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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提高多尺度灾害风险地图表达中高风险区承灾体的准确、有效、快速识别，基于灾害风险理论，运用

地理学规律，在ＧＩＳ等技术支持下，结合数据挖掘和空间分析技术，探讨了在尺度转换过程中点状承灾体的

制图综合问题，并结合承灾体自身及在灾害系统中的属性特征，抽象概括了点状承灾体在灾害地图中的制图

综合类型，即重要性综合、特殊性综合、邻近性综合、条件性综合、完整性综合、随机性综合。针对每一种综合

类型，给出了可能的灾害情景假设及制图综合方法，并进行了技术实现及可视化表达。结果表明，基于上述６

种类型的点状承灾体制图综合，不仅有效解决了尺度转换过程中的数据冗余问题，而且还能准确反映出特定

孕灾环境下高风险区承灾体的空间分布，同时也为灾害风险地图的制图综合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本研究为区

域灾害风险识别、风险防范与管理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进而为区域的防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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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ＰＣＣ在其第４次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全球

变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仅是广泛的，而且也是

深刻的，所产生的这些影响，诸如气候异常、灾害

性天气现象的频发等，足以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以及整个地球生命系统造成巨大的风

险［１］。比利时流行病与灾害研究中心（ＣＲＥＤ）的

全球灾害数据（ＥＭＤＡＴ），以及来自瑞士再保险

公司（ＳｗｉｓｓＲｅ）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Ｍｕｎｉｃｈ

Ｒｅ）的历史灾害数据均表明，在过去２０ａ间，灾害

发生频率呈上升趋势［２］。

如何绘制不同区域尺度高质量的自然灾害风

险图一直是人们面对的一大难题。制图综合是地

图在变换比例尺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地图内容详

细性与表达清晰性的对立统一、几何精确性与地

理适应性的对立统一，把空间信息中主要的、本质

的数据提取后联系在一起，形成的新的概念。

Ｓｈｅａ认为，制图综合是地图数据处理所面临的最

富智慧与技术性挑战的问题之一［３］。制图综合在

灾害风险地图中的运用显得尤为迫切，目前人们

对风险地图的表达多停留在风险本身的评估，因

比例尺或地图用途发生变化的特定区域，对风险

地图内容进行综合和概括的研究比较薄弱，而制

图综合对我国地域辽阔、灾害繁多的基本国情有

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点状承灾体制图综合理论构建

１．１　点状承灾体的数学表达

区域灾害系统的结构体系是由孕灾环境

（犈）、致灾因子（犎）、承灾体（犛）复合组成的，即犇

＝犈∩犎∩犛。区域灾害系统理论认为，致灾因

子、承灾体与孕灾环境在灾害系统中的作用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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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重要性，即在一个特定的孕灾环境条件下，致

