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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城市轨道交通示意图为对象，利用ＡＨＰ方法构建了一个注记质量评价模型。在考虑可辨阈限、注

记要素压盖度、优先级、注记要素关联性４个独立指标的基础上，补充了单位面积注记量和偏移量两个修正

指标。选取上海、伦敦、莫斯科、米兰和圣保罗５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示意图进行实例验证，结果显示两个修正

指标的提出具有合理性，可为注记配置的自动化提供基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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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探讨的轨道交通示意图（简称轨交示意

图）特指对真实地理位置进行制图综合及拓扑表

达后得到的示意性地图，其线路走向一般仅有水

平、垂直和４５°倾斜３种。对于轨交示意图而言，

最重要的注记是站点名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

注记配置开始转向自动化，而注记的自动配置要

求对注记的各方面要素定量表示，这涉及到用哪

些量化指标评价注记质量，如何构建这些量化指

标，以及如何衡量不同指标的重要性等［１］。近年

来，除了注记的冲突、压盖、优先级、关联性等因素

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集中于图面的美学平衡

性，但同时又忽略了不同轨交示意图自身的复杂

性对其注记质量带来的固有影响。因此，本文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单位面积注记量、偏移量

两个修正指标，尝试建立一套更全面、更合理的注

记质量评价模型。

１　轨道交通示意图注记质量评价模

型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城市轨交示意图，因此给

出一些前提限定。首先，轨交示意图的注记有一

些特点：注记多为点注记，即站点的名称；每个点

只有一个注记；分布为直线型；字间距基本一样

等。根据这些特点，本文仅关注轨交示意图的点

注记模型，不讨论其线状要素和面状要素的注记

质量。其次，注记一般为黑色，偶为其他深色，并

区分于其他要素颜色。然而整张图的颜色配置多

体现在非注记要素上，因此，本文将忽略颜色配置

在注记质量评价模型中所产生的影响。

根据轨交示意图的特点，本文提出了６个指

标。对于每个指标，其分值都在［０，１］之间。各分

值不具有绝对意义，只表示各城市轨交示意图之

间注记质量的相对优劣，即１最好，０最差。

１．１　注记字符的可辨阈限

可辨阈限是指字符在特定或正常视觉条件下

能够使人正确辨识的临界值。影响可辨阈限的因

素较复杂，包括字体的笔画数（中文）、尺寸、颜色、

字体等，而目前少有研究建立较为完善的判别准

则，多采用目测方法。本文提出该指标是为了强

调其作为注记质量评价基本前提的重要性。通过

目测直接给出评价标准如下：注记满足可辨阈限，

得分１；否则，得分０。即

Ｌｅｇ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１，满足可辨阈限

０，｛ 不满足可辨阈限
（１）

１．２　注记要素压盖度

注记与注记之间的重叠称为冲突，注记与要

素之间的重叠称为压盖。为简化模型，本文把这

两个指标合二为一，统称为注记要素压盖度。

苏殊等人提出的汉字注记质量函数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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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注记与要素之间的压盖时，提出了两个指

