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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结合ＧＩＳ软件和图形软件的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符号图形为图形基础的地图制图系统。介绍

了该系统的体系结构、数据组织和由地理数据库向制图数据库转化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重点阐述了符号

图形的概念。实际应用表明，该系统能快速、高质量地生产地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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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一系列的基础比例尺

地理数据库，如何基于这些数据快速制图成了当

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制图软件有 ＧＩＳ软件和一

般专业图形软件，我国的地图制图是在以上两类

软件结合的基础上完成的。

本文开发出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数

据库地图制图系统，并以１∶２５万地形图为例介

绍该系统的总体设计、数据组织以及针对制图要

求的一些特殊功能等。

１　总体设计及数据库数据组织

地图制图系统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① 基

于规则的地理数据的一般符号化和特殊符号化过

程；② 符号化后冲突处理；③ 基于规则的注记配置

以及注记冲突处理；④ 地图整饰配置。

本系统是基于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的地图制图系

统，数据库中存储以下３类数据：① 地理数据，即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它是制图数据源；② 制

图数据，是制图成果数据，主要包括空间数据、制

图图形数据、符号关联数据及注记数据几类；③

制图规则信息，主要包括符号库、字体库、符号配

置规则、字体配置规则等信息。制图数据是地理

数据在制图规则信息的约束下得到的。

图１　系统总体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１．１　地理数据组织

在数据库中，以图幅为单位，图幅内按照要素

类型和几何类型单一的原则分为若干个图层，图

层内部属性统一，将其作为一个表存储。图层中

包含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按照面向对象的思想，

以ＩＤ为惟一地物标识，在一条记录中存储一个地

物的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

１．２　制图数据组织

经过一系列制图过程以后，系统得到该图幅

的制图数据，它包含进行一定修改后的地理数据、

符号图形数据、地物符号对照表、注记结果数据、

整饰结果数据等。为了存取的快捷，用一个表存

储图幅内所有的符号图形，表中以图层名为关键

字，将一个图层的符号图形用二进制方式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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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记录存储，存储顺序为其绘制顺序。

１．３　制图规则信息数据组织

１．３．１　符号库数据组织

符号分为点、线、面三种，其中面符号层次稍

高于点符号和线符号。点符号和线符号由点、线、

面图元组成［１］。由此，设计８个表来存储一个符

号库，各个表中，以符号代码或图元代码为内外部

关键字进行关联，其存储关联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符号库存储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ｙｍｂｏ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符号配置规则用一个表进行存储，表中字段

名称分别为优先级值、符号代码和地物国标码。

当对一个图层配置符号时，首先将图层按国标码

分为若干子图层，再按优先级顺序从该表中选取

含有该图层的国标码的所有记录，从记录中获取

符号代码，依据符号代码再从符号库中获取符号

参数，按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对各类地物配置符

号，从而在符号化的同时解决了各类地物的绘制

顺序问题。为了实现一些特殊的制图要求，一个

地物可对应多个符号。

１．３．２　字体数据组织

与符号数据类似，字体数据分为字体参数库

和字体配置规则。字体参数用一个表来存储，表

中包含代码、高度、宽度、名称、颜色和字型６个字

段。同一类型（国标）的地物，字体的大小随着该

地物的等级而变化，即一个字体约束于多个条件，

而且这些条件有时要从某个属性值的某一位或几

位的值来确定。例如，在１∶２５万地形图中，单线

河流分为６级，不同级别所用字体大小不同，其国

标码（ＧＢ）都为２１０１１，而级别信息来自于属性

ＨＹＤＣ的最后一位数值。为此，本文用４个参数

描述一个条件，即属性名称、取值开始位、取值结

束位和对应值，每条字体规则最多设置５个条件。

由此，字体规则表中除存储字体代码、优先级、图

层类型、使用条件个数外，还需存储５个条件的具

体描述信息。当为一个图层配置注记时，从上表

中选择所有与该图层类型一致的注记配置规则，

再将地物的属性与每条规则中定义的所有条件进

行对比，如果全部符合，则为该地物的注记配置规

则所对应的字体。

２　制图过程

２．１　符号化及符号图形的获取

符号化分为一般符号化和特殊符号化两种，

其中一般符号化按上文所述的过程配置符号即

可。特殊符号化包括线状水系的渐变符号化和境

界的跳绘，它们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符号化前需

对将要符号化的地理数据进行一定的分析处理：

对于线状水系，首先根据专家知识和河流绘制等

级对河流进行分类，确定不同等级河流的渐变规

律，设置并保存各条表示河流的线段符号化时的

起始宽度和终止宽度，将其作为符号参数实现河

流的渐变。对于境界跳绘，当境界遇到道路、水系

等要素时，须沿线状地物两侧或中心跳绘。首先

需要将要进行跳绘的线进行合适的分段，计算出

对于每条需要跳绘的线的间隔长度和每个跳绘段

的符号节数，用计算出来的分段数据代替原始地

理数据进行符号化。

符号化分为３个步骤：① 符号的选择；② 将

符号定义的特征参数应用于地理空间数据上，使

其按照符号所规定的样式绘制出来；③ 将符号化

的结果数据记录下来。在一般的 ＧＩＳ软件或制

图软件中，符号化只包含前两个阶段。

２．１．１　符号图形的定义及属性

符号化的结果数据称为符号图形，它是地理

数据和符号结合的产物，是制图系统的图形基础。

符号图形分为圆点、线和多边形。所有复杂的图

形都可以分解为这３种图形，如图３所示。

图３　符号图形示例

Ｆｉｇ．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ＳｙｍｂｏｌＦｉｇｕｒｅ

　　在图３（ａ）中，用境界符号符号化线状地物以

后，得到一串圆点和线顺序排列的符号图形序列。

在图３（ｂ）中，用灯塔符号符号化点状地物后，得到

由６条线段和１个多边形组成的符号图形序列。

２．１．２　符号图形的获取

当符号定义的特征参数应用于地理空间数据

上时，其最终结果是若干个先后顺序的绘制动作。

可以将此绘制动作发生前的用于绘制的参数保留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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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包括绘制的点和所用的画笔和画刷，两者的

