出了具体的

改进思路和方法。一方面为ＧＩＳ用户避免对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的线（面）目标缓冲区分析工具的滥用，以及提高

空间分析的精度和可信度提供了具体的改进方法与建议；另一方面又为有关软件开发人员研制新版 ＭａｐＩｎｆｏ

系统及其他ＧＩＳ软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ＧＩＳ；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线（面）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泛指包括 ＭａｐＩｎｆｏ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ｐＸ等在内的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列软件）是当

今国际上拥有用户数量众多的桌面ＧＩＳ工具软

件，其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影响

甚广。它支持地球和非地球两种坐标框架。在选

择非地球坐标框架时，所有的可视化方案和空间

分析模型均建立在二维欧氏平面上；而在选择地

球坐标框架时，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的默认设置将地球

椭球体近似视为一个球体，因此，在此情况下所有

的可视化方案和空间分析模型均建立在地球球面

上［１，２］。在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的各种实际应用中，地

球坐标框架是用户采用最多的一种坐标框架。从

理论上分析，在这种坐标框架上理应得到具有较

高几何（位置）精度的各种空间分析结果［３］。但事

实上并不尽然，尤其是通过对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在地

球坐标框架下提供的缓冲区（Ｂｕｆｆｅｒ）工具的深入

分析，发现其在线（面）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中存

在这样的问题：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的线（面）目标的缓

冲区是基于地图投影平面构建的，其精度会受到

地图投影变形的影响，因而无法满足用户的某些

应用要求［４６］。因此，本文将通过实例分析与验证

的手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

具体的改进思路与方法。

１　分析功能概述

在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中，对选中的目标（可以是

包含不同类型的点、线、面目标的集合）作缓冲区

分析操作，将会出现如图１所示的参数设置界面，

它给出了在地球坐标框架下缓冲区半径为１ｋｍ

（地球球面上）时，其形成的点目标缓冲区边界（圆

周）按１２段进行插值逼近等默认设置。图２为由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生成的点、线、面目标的缓冲区。由

于面目标与线目标在缓冲区构造模型上并不存在

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本文将其统称为线（面）目标

缓冲区构建模型。

另外，根据计算机地图制图原理及ＧＩＳ的有

关知识可知，组成线（面）目标的基本单元是线段，

而组成线（面）目标缓冲区的基本单元是线段缓冲

区，即线段缓冲区的合并就构成了整个线（面）目

标的缓冲区［７，８］。

２　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及存在问题

在选择地球坐标框架时，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的线

（面）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不是建立在地球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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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而是建立在其默认的等距离圆柱投影（Ｍａｐ

Ｉｎｆｏ系统称为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投影）平面上

的。即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的线（面）目标缓冲区构建

模型是依赖于地图投影的，因此，在某些条件下其

精度是无法满足要求的。

２．１　犕犪狆犐狀犳狅系统所采用的地球球体半径犚的

求解

由于在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的有关资料中并未给

出其所采用的地球球体的半径犚
［１，２］，而为了后文

中有关分析与验证的需要，必须将其求解出来。

在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中可通过以下步骤求得其所采

用的地球球体的半径犚：① 建立一新的地图图表

（Ｔａｂｌｅ）；② 通过图表属性设置对话框中的投影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选项，将该地图图表设定为 ＷＧＳ８４

坐标系统下的等距离圆柱投影（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ｌａｔｉ

ｔｕｄｅ投影）；③ 在该地图图表上创建８个典型的

线目标，即分别创建起点为（０，０）、终点为（０，９０），

起点为（０，０）、终点为（０，－９０），起点为（０，０）、终

点为（９０，０），起点为（０，０）、终点为（－９０，０），起点

为（９０，０）、终点为（０，９０），起点为（９０，０）、终点为

（０，－９０），起点为（０，９０）、终点为（－９０，０），起点

为（０，－９０）、终点为（－９０，０）的线目标（ＭａｐＩｎｆｏ

系统坐标按（±经度，±纬度）形式表示，其中东经

和北纬为正，西经和南纬为负，坐标单位为°）。得

到的图形如图３所示。

利用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提供对线目标的计算功

图１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缓冲

区分析功能操作界面

Ｆｉｇ．１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ＭａｐＩｎｆｏＢｕｆｆ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２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生成的