标：注记易读性因子和地物易读性因子［２］。当某

一注记与某一要素重叠时，该模型从两方面度量

了这种重叠。为避免重复计算，本文仅提出注记

要素压盖度一个指标。

对于每个注记犔犻，犻＝１，…，犿，定义它与其他

要素犉犼的压盖度为：

Ｐｏｉｎｔ＿ｏｖｅｒｌａｐ（犔犻）＝

０，Ａｒｅａ（犘（犔犻）∩犘（犔犼））≠０

１－

∑
犼

Ｗｅｉｇｈｔ（犉犼）×Ａｒｅａ（犘（犉犼）∩犘（犔犻））

Ａｒｅａ（犘（犔犻））
，

烅

烄

烆
其他

（２）

式中，Ａｒｅａ（犘（犉犼）∩犘（犔犻））表示注记犔犻与要素犉犼

压盖的面积；同理，Ａｒｅａ（犘（犔犻）∩犘（犔犼））表示注记

犔犻与注记犔犼 压盖的面积；Ｗｅｉｇｈｔ（犉犼）表示要素的

权重，即被压盖要素的重要程度。定义 Ｗｅｉｇｈｔ

（犉犼）∈（０，１］，则Ｐｏｉｎｔ＿ｏｖｅｒｌａｐ（犔犻）∈（０，１］。

进一步定义单幅轨交示意图犃犼 的注记要素

压盖度评分：

Ｐｏｉｎｔ＿ｏｖｅｒｌａｐ（犃犼）＝∑
犿

犻＝１

Ｐｏｉｎｔ＿ｏｖｅｒｌａｐ（犔犻）／犿

（３）

Ｐｏｉｎｔ＿ｏｖｅｒｌａｐ（犃犼）∈［０，１］。

１．３　注记的优先级

根据文献［３～５］的观点，再结合点状地物的

美学平衡性，本文采取文献［２］提出的８位置优先

级模型。

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犔犻）＝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犔犻）／８ （４）

式中，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犔犻）为注记犔犻 在８位置优先级模

型中所对应的优先值。因此，每个注记犔犻的优先

级评分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犔犻）∈（０，１］。归一化后，

各位置优先级评分见图１。

０．３７５ ０．８７５ ０．５

０．７５０ ■ １

０．２５０ ０．６２５ ０．１２５

图１　点注记８个候选位置和优先级评分

Ｆｉｇ．１　Ｅｉｇｈｔ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ａｂｅ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Ｔｈｅｉｒ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ａＰｏｉ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

　　最后，对每张图犃犼 中的所有注记评分加权

平均，得到图犃犼的注记优先级评分：

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犃犼）＝∑
犿

犻＝１

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犔犻）／犿

（５）

１．４　注记要素关联性

注记要素关联性指标要求注记与被注记要

素之间的关联性清楚、无歧义。前人关于注记要

素关联性的研究多基于一些默认的原则。在满足

这些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注记离要素越近其关联

性越好，评分也越高。前人提出的两种评价注记

要素关联性的主要模型如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犔犻，犉犻）＝

９９×δｍａｘ（犔犻）－ｄｉｓｔ（犔犻，犉犻））

δｍａｘ（犔犻）－δｍｉｎ（犔犻）
，

δｍｉｎ（犔犻）≤ｄｉｓｔ（犔犻，犉犻）≤δｍａｘ（犔犻）牔

（ｄｉｓｔ（犔犻，犉犻）＜ｄｉｓｔ（犔犽，犉犻），犽≠犻，１≤犽≤犿）牔

（ｄｉｓｔ（犔犻，犉犻）＜ｄｉｓｔ（犔犻，犉犽），犽≠犻，１≤犽≤狀）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６）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犔犻，犉犻）＝

１

ｄｉｓｔ（犔犻，犉犻）
，

δｍｉｎ（犔犻）≤ｄｉｓｔ（犔犻，犉犻）≤δｍａｘ（犔犻）牔

（ｄｉｓｔ（犔犻，犉犻）＜ｄｉｓｔ（犔犽，犉犻），犽≠犻，１≤犽≤犿）牔

（ｄｉｓｔ（犔犻，犉犻）＜ｄｉｓｔ（犔犻，犉犽），犽≠犻，１≤犽≤狀）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７）

式中，δｍｉｎ（犔犻）是指注记犔犻 与其关联要素应满足

的最小距离；δｍａｘ（犔犻）是指注记犔犻 与其关联要素

应满足的最大距离；ｄｉｓｔ（犔犻，犉犻）表示注记犔犻离其

关联要素犉犻的距离。

这两种评分易于理解，即在满足３条基本原

则的情况下，注记离要素越近越好，且其评分是随

着注记与要素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小的。而事实

上，当注记离要素越来越远超过某一阈值时，其关

联性已不明显，所以此时其分数应较快地趋于零。

因此，本文对以上模型进行了改进：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犔犻，犉犻）＝
ｅ
－（ｄｉｓｔ（Ｌ犻

