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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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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基础电子地图显示的交互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结合电子地图多尺度表达的理论，提出了显示尺度

和多尺度显示模型的概念，并提出了电子地图载负量的计算方法，探讨了基于电子地图载负量变化曲线的特

征点求解关键比例尺的基本原理，找出了建立相应的多尺度显示模型的基本方法。利用其原理和方法建立了

中小比例尺基础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模型，通过实际应用验证了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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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地图按照内容可以划分为基础电子地图

和专题电子地图两大类。基础电子地图是对空间

环境中水系、地貌、居民地、交通和境界等基础地

理要素进行可视化表达的一种基本形式。基础电

子地图的显示具有动态交互性的特点，即随着使

用中的任意缩放，其显示的内容和方式都应有所

变化。对基础电子地图显示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

保证基础电子地图在屏幕上任意缩放时清晰易

读、层次分明、内容适宜。基础电子地图显示解决

的主要问题是有效地动态控制基础电子地图的载

负量，并根据地图用途的不同对内容进行取舍，即

解决显示多少、显示哪些、如何显示的问题。然

而，目前关于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的研究主要存

在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① 大多是依据制图综合

理论、ＬＯＤ细节分层技术等从数据结构和数据模

型方面进行的理论研究，与数据表达的研究相分

离；② 对ＬＯＤ算子及关键比例尺的确定，还缺乏

理论依据，大多为经验值。

１　多尺度显示模型及其相关概念

１．１　关键比例尺和显示尺度

电子地图显示的动态性和交互性，使电子地

图的屏幕比例尺是不固定的、变化的。即电子地

图的显示是无级缩放的，但在缩放的过程中，根据

人视觉感受的恒常性和用途需要，并不是所有的

缩放都需要进行内容的选取、化简、概括和位移，

而只有当图形的屏幕比例尺变化到一定程度时才

需要进行综合，这一引起综合的特定程度的屏幕

比例尺称为关键比例尺［１］，即在两个相邻的关键

比例尺之间其他屏幕比例尺的变化（放大、缩小）

不需要综合。把两个相邻关键比例尺所包含的屏

幕比例尺的变化区间，称为显示尺度。即在同一

显示尺度内，屏幕比例尺变化不会引起显示要素

的种类、数量和形状等的变化；而在不同显示尺度

之间，屏幕比例尺变化将会引起显示要素的种类、

数量和形状等的变化。

显示尺度的确定将影响一幅地图的细节程

度、注记、符号的尺寸等。显示尺度的数学描述如

下：犝犻犻＝１，２，…，（ ）狀 是第犻个显示尺度。显示尺

度的“临界值”（即上、下限）就是关键比例尺，记为

犛犻，是根据屏幕比例尺的“关键值”来确定的。则

某一显示尺度可表示为：

犝犻＝ ［犛犻，犛犻＋１］，犻＝１，…，狀－１；犛犻＜犛犻＋１

犝狀 ＝ ［犛狀，∞）

１．２　多尺度显示模型

多尺度显示模型是指当电子地图显示范围

（最小显示比例尺为犛ｍｉｎ，最大显示比例尺为

犛ｍａｘ）一定时，为了使基础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特

征无论是在放大或缩小时，都能恰当地、清晰地再

现于屏幕上而采用的一组显示尺度。即在一定的

显示范围内，需要有多个显示尺度的控制才能始



　第３５卷第７期 江　南等：基础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终保证电子地图显示的清晰性、内容适宜性和层