灾因子与承灾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功能集中体现在

区域灾害系统中致灾因子危险性（犎）与承灾体脆

弱性（犞）和恢复性（犚犻）之间的相互转换机制方

面。其中承灾体（犛）包括人类本身及生命线系

统、各种建筑物及生产线系统以及各种自然资源。

在承灾体中，除人类本身外，其他部分也可划分为

不动产与动产两部分［４］。

点状承灾体在地理信息处理中可以假设分布

在空间连续的曲面上，设函数狕＝犳（狓，狔）的定

义域为犇，对于任意取定的犘（狓，狔）∈犇，对应的

函数值为狕＝犳（狓，狔）。以狓为横坐标、狔为纵

坐标、狕为竖坐标，在空间确定一点犕 （狓，狔，狕），

当（狓，狔）取遍犇 上一切点时，得一个空间点集

｛（狓，狔，狕）｜狕＝犳（狓，狔），（狓，狔）∈犇｝，如图１

所示。以确定的坐标点犕（狓，狔，狕）进行定位并指

代定位点上相关地理事物的性质特征或某种量

值，是点状地图符号的重要特征。这个点集常用

来表示地理空间中一些点状地物，如居民点、气象

站、水文站、军事要点、通讯塔、大地控制点、矿井、

泉眼以及成群分布的岛点等。

图１　空间点的表达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ｏｉｎｔ

１．２　点状承灾体制图综合的理论框架

灾害风险研究和制图的对象是地理环境与人

地系统，地域分异理论是区域地理学的基本理论，

区域灾害是区域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灾

害风险制图综合必须以地理学的一些理论为指

导。为此，要突出显示区域灾害时空分异规律，必

须以地域分异理论为基础。在空间尺度转换时，

必须客观反映区域灾害总体规律、表达灾害系统

内部相互关系、揭示灾害组合及灾情程度的地域

分异等［５］，因此，地理学、灾害学与地图学的统一

协调是灾害风险制图综合的关键，关系到灾害风

险地图表达的科学性、明辨性和艺术性。

地理特征自动制图综合是一个高度智能化和

创造性的作业过程［６，７］。由于不同的地理特征所

体现的空间特征和属性特征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相应的对综合方法的制约和影响也有很大不同。

本文依据灾害系统理论，在 ＧＩＳ数字环境下，结

合地理学和地图学知识，探讨了点状承灾体的制

图综合问题，针对各种孕灾环境及致灾因子的可

能情况，抽象概括了重要性（ＩｍＧ）、特殊性（ＳＧ）、

邻近性（ＮＧ）、条件性（ＣＧ）、完整性（ＩｎＧ）、随机性

综合（ＲＧ）６种点状承灾体的制图综合方法，并在

充分揭示灾害风险表达明辨性、逻辑一致性和结

构整体性的前提下，给出了各种可能综合类型技

术实现的参考算法（图２）。其中空间数据挖掘的

研究对象主要是空间数据库，它不仅存储了空间

对象的属性数据和几何属性，而且存储了空间对

象之间的空间关系（拓扑关系、度量关系、方位关

系等）；空间数据综合问题虽然复杂，但归纳起来

只有３个：是否需要综合、如何综合、综合的实

施［８］。就自然灾害空间数据挖掘与综合而言，简

单地说，就是从灾害空间数据库中提取符合灾害

发生规律、遵循地理分布特征、用户感兴趣的空间

和非空间的模式、一般特征、规则和知识的过程。

图２　点状承灾体制图综合理论框架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ｏ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ｏｉｎｔＨａｚａｒｄ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ｏｄｉｅｓ

２　点状承灾体的制图综合研究

２．１　重要性综合

重要性综合是指点状承灾体的取舍主要取决

于要素属性及要素分布区的孕灾环境及致灾因子

等，如承灾体分布区的致灾强度发生概率、承灾体

脆弱性、行政级别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等，

都是决定点状承灾体取舍的重要因素。如洪泛区

的居民点是洪水灾害防范的重点区域（图３）；欠

发达地区由于其自身的抗灾能力差，因而在同样

致灾强度下灾情会放大；在行政区划单元内省会

城市、地级市、县级市、乡镇所在地的行政级别依

次降低，因而可以在尺度转换过程中优先保留高

级别的城市点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经济增长对

区域的影响力大，在制图综合过程中，应予以优先

表达。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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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点状承灾体的重要性综合

Ｆｉｇ．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ｉｎｔ

Ｈａｚａｒｄ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ｏｄｉｅｓ

２．２　特殊性综合

特殊性综合是指点状承灾体因其所处的孕灾

环境特殊、功能特殊或具有非物质文化内涵等而

对区域有特殊意义，在制图综合中予以优先考虑

保留的一种方法。如干旱区中的泉眼（图４中的

三角）、水井等，由于其对区域犅的水源供给极其

重要，因而不能因其一般意义上的“小”而在制图

综合过程中被删除（图４）；特定地区的军事要点、

医院、消防设施等由于其特殊性，在制图综合过程

中也应特殊处理；还有一些比如历史文化遗产点、

国家文物保护点等在灾害风险管理中需要重点防

范和管理的保护点。

图４　点状承灾体的特殊性综合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ｉｎｔＨａｚａｒｄ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ｏｄｉｅｓ

２．３　邻近性综合

邻近性综合是基于地理要素之间的距离分析

来发现要素之间空间关系的一种综合方法，取舍

的对象是落在距指定要素（点、线、面）一定范围之

内（之外），或者是与指定要素相邻的要素，一般指

距离主要城市、公路、河流、湖泊等的范围。在

ＧＩＳ中可以通过缓冲区分析来实现（图５）。以点

的邻近分析为例，设点犡０＝ （狓０，狔０）为中心，以

δ为半径的圆内部点的全体称为犡０的δ邻域，记

作∪（犡０，δ）：

∪ （犡０，δ）＝ ｛（狓，狔）狘

（狓－狓０）
２
＋（狔－狔０）槡

２
＜δ｝

矩形邻域：

∪ （犡０，δ）＝

（狓，狔）；狘狓－狓０狘＜犪，狘狔－狔０狘＜｛ ｝犫

同理，可以分析线、面的邻近综合。

图５　点状承灾体的邻近性综合（缓冲区之内）

Ｆｉｇ．５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ｉｎｔＨａｚａｒｄ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ｂｕｆｆｅｒａｒｅａ）