点、线、面目标的缓冲区

Ｆｉｇ．２　ＢｕｆｆｅｒｓｏｆＰｏｉｎｔ，Ｌｉｎｅａｎｄ

Ａｒｅ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ＭａｐＩｎｆｏ

　　　

图３　在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中建立的用

于求解其所采用地球球体

半径的８个典型线目标

Ｆｉｇ．３　Ｅｉｇｈｔ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ｉｎｅＴａｒｇｅｔｓ

能，可 得 到 上 述 ８ 个 线 目 标 的 长 度 均 为

１００１０ｋｍ。另外，经测算其他任意给定子午圈的

１／４长度也恒为１００１０ｋｍ。由此可知，默认设置

时的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是将地球视为球体而非椭球

体的，且该球体上首尾相连的大圆弧长度为

４００４０ｋｍ。因而通过公式犚＝４００４０ｋｍ／（２π），

可求得该球体的半径犚为６３７２．５６４ｋｍ。

２．２　犕犪狆犐狀犳狅系统下３个典型缓冲区及３个一

般缓冲区的创建

为分析与验证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线（面）缓冲区

构建模型存在的问题，可首先通过以下步骤在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下建立３个典型缓冲区和３个一般

缓冲区：① 在经纬度坐标为（０，０）和（０，４５）处创

建两个点目标；② 连接此两个点目标得到１个线

目标；③ 对前面创建的两个点目标和１个线目标

均按１００ｋｍ为半径建立各自的缓冲区（点目标

缓冲区边界按１００段进行圆弧插值逼近），得到３

个典型缓冲区。按同样方法，在（１０，０）和（０，４５）

处可建立３个一般缓冲区。图４给出了上述６个

目标的图形及其缓冲区。其中，小图形为在同一

显示比例尺下６个目标及其相同半径的缓冲区，

大图形图为相应小图形之上、下两端点处的同步

放大图（局部）。

２．３　存在问题的分析与验证

以图４为例，通过对比４个点目标和两个线

目标的典型缓冲区和一般缓冲区可以看出，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的点目标缓冲区和线（面）目标缓冲

区的构建模型是不同的。

２．３．１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点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及

其正确性的分析与验证

在地球球体半径犚为已知的前提下，通过坐

标为（犾０，犫０）的点目标及其以狉０为半径的缓冲区

边界上任一点的坐标（犾１，犫１），可求出过这两点的

大圆距离为狉１。

由此，可建立以下判断准则：若狉１恒等于狉０，

则可判断该点目标缓冲区模型是基于地球球体构

建的，得到的缓冲区精度较高；否则可判断该点目

标缓冲区模型是基于地图投影平面构建的，得到

的缓冲区精度较低。

通过对§２．２中所创建的４个点目标缓冲区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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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圆周）上任一顶点到点目标定位点（圆心点）

的距离进行计算，得到其距离值恒为１００ｋｍ，即

恒为所设置的缓冲区半径。因而可按上述判断准

则判断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的点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

是基于地球球体的，它不受地图投影变形的影响，

可以得到高精度的点目标缓冲区，即（０，０）、（０，

４５）、（１０，０）和（３０，４５）处４个点目标的缓冲区是

准确的，从而为检验以该４点为端点的两个线段

的缓冲区是否正确提供了依据。

２．３．２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线（面）目标缓冲区构建模

型及其存在问题的分析与验证

以在（０，０）、（０，４５）、（１０，０）和（３０，４５）处４个

点目标的缓冲区为参照，从图４可以看出，在（０，

０）和（１０，０）点处线（面）目标的缓冲区被放大了，

经量算，其缓冲区半径在１００ｋｍ至１０８．２ｋｍ之

间变化；而在（０，４５）点处线（面）目标的缓冲区则

被明显缩小了，其缓冲区半径在７６．５４ｋｍ至１００

ｋｍ之间变化。由以上分析可得出如下判断，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中线（面）目标的缓冲区是基于地图