次性。多尺度显示模型的建立实质上就是求解关

键比例尺，即显示尺度的临界值（上、下限屏幕比

例尺）以及显示尺度的数量。当显示范围一定时，

若有狀个显示尺度，则多尺度显示模型为：

犝 ＝ 犝犻：犻＝１，２…｛ ｝狀

２　基于特征点的多尺度显示模型的

建立

２．１　电子地图载负量的计算

电子地图的载负量是衡量特定单位面积地表

信息在屏幕地图上所能表现出的详细程度。电子

地图载负量是影响电子地图显示清晰性的重要指

标，也是多尺度显示模型建立的最主要因素，而且

是相对易于量化的指标。电子地图的载负量分为

适宜载负量和极限载负量，极限载负量又可分为

数值载负量和面积载负量。获取电子地图载负量

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① 通过对屏幕地图进行

统计，计算不同比例尺电子地图载负量，这样工作

量较大且麻烦；② 通过对原有的纸质地图载负量

换算得到。本文通过实验证明采用第二种方法比

较科学、简便和实用。

纸质地图面积载负量是衡量地图内容多少的

一个重要的数量标志：

狆＝
犕２

犉犌∑
狀

犻＝１

犳犻 （１）

式中，犉犌为编图区域的总面积；犕 为地图比例尺

分母；狀为需要表示的地物数量；犳犻为符号面积；狆

为地图负载量的相对值。

电子屏幕环境下，由于屏幕闪烁和光线的刺

激，电子地图上符号最小尺寸要大于纸质地图上

符号最小尺寸才能满足地图的清晰易读，文献［２］

依据制图经验提出了电子屏幕下符号大小应为纸

质环境的２．５～３倍。受屏幕分辨率和符号尺寸

等因素的影响，纸图比例尺对应的地图要素一般

在相应屏幕比例尺下表示时，载负量会过大，符号

拥挤。通过实验发现，当制图区域总面积不变时，

纸图比例尺乘以０．８后得到的比例尺为屏幕显示

的最佳比例尺，而且规定μ＝２．５～３，则电子地图

载负量与纸图载负量的关系式为：

犘犛犆犚 ＝
（０．８×犕）

２

犉犌
μ×∑

狀

犻＝１

犳犻＝

０．６４μ
Μ
２

犉犌∑
狀

犻＝１

犳犻＝０．６４μ犘犘犃犘 （２）

　　因此，电子地图载负量可以通过纸质地图载

负量求得。

２．２　基于特征点的关键比例尺的确定

２．２．１　基于特征点确定关键比例尺的基本原理

根据研究，地图的载负量与比例尺的变化规

律是呈“Ｓ型曲线”变化的，即地图的载负量随着

比例尺的缩小呈衰减趋势［３］。根据上述电子地图

载负量计算公式的提出和分析，虽然在同一比例

尺下，电子地图载负量比纸图的极限载负量大，但

经过实验证明，电子地图载负量随比例尺变化的

趋势与纸质地图一样也是呈“Ｓ型曲线”变化的

（图１）。认为屏幕比例尺的变化也不是沿直线变

化的，而是有突变和缓变的，因此，多尺度显示模

型的建立，可以通过分析电子地图的载负量随比

例尺变化的规律，建立载负量随比例尺变化的折

线图，并进行曲线拟合，寻找曲线的特征点，即寻

找出电子地图载负量发生变化的比例尺特征转折

点。在特征点附近，曲线发生了明显的转折，表明

该点处载负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以该点作为

关键比例尺，从而确定出显示尺度，求解出相应的

多尺度显示模型。

图１　电子地图载负量与纸质地图载负量随

比例尺变化的趋势是不变的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ｎｄ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ｐＬｏａｄ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ＭａｐＬｏａｄ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

２．２．２　基于特征点确定关键比例尺的计算方法

按照基于特征点确定关键比例尺的基本原

理，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１）计算电子地图极限载负量。根据纸质地

图载负量和式（２），换算出电子地图载负量值。

２）计算中间比例尺载负量。利用目标内插法

计算中间比例尺载负量，并采用ＳａｖｉｔｚｋｙＧｏｌａｙ法

进行数据的光滑处理。利用目标内插法计算中间

比例尺载负量的基本原理是：设较大比例尺犛１ 下的

载负量为犖１，较小比例尺下犛３ 的载负量为犖３，在

犛１与犛３之间的目标比例尺犛２的载负量为犖犇，有：

犖犱 ＝犖１
犛１
犛（ ）
２

狓

，狓＝
ｌｇ（犖１／犖３）

ｌｇ（犛３／犛１）
（３）

９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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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曲线拟合。首先取比例尺分母的对数作