，犉犻
）－δｍｉｎ

（犔犻
））
，

δｍｉｎ（犔犻）≤ｄｉｓｔ（犔犻，犉犻）牔

（ｄｉｓｔ（犔犻，犉犻）＜ｄｉｓｔ（犔犽，犉犻），犽≠犻，１≤犽≤犿）牔

（ｄｉｓｔ（犔犻，犉犻）＜ｄｉｓｔ（犔犻，犉犽），犽≠犻，１≤犽≤狀）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８）

易知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犔犻，犉犻）∈［０，１］。 最后，对每张图犃犼中所有注记犔犻的Ａｓｓｏ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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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ｉｏｎ（犔犻，犉犻）加权平均，得到图犃犼 的关联性评

分：

Ｐｏｉ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犃犼）＝

∑
犿

犻＝１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犔犻，犉犻）／犿 （９）

且Ｐｏｉ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犃犼）∈［０，１］。

１．５　单位面积注记量

轨交示意图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注记密

度，即一个城市轨道交通中站点的多少是固定的，

不会因为制图质量的好坏而影响注记量的多少。

然而，在站点较多的轨交示意图中，注记会不可避

免地对要素产生较多的压盖，从而影响注记质量。

因此，本文提出单位面积注记量指标，其本身的高

低并不代表注记质量的好坏，而是在注记质量总

评价函数中对压盖度等指标起修正作用。

对于单幅轨交示意图犃犼，犼＝１，…，狀，定义其

单位面积注记量为：

ｄｅｎｓｉｔｙ（犃犼）＝犼犿／Ａｒｅａ（犘（犃犼）） （１０）

其中，犼犿 为图犃犼 的注记个数；Ａｒｅａ（犘（犃犼））为图

犃犼所有像素点的个数。

当图像的比例尺不同时，同一城市的轨交示

意图中的压盖情况不同，所以需要对特定比例尺

下的图进行单位化，而除以图像像素面积就保证

了比例尺的统一。

记第犼幅轨交示意图为犃犼，犼＝１，…，狀，定义

图犃犼的注记密度评分函数为：

Ｐｏｉ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犃犼）＝

ｄｅｎｓｉｔｙ（犃犼）／ｍａｘ
犼

（ｄｅｎｓｉｔｙ（犃犼）） （１１）

其中，ｍａｘ
犼

（ｄｅｎｓｉｔｙ（犃犼））为狀幅轨交示意图中单

位面积注记量的最大值。易见 Ｐｏｉ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

（犃犼）∈（０，１］。

１．６　偏移量

优质的注记有时是以对站点真实位置的过度

偏移为代价的。道路网近似拓扑的简化表达，本

不是为了注记的优化配置，但其过程需满足一定

的约束条件［６］，其简化结果必将影响注记的可视

化效果。所以，轨交示意图的简化程度有必要得

到适当的度量。因此，本文提出偏移量这一指标，

度量示意图中各站点偏移其真实位置的程度，以

完善注记质量的评价指标，改进评价结果。

ＭａｐＡｎａｌｙｓｔ软件
［７］可以分析各类地图的示

意化简过程，把化简后的示意图和原地理拓扑图

中相对应的点一一匹配，展现化简后的点、线偏离

真实地理位置的距离。

对于城市轨交示意图和真实地理图，利用

ＭａｐＡｎａｌｙｓｔ软件可得到偏移向量图。然后，对每

张图的箭头长度加权平均，并把得到的分值映射

到［０，１］上，得到计算公式为：

Ｐｏｉｎ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犃犼）＝

犖／［犖＋∑
犖

犻＝１

ｌｅｎｇｔｈ（Ａｒｒｏｗ犻）］ （１２）

其中，犖 为轨交示意图犃犼 的站点总数。易见

Ｐｏｉｎ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犃犼）∈［０，１］。

因此，箭头平均长度越长，表示该轨交示意图

总体偏离地理真实位置的位移量越大。

１．７　总评价函数各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

影响轨交示意图注记质量的因素具有高度复

杂性，其指标的权重也不能仅靠经验获得，而是需

要借助科学方法定量计算得出。前人研究多凭借

经验直接给出１０００、１００、１０或其他整数倍的权

重［１］，粗略估计了各指标的重要性。为精确且科

学地确定权重，本文采用专家意见与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权重计算。

对于ＡＨＰ方法中的比较尺度，美国心理学

家ＧｅｏｒｇｅＡ．Ｍｉｌｌｅｒ认为，若成对比较的因素太

多，将超出人的判断能力，应控制在７±２范围
［８］。

鉴于本文共有６个评价指标，因此采取了１～５尺

度。于是，对于每张轨交示意图犃犼，犼＝１，…，狀，