结合即为一个符号图形。在符号化前构造一个空

链表，以该链表作为符号图形的存储容器将其作

为参数代入符号化的各个函数中，当符号化结束

以后，将顺序得到所有的符号图形。

２．１．３　符号图形的优点

１）省略了每次重绘都需重复符号化时复杂

的图形计算，加速了系统重绘的速度。只有当符

号或被符号化的空间数据发生改变，才需要重新

根据新的符号特征或空间数据重新计算。

２）可以对符号图形施加编辑操作，使制图人

员能任意地改变图形细节，达到一些特殊的制图

目的。

３）在进行压盖打断时，可以不打断原始地理

数据，而只打断符号图形数据，这一方面保证了原

始数据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能得到更好的图形效

果。如图４中注记同色打断线，由于符号图形分

开记录了底层的黑色线和上层的棕色线，可以通

过颜色识别只打断底层的黑色线而不打断上层的

棕色线。

图４　注记同色打断效果示例

Ｆｉｇ．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Ｎｏｔｅ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ＳａｍｅＣｏｌｏｒ’ｓＦｉｇｕｒｅ

４）可以精确地检测符号化以后的冲突情况。

２．２　注记配置

注记初始位置配置方案根据注记图形类型和

地物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对于点状注记，一般配

置在其对应图形符号右边０．２ｍｍ的位置；对于

线状地物，一般先将同名且首尾相连的线连成一

个整体并将其作为注记对象，将注记文字分散配

置于该对象旁边。面注记包括居民地注记和水系

注记。对于面状居民地，一般配置在地物的外面，

以下方为优先；对于面状水系，又分为双线河、湖

泊和水库三种类型。对于双线河，若河流面内部

能放下注记文字，则放置于内部，按其骨架线排

列；否则放置于河流外部，此时与线注记配置方法

类似。对于湖泊和水库又分为两种情况：① 同名

分散湖泊，此时需将这些散列的多边形的凸壳作

为注记的对象；② 单独湖泊，此时它自己为一个

对象，若对象内部能放下文字，则将文字放于内

部，按其骨架线排列；否则与面状居民地注记方式

类似放于外部。

２．３　冲突检测与处理

冲突是指地理数据符号化和配置注记以后，

由于地图负载量的增加使图面出现不符合地图制

图规范的图形压盖，包括图形冲突和注记冲突。

２．３．１　图形冲突

从地理意义的角度讲，图形冲突主要包括点

状居民地内部、点状居民地与线状道路和水系之

间、线状道路内部、线状道路与线状水系之间的冲

突。从几何角度讲，主要有点与点、点与线、线与

线间的冲突。

冲突检测时，以图层为单位，检测两图层之间

（同一个图层内的检测可看作两个相同图层）存在

的冲突。冲突检测时候分为粗检测与精检测，粗

检测是检测两个图层中地理对象所包含的符号图

形是否相交，若相交则认为拥有相交符号图形的

地理对象存在冲突。精检测是在粗检测所得结果

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排除符合地理意义的假冲突，

所用的方法和规则因不同的冲突类型而不同，如

道路线内需排除首尾相接的；道路线层与水系线

层需排除道路横跨于水系上的等等。图形冲突主

要靠移位方式解决，但根据冲突的几何类型不同，

解决方法也不同，但统一原则是要移位解决时，优

先移动等级低的地物。

２．３．２　注记冲突

注记冲突主要表现为注记与注记之间、注记

与点状地物之间的压盖。使用栅格方法检测点状

注记，可以通过８个位置的顺序选择来尽量达到

全图范围内的冲突最少解；对于线状注记和面状

注记，解决冲突需要考虑周围的复杂情况，手动解

决。

２．４　地图整饰

地形图的图外整饰主要指图廓以外的各种附

图、图表、标记和文字说明等，包括内外图廓、方里

网、经纬网、图名、图幅号、密级、邻接图表、图例、

政区略图、制图资料、制图单位、制图数学基础、比

例尺、坡度尺、三北方向线和磁子午线等。同一比

例尺地形图中整饰各个组成部分所用符号、字体

都是固定的，其相对该图的ＴＩＣ点位置也是固定

的。在本系统中，各个整饰组成部分的位置由

ＴＩＣ点自动推算出；内容可以从元数据文件自动

获取，也可以由用户手工输入；政区略图根据境界

信息也可自动获取；图例通过图例关联，可以根据

当前图幅中含有的地物自动从图例库中获取。

２．５　编辑及其犝狀犱狅／犚犲犱狅

本系统中编辑对象包括地物图形、地图注记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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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符号图形。编辑类型主要分为对对象的整体编

辑、对对象的节点编辑和对对象的其他属性编辑。

编辑方法主要有移动、旋转、拉伸、增加、删除等。

编辑时记录下对象、方法和参数，以方便将来进行

Ｕｎｄｏ／Ｒｅｄｏ操作。

３　结　语

本文介绍了基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的地图制

图系统的总体结构和主要功能，已在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和陕西测绘局进行实验性生产。结果

表明，使用该系统制作基础比例尺地形图的成图

速度快、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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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汶同志逝世

我国高等学校优秀领导干部、教育家，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张世汶教授，因病

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８日在武汉逝世，享年６９岁。张世汶１９３９年８月出生，１９６４年

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系，１９８４～２０００年先后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党委副书

记、书记，主持党委全面工作，长期从事高校党政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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