为横坐标，以载负量为纵坐标，建立电子地图载负

量与比例尺之间的拟合曲线。然后选择最佳反映

数据特点的拟合方法。对Ｓ曲线分布趋势的数据

进行拟合，不少研究认为采用二次有理多项式是

最佳的方案。二次有理多项式的一般模型为：

狔＝
犪狓２＋犫狓＋犮

狓２＋犫１狓＋犮１
（４）

　　４）模型的误差分析。主要指曲线拟合的误

差，衡量曲线拟合好坏的参数有：①ＳＳＥ（误差平

方和），越接近于０，曲线拟合的效果越好；② Ｒ

Ｓｑｕａｒｅ，数值越接近１，曲线的拟合效果越好；

③ Ａｄｊｕｓｔ，ＲＳｑｕａｒｅ，数值越接近１，曲线的拟合

效果越好；④ ＲＭＳＥ（根的均方误差），越接近０，

曲线的拟合效果越好。

５）确定主特征点和次特征点的个数和数值。

对选定的多项式进行分析，求解一阶导数和二阶

导数，并绘制成曲线图，分析该曲线图是否有极值

和拐点。对于Ｓ型曲线，有５个特征点是描述其

趋势和走向的主特征点，分别为首点犃、末点犅、

拐点犌和两个最大曲率点犕、犖。所谓次特征点

就是函数曲线在确定了主特征点之外，能够进一

步描述曲线细节特征的特征点。次特征点的确定

方法是，当两个相邻的主特征点之间曲率差过大

时，在两个主特征点之间增加一个次特征点，取曲

线上到两主特征点连线距离最大的点作为次特征

点。如果确定了次特征点后，次特征点与主特征

点之间的曲率差仍较大，可进一步进行次特征点

的确定，依此类推。

６）根据特征点的数值，反算出关键比例尺。

以１０为底数，将得到的特征点的数据作为指数，

得到相应的比例尺分母，凑整得到关键比例尺。

７）根据关键比例尺，建立起多尺度显示模

型。

２．３　中小比例尺的多尺度显示模型的建立

以文献［４］中的载负量数据为例，按照上面的

确定关键比例尺的方法，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进行了关键

比例尺求解实验，并建立了中小比例尺的多尺度

显示模型。

通过电子地图载负量的计算和插值处理，可

得到各比例尺极限载负量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插值处理后的电子地图各比例尺极限载负量

Ｔａｂ．１　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ｐＬｉｍｉｔＬｏａｄｏｆＥｖｅｒｙＳｃａｌｅ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比例尺分母（×１０４） １６ ２０ ２５ ３２ ４０ ５０ ６３ ８０ １００ １２６ １６０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２０

载负量 ４０．３２ ４２．００ ４３．７５ ４５．７７ ４７．６８ ５０．７７ ５４．１７ ５７．９２ ５８．８３ ５９．７９ ６０．８ ６１．３０ ６１．８１ ６２．４

　　在 Ｍａｔｌａｂ中，利用曲线拟合工具箱进行有理

二次多项式拟合，拟合得到的二次有理多项式结

果为：

犳（狓）＝
５２．７３狓２－５７８．９狓＋１６１３

狓２－１１．２７狓＋３２．２８

　　对该曲线进行主次特征点的确定，见图２所

示，依据特征点计算关键比例尺，结果见表２。

图２　主次特征点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

　　通过实验与计算得到中小比例尺（最小显示

比例尺为犛ｍｉｎ＝１∶３００万，最大显示比例尺为

犛ｍａｘ＝１∶１６万）多尺度显示模型为：

表２　关键比例尺数值

Ｔａｂ．２　ＫｅｙＳｃａｌｅｓ

犡坐标 ５．２ ５．３７１ ５．６７３ ５．９６６ ６．１９３ ６．４７

关键比例尺

分母（×１０４）
１６ ２５ ５０ １００ １６０ ３００

关键比例尺

（×１０４）
１∶１６ １∶２５ １∶５０ １∶１００１∶１６０１∶３００

犝１ ＝ ［１∶３００万，１∶１６０万）

犝２ ＝ ［１∶１６０万，１∶１００万）

犝３ ＝ ［１∶１００万，１∶５０万）

犝４ ＝ ［１∶５０万，１∶２５万）

犝５ ＝ ［１∶２５万，１∶１６万）

犝６ ＝ ［１∶１６万，∞）

３　多尺度显示模型在国界电子地图

显示中的应用

３．１　国界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模型的建立

对于国界电子地图来说，最小显示比例尺

１∶３００万表示国界概况的全图时，不能在一个屏

０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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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上完全显示，因此，最小显示比例尺应该更小。