２．４　条件性综合

条件性综合是指点状承灾体的取舍主要基于

制图者、用户或者专题图属性的需求而进行的一

种取舍方法。制图者、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或者知识推理来发现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根据

专题地图要表达的内容，从数据库中选取点状承

灾体的属性数据，数据的查询可以分为属性数据

和空间数据的查询，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选取数

据图层、字段名称，然后输入查询条件或选取空间

图形查询方式，对所选的点状承灾体的数据进行

过滤，突出笔者要表达的主题内容，反映区域灾害

风险管理的各种需求。输入查询的方式可以是执

行ＳＱＬ语句，也可以是通过输入空间条件选定特

定区域，还可以通过组合的方式执行查询条件

（图６）。条件性查询是最为灵活的一种方式，但同

时也最要求制图者具备相应的背景知识，以便在

条件筛选时作出准确的判断。

图６　点状承灾体条件性综合

Ｆｉｇ．６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ｉｎｔＨａｚａｒｄ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ｏｄｉｅｓ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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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完整性综合

完整性综合是指通过空间数据的属性描述，

识别点状承灾体的类别组成或结构特征，从而在

制图综合过程中保证要素类型和结构的完整性。

在保证制图表达的相对清晰、统一、规范的基础

上，点状承灾体的属性（结构、类型）完整性对实际

的减灾和防灾更有指导意义，在类型的确定中我

们除了通过固有属性的表述（如植被类型、城市类

型等）外，在未知要素具体类型的情况下，还可以

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对某一属性作类型判别，如

聚类分析（图７）、判别分析、模糊聚类等方法。完

整性既指点状承灾体自身类型、结构的完整，也包

括其所处孕灾环境类型、结构的完整，完整性判别

使区域灾害风险防范更具针对性和全面性。

图７　点状承灾体的完整性综合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ｉｎｔＨａｚａｒｄ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ｏｄｉｅｓ

２．６　随机性综合

随机性综合是指点状承灾体要素的取舍无需

考虑任何与其相关的属性而随机进行的一种取舍

方法，即所有要素都是等同的，没有隶属关系，也

没有相对重要性的区分等，只需要在制图综合过

程中实现数据的压缩。随机取舍的方法很多，可

以是完全主观的。本文为了体现灾害的破坏性及

风险存在的有无，在随机性综合中侧重考虑了点

状承灾体要素空间分布的均匀性特征，即随机性

综合的最终目标要实现要素在一定尺度下的最优

化均匀分布。

本文基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进行了随机性综合的探

讨。基本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定义，设犘＝ ｛狆１，狆２，…，

狆狀｝（狀≥３）是欧氏平面上的一个离散的点集，狆为

平面上的任意一点，犱（狆，狆犻）表示狆和狆犻（狆犻∈

犘，且犻＝１，２，…，狀）之间的欧氏距离，定义所有到

狆犻（犻＝１，２，…，狀）的距离最小的点狆的集合为犞

（狆犻）＝ ｛狆｜犱（狆，狆犻）≤犱（狆，狆犼），犼≠犻，犼＝１，２，

…，狀｝，该集合为狆犻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或多边形）。

最后得到的多边形集合犞（犘）＝ ｛犞（狆１），犞（狆２），

…，犞（狆狀）｝为点集 犘 ＝ ｛狆１，狆２，…，狆狀｝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其中狆犻为生成元，犘为生成元集合
［９］。

首先对点状承灾体作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即可得到每个

点的控制面积犛犻，并计算所有控制面犛犻的标准差

ＳＤ，在第一次综合中将ｍｉｎ（犛犻）的控制点删除，而

后继续计算新点集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依次循环，直到

犛犻标准差ＳＤ达到制图者或用户的期望要求，即

可认为符合专题制图综合标准（图８）。

图８　 点状承灾体的随机性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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