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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现有的地图投影选择、评价标准和地图投影形变量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尝试引入形状比、长度

比和面积比的概念，作为通用地图投影的选择、评价的基本度量指标，并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其权重，为通用

地图投影的选择提供了思路，并通过实验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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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投影是地图的数学基础，对投影的选择

是否适当会直接影响成图的精度和使用价值。同

时，投影的选择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没有现成的

公式、方案或规范可以遵循［１］。如何根据制图任

务的需要，选择一种最适宜的投影作为成图的数

学基础，是地图投影研究的首要任务之一。

通用地图投影选择是指忽略地图用途等因素

对投影选择的影响，仅用投影前后形变量的大小

来衡量地图投影的优劣，以期使选出的投影具有

“通用”的特点。投影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投

影选择的标准（或投影的评判标准）对不同投影进

行评估、筛选的过程。标准的制定直接影响投影

选择的结果，因此，投影选择前，必须确定相应的

选择指标。本文通过分析投影过程中产生的各种

形变量之间的关系，尝试引入形状比、长度比和面

积比作为形变量的度量指标，在此基础上，得出通

用地图投影选择的综合指标，实现投影选择的程

式化。

１　传统的地图投影质量评价方法

在评价地图投影质量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

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可大致分为以下四类：第

一类是从整个投影区域内的均方变形的大小来衡

量，衡量的标准有埃里准则、约旦准则和马洛维奇

柯准则，应用这三种准则来衡量地图投影质量所

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任意投影中，根据这三

种准则选出的投影分别近似于等角、等面积和等

距离投影［２］。

第二类是以投影区域内出现的变形绝对值最

小为标准，即契比雪夫准则。应用准则“区域边界

长度比保持为同一数值（包括为１）的投影是等角

投影中最好的投影”来衡量等角投影。刘宏林［３］

等对契比雪夫准则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投影

公式的具体形式。但是契比雪夫准则是在等角投

影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普适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第三类方法笔者总结为经验法，包含一系列

的投影用表图集和计算用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

代，我国老一辈制图学者为了方便制图工作者的

需要，相继编制出版了《小比例尺地图投影集》、

《区域地图投影用表集》、《地图投影计算用表集》

等投影用表集，为中国全图、省区图、海区图、世界

图、大地区和各洲地图提供了投影方案。这种方

法属于“穷举法”范畴，对于固定区域有较好的适

应性，但对于一般用户的要求，则没有典型的示范

说明。

专家系统的方法［４６］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方法综合考虑了诸多因素的

相互影响和制约，一度被视为计算机环境下进行

地图投影选择的有效解决方案。但专家系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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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质量和现势性以及原型专家的知识结构都直