通过实验，认为最小显示比例尺为１∶３０００万表

示国界概况全图是适宜的比例尺。那么，当显示

比例尺小于１∶３００万时，屏幕载负量不再是多尺

度显示模型建立的主要因素。因此，在１∶３００万

到１∶３０００万之间根据需要确定了１∶１０００万

和１∶６００万两个关键比例尺。同时，国界要素在

显示到１∶５０万时，就基本能够表现有关国界的

细节问题，不必再继续具体表示。经过分析，国界

电子地图共有７个关键比例尺，得到国界电子地

图多尺度显示模型如下：

犝１ ＝ ［１∶３０００万，１∶１０００万）

犝２ ＝ ［１∶１０００万，１∶６００万）

犝３ ＝ ［１∶６００万，１∶３００万）

犝４ ＝ ［１∶３００万，１∶１６０万）

犝５ ＝ ［１∶１６０万，１∶１００万）

犝６ ＝ ［１∶１００万，１∶５０万）

犝７ ＝ ［１∶５０万，∞）

３．２　国界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分级体系的建立

多尺度显示模型的建立，可以较好地控制电

子地图屏幕载负量，但在确定了显示总量的情况

下，还必须确定显示哪些要素和如何显示，这样才

能保证电子地图在动态使用中的清晰性和层次

性。既要确定某个地理要素在哪些显示尺度内显

示，在哪些显示尺度内不显示，且规定其显示顺

序；同时，还必须考虑电子地图的用途需要。不同

用途的电子地图，同一要素显示的重要性程度是

不同的，如在交通旅游地图上道路应优先、详细表

示，其显示重要性分级应为一级；而在国界电子地

图上道路的显示重要性分级为二级，国界要素的

显示重要性分级为一级。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用

途分别建立起基于多尺度显示模型的显示分级方

案，为ＧＩＳ和电子地图应用系统实现多尺度显示

提供理论依据，将多尺度显示的理论研究与图形

表达有机地结合起来。

按照同类要素显示分级原则（属性等级分级、

面积分级、长度分级和位置重要性分级）、不同类

要素分级原则（先概括后具体、先主要后次要）以

及连续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和相似性原则等建立

起了国界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分级体系表，如

表３所示。

表３　国界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分级体系表（部分）

Ｔａｂ．３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ｐ（Ｓｅｇｍｅｎｔ）

分类代码 要素名称 显示分级

６１０１００ 国界 一级

６１０５００ 省界 二级

１４０１０１ 省会城市 三级

１４０１０２ 国道 二级

１５０１０２ 省道 四级

１２０１０３ 一级河流 二级

　　图层顺序的确定首先考虑图形的几何形状，

按照点状符号、线状符号、面状符号由高至低排

列；同时结合要素的重要性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

境界层、居民地层、水系层、道路层、政区层。

３．３　国界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的实现

基于电子地图显示系统，将国界电子地图多

尺度显示分级体系表通过“子图层的定义”调整

要素显示的比例尺区间，实现了国界电子地图的

多尺度显示，获得了较满意的效果。图３为国界

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效果图。

图３　国界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图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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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地图多尺度显示模型的研究及建

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电子地图的载负量，满

足电子地图显示清晰易读、层次分明的要求。实

践证明，该方法是保证电子地图动态显示清晰性

的重要和实用的手段，能有效地提高电子地图的

显示效果和制作速度，基本符合人的认知惯性和

思维的连续性，不失为一种简单方便、科学实用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对于某些要素在一定比

例尺来说，还需要有综合的算法相配合，才能获得

更好的效果，如在较小比例尺图上县级居民地的

选取、较大比例尺图上居民地形状的化简都需要

有综合算法辅助完成，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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