投影平面构建的，其缓冲区半径的变化是由地图

投影变形引起的。进一步地，为验证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

统中线（面）目标缓冲区的构建方法，分别在（０，０）

和（０，４５）的中间点位（０，２２．５）以及（１０，０）和（３０，

４５）的中间点位（２０，２２．５）处创建两个点目标，并

以与前述相同的条件生成该点目标的缓冲区（如

图５所示）。而由图５（ａ）可以看出，该缓冲区边

界与连接（０，０）和（０，４５）的线目标缓冲区边界存

在与（０，２２．５）点距离为１００ｋｍ的两个切点。而

由图５（ｂ）可以看出，该缓冲区边界与连接（１０，０）

和（３０，４５）的线目标缓冲区边界存在与（２０，２２．５）

点距离为１００ｋｍ的两个切点。以同样的方法，

笔者对组成线（面）边界的任意线段的缓冲区作了

大量的测试，均与上述情况相一致。由此可得出

如下结论，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中线段缓冲区是在系统

所设置的地图投影平面上构建的。其方法是，首

先得到过该线段中点且与其垂直、球面距离等于

缓冲区半径的两个对称点；然后过该两点求线段

目标两侧的平行线段；最后以圆弧线闭合两端的

平行线段。

综上所述，尽管线段缓冲区在其中点处是按

照地球球面距离来确定其缓冲区边界上的两个准

确点位的，但从整体上看线段的缓冲区是按照地

图投影平面构建的。当线段较长或缓冲区半径较

大时（比如，在海洋划界中根据领海基线划定专属

经济区即属此种情况），受地图投影变形的影响会

得到误差较大的缓冲区［４，５］。即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线

（面）目标缓冲区分析功能的使用是有条件的，且

这种条件往往极易被用户所忽视而得不到准确的

分析结果。

３　构建模型的改进思路与方法

３．１　利用 犕犪狆犐狀犳狅系统的点目标缓冲区构建模

型和凸壳生成模型建立线（面）目标缓冲区

构建模型

通过对图４的分析看出，若分别以线段两端

点创建的两个点目标的缓冲区所生成的凸壳多边

形（简称凸壳）来取代原有的线段缓冲区，则可得

到该线段精度较高的缓冲区。由于较新版的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提供了凸壳生成工具，可方便地利

用它来得到所需的凸壳。图６给出了按这一思路

和方法得到的图４中的两个线目标的缓冲区。其

中，小图形是线目标及其按此新方法建立的缓冲

区；大图形是相应小图形两端处的同步放大效果

图。从图６可以看出，线（面）目标的缓冲区由于

受地图投影变形的影响，其两侧边界已不再呈平

行线形态。显然，对多于两个顶点组成的任意线

（面）目标，同样可通过首先构建其所有顶点所对

图４　由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得

到的６个目标的缓冲区

Ｆｉｇ．４　ＳｉｘＴａｒｇｅｔｓＢｕｆｆｅｒ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ｂｙＭａｐＩｎｆｏ
　　　

图５　线段中点处的点目标

缓冲区与线段缓冲区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ＭｉｄｐｏｉｎｔＢｕｆｆｅｒ

ａｎｄ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Ｂｕｆｆｅｒ
　　　

图６　直接利用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的点

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和凸壳生成

模型得到线目标缓冲区

Ｆｉｇ．６　ＧｅｔｔｉｒｇＬｉｎｅＴａｒｇｅｔＢｕｆｆｅｒ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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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点目标缓冲区，然后再生成它们的凸壳的方

法，得到其精度较高的缓冲区。

此方法的优点是模型简单，开发实现难度较

低，可直接利用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提供的点目标缓冲

区生成工具和凸壳生成工具，通过增加相应的操

作即可实现。在线段长度较短时，可得到较高精

度的线（面）目标缓冲区。此方法的不足之处是模

型还不够严密，在线段较长时，得到的线（面）目标

缓冲区的精度仍然不够高。

３．２　建立基于地球椭球体的线（面）目标缓冲区

构建模型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直接利用 ＭａｐＩｎｆｏ系统

的点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和凸壳生成模型建立线

（面）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其精度仍然取决于组

成线（面）目标的线段长度，只能在线段较短时得

到高精度的缓冲区。因此，要从根本上确保线

（面）目标缓冲区的精度，应建立基于地球椭球体

的线（面）目标缓冲区构建模型［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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