接决定着选择结果的准确性和实用性，而且因为

缺乏严密的数学推导，不能对选出的地图投影的

质量进行准确评价，选择结果仍存在较大的主观

性。

综上所述，以上四种方法各有自己的适用范

围和局限性，但都不具有“普适性”。一般情况下，

用户选择投影都较为关心投影前后形变量的大

小，并尽可能选择变形较小的投影方式。而变形

椭圆被认为是能够良好地论述和显示投影变形的

工具［１７］，变形椭圆与微分圆之间的差别（面积、角

度、长度等）是投影前后“形变量”最直接的反映。

本文将分析这些度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以找出能

够反映“形变量”的指标。

２　地图投影变形的度量

　　为反映地球上的微分圆投影为微分椭圆后的

变化量，必须找出一个适当的综合指标，本文称之

为“总形变量犇”，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犇＝犳（犱１，犱２，犱３，…，犱狀）

式中，犱犻（１≤犻≤狀）表示某种形变量的值；狀表示有

狀个变形度量指标。

２．１　度量指标的选取

地图投影过程中主要产生三种变形：长度变

形、面积变形和角度变形［１］。其中，面积变形为面

积比（犘）与１之差。犘值惟一，是相对变形，变形

大小以百分比来度量。长度变形是长度比与１之

差。长度比也是相对变形，在不同点有不同的值，

甚至在同一点的不同方向值也不相同。一般有四

个值比较重要：极值长度比犪、犫和沿经纬线方向

的长度比犿、狀，这四个值之间的关系式为犪±犫＝

犿２±２犿狀ｓｉｎθ′＋狀槡
２。等距离投影常指沿经线或

纬线方向长度比为１。角度变形是绝对变形，以

角度大小来度量，通常取最大角度变形ω。这些

基本的度量指标中，存在着度量衡不一致和一种

指标多个值的问题。

在数学制图学的相关文献中，曾提出形状比

的概念，即以变形椭圆的长短半径之比定义为形

状比，即犓＝狌２／狌１（狌２ 为等高圈长度比，狌１ 为垂

直圈长度比），若犓＝１，两个长度比值相等，表明

微分圆投影后仍为圆形，也即等角投影。这说明

犓 与ω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事实上，它们只是同

一事物的不同表达方式［８］，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

为ｔａｎ（４５°＋ω／４）＝槡犓。形状变形（形状比犓 与

１之差）越大，最大角度变形也越大。由此可见，

应用形状变形的概念完全可以代表最大角度变形

的概念，而且形状比与面积比的量纲一致，这就是

本文引用形状比和形状变形的理由。至此，地球

上的一个微分圆投影为平面上微分椭圆的过程中

产生的总形变量可用极值长度比犪、犫、形状比犓

以及面积比犘 作为基本的度量指标。

２．２　度量指标权重的确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假设总形变量

犇的表达式为犇＝狑１犪＋狑２犫＋狑３犘＋狑４犓，狑１、

狑２、狑３、狑４是四个权重值。本研究中，根据系统工

程理论中的层次分析法［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来确定这四个权重值，步骤如下。

１）构造判断矩阵犘。以犃 表示目标；狌犻、狌犼

（犻，犼＝１，２，３，…，狀）表示因素；狌犻犼表示狌犻对狌犼的

相对重要性数值，并由狌犻犼组成判断矩阵犘：

犘＝

狌１１ … 狌１狀

 

狌狀１ … 狌

熿

燀

燄

燅狀狀

　　在确定狌犻犼时，ＡＨＰ方法采用１～９的标度方

法［９］。

２）计算重要性排序。根据判断矩阵求出最

大特征根λｍａｘ和相应的特征向量狑。

３）一致性检验。得到的权重分配是否合理，

还要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公式为 ＣＲ＝ＣＩ／ＲＩ，

其中，ＣＩ＝（λｍａｘ－狀）／（狀－１）；ＲＩ为多阶判断矩阵

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狀＝１、２、３、４、５、６、７阶

时，ＲＩ的值分别为０、０、０．５８、０．９、１．１２、１．２４、

１．３２。

ＣＩ越大，当判断矩阵犘偏离一致性越远，权

重分配越不合理。一般规定当ＣＲ＜０．１时，具有

满意的权重分配。

采用上述方法时，狌犻犼的值是确定表达式的关

键，Ｗｈｉｔｅ
［１０］、Ｋｉｍｅｒｌｉｎｇ

［１１］认为，形状变形和面积

变形“在视觉上可认为具有同等重要性”。此外，

在多种变形中，两个长度变形是基础性变形，它们

共同决定了其他变形。则可以得到判断矩阵犘

为：

犘＝

１ ４ ２ ２

１／４ １ １／４ １／４

１／２ ４ １ １

１／

熿

燀

燄

燅２ ４ １ １

计算得出特征向量 狑＝ （０．４２２７，０．０７４７，

０．２５１３，０．２５１３）。进行检验时，ＣＲ＝０．０２２３＜

０．１，表明权重分配合理，因此，可确定总形变量犇

的表达式为：

犇＝０．４２２７狌１＋０．０７４７狌２＋０．２５１３犘＋

５４２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２月

０．２５１３犓 （１）

　　下面以方位投影为例进行实例验证。

３　通用方位投影选择实例验证

３．１　实验求出方位投影

方位投影的一般公式可整理为：

δ＝α，ρ＝犳（狕）

狓＝ρｃｏｓδ，狔＝ρｓｉｎδ

犪＝ｄρ／犚ｄ狕，犫＝ρ／犚ｓｉｎ狕

犘＝犪·犫，ｓｉｎω／２＝ （犪－犫）／（犪＋犫

烅

烄

烆 ）

（２）

　　将式（２）中的犪、犫代入式（１），整理可得方位

投影总形变量犇的一般公式为：

犇＝０．４２２７
ｄρ
犚ｄ狕

＋０．０７４７ ρ
犚ｓｉｎ狕

＋

　０．２５１３ ρｄρ
犚２ｓｉｎ狕ｄ狕

＋０．２５１３ ρ
ｄ狕

ｓｉｎ狕ｄρ
（３）

　　各种方位投影千差万别，概括公式也有多种，

但是经验表明，常用的方位投影主要是在等角投

影和等距离投影之间带有中间性质的投影［８］，杨

启和［８］提出的概括公式ρ＝
２

１＋ｃｏｓ（ ）狕
犽

犚ｓｉｎ狕是

其中的代表，当犽＝０时，为正射方位投影；犽＝

０．５时，为等面积方位投影；犽＝１时，为等角方位

投影，因此，可以选择犽的取值范围为［０．５，１］。

首先利用式（４）对天顶距狕求导，为方便计算，将

地球视为半径犚＝１的球体，则有：

ｄρ
ｄ狕
＝２

犽－１犽ｓｉｎ２狕
１

１＋ｃｏｓ（ ）狕
犽

＋
２

１＋ｃｏｓ（ ）狕
犽

ｃｏｓ狕

（４）

　　将式（４）代入式（３），得到参数犽、天顶距狕与

总形变量犇 之间的关系式为：

犇＝０．４２２７犙＋０．０７４７
２

１＋ｃｏｓ（ ）狕
犽

＋

０．２５１３
２

１＋ｃｏｓ（ ）狕
犽

犙＋１／（ ）犙 （５）

其中，犙＝２犽－１犽ｓｉｎ２狕
１

１＋ｃｏｓ（ ）狕
犽

＋
２

１＋ｃｏｓ（ ）狕
犽

ｃｏｓ狕。

这是一个复杂函数，根据普通函数常用的函数单

调性判定法则无法直接确定犽、狕与犇 之间的关

系，因此采用工程学上常用的无限逼近模拟法。

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模拟得到三者之间的关系图像

如图１所示。

根据方位投影的变形规律，在狕＝９０°时（即

处于赤道位置），无论哪种变形，形变量均为最大，

因此，可以设狕＝９０°，此时，式（５）即变为：

图１　犽、狕与总形变量犇 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犽，狕ａｎｄ犇

犇＝２
犽（０．１２５７犽２犽＋０．２１１４犽＋０．０７４７）＋

０．５０２６／犽 （６）

　　对式（６）求导，并令 犇′＝０，可以求得犽≈

０．７５７时，总形变量值最小。因此，实验所得的方

位投影公式为：

ρ＝
２

１＋ｃｏｓ（ ）狕
０．７５７

犚ｓｉｎ狕 （７）

３．２　与其他投影的比较

通过将式（７）代入方位投影的一般式（２），可

以求出方位投影的各种变形值。常见的各种方位

投影在天顶距狕＝９０°时的面积比和最大角度变

形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狕＝９０°时方位投影变形性质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狕＝９０°）

序号 名称 犘 ω／（°） 犓

１ 球心 ∞ １８０ ∞

２ 等角 ４．０ ０ １．０

３ 所求投影 ２．４ １２．８ １．１

４ 等距离 １．６ ２５．７ １．５７

５ 外心 １．１ ３９．０ ２．０

６ 等面积 １．０ ３９．０ ２．０

７ 正射 ０ １８０ ∞

　　由表１可见，实验所得的投影既有面积变形，

也有形状变形，属于任意性质的投影，并且所得的

投影形状变形和角度变形均在等角和等面积方位

投影之间，并位于等距离方位投影和等角方位投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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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之间的区域。

４　结　语

投影选择涉及的因素很多，本文仅选取各种

形变量作为基本度量指标。从形变的角度来说，

考虑用不同的方法将形状变形、角度变形、面积变

形、距离变形以及微分椭圆的偏心率等度量指标

有效地融合，并赋以不同的权重，最终得到一个衡

量投影质量的综合指标，这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其次，投影问题的计算复杂，文中所使用的方位投

影一般公式（４）是一个经验公式，没有严密的数学

推导过程，而一般公式的选择又直接影响投影选

择的结果，因此，如何求取更为合理的方位投影一

般公式也是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本文提出的方法只是一个框架，对于圆锥投

影和圆柱投影也同样适用，但是这两类投影目前

还没有相应的一般公式［２］，同样，求取这两类投影

的一般公式也是以后研究的重点。另外，层次分

析法中确定判断矩阵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专家决策

的过程。因此，如何尽量避免人为因素的影响，以

确保选择的客观性，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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