由ＡＨＰ方法得到其注记质量评价总函数：

Ｐｏｉｎｔ（犃犼）＝０．３６６８Ｌｅｇ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０．１４１Ｐｏｉｎ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０．０８４５Ｐｏｉ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０．２６９６Ｐｏｉ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０．０７７４·

Ｐｏｉ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０．０６０８Ｐｏｉｎｔ＿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１３）

２　实验与分析

本文任选上海、伦敦、莫斯科、米兰和圣保罗

５个城市的轨交示意图（栅格）（见图２）作为样本

实例，进行实验。

关于可辨阈限，由于没有网络数据库的信息

支持，只能通过目测比对得知５个城市轨交示意

图的注记字符都满足可辨阈限，因此评分都为１。

在轨交示意图中，注记对要素的压盖有两种

情况：对站点及线路的压盖。而压盖方式可分３

种：直接压盖、廓线压盖、截断式压盖（分别见图３

～５）。

本文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软件对５张图

作相关预处理，并在 ＭａｐＡｎａｌｙｓｔ、Ｍａｔｌａｂ、ＳＰＳＳ

中计算分析，最终由式（１３）得到５个城市轨交图

注记质量的最终评分，见表１和图６。

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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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上海、伦敦、圣保罗、莫斯科和米兰轨道交通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Ｒａｉ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ｏＰａｕｌｏ，ＭｏｓｃｏｗａｎｄＭｉｌａｎ

图３　截断式压盖

Ｆｉｇ．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图４　廓线压盖

Ｆｉｇ．４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Ｅｄｇｅｓ

　
图５　直接压盖

Ｆｉｇ．５　Ｏｖｅｒｌａｐ

ｐ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表１　５大城市轨交示意图注记质量总评分

Ｔａｂ．１　ＴｏｔａｌＬａｂｅ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ＲａｉｌＴｒａｎｓｉ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ｏｆＦｉｖｅＣｉｔｉｅｓ

伦敦 米兰 莫斯科 圣保罗 上海

Ｌｅ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得分 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排名 １ １ １ １ １

Ｐｏｉｎｔ＿

ｏｖｅｒｌａｐ

得分 １．０００００．９８８２０．９８１３１．０００００．９９８９

排名 １ ４ ５ １ ３

Ｐｏｉ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得分 ０．６２２２０．５７１１０．８４８３０．４６９４０．８０６４

排名 ３ ４ １ ５ ２

Ｐｏｉｎ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得分 ０．４０９２０．１４２６０．２９２８０．１７５８０．４５８７

排名 ２ ５ ３ ４ １

Ｐｏｉ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得分 ０．３１１５０．８２６１１．０００００．７１３８０．３３１６

排名 ５ ２ １ ３ ４

Ｐｏｉｎｔ＿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得分 ０．１９９４０．５０７８０．３３４１０．７４３８０．３８７１

排名 ５ ２ ４ １ ３

Ｔｏｔ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

得分 ０．７０６８０．６８７６０．７５３４０．６９５３０．７４８６

排名 ３ ５ １ ４ ２

　　以上数据显示，莫斯科的总评分最高，上海其

次，伦敦、圣保罗、米兰分别列第３、４、５位。从各

指标柱状图也可以看出，莫斯科轨交示意图的注

记质量评分之所以排名第一，首先是因为单位面

积注记量给了它很大的补偿。其次，其注记与要

素的位置多属于左右放置关系，因此其优先级评

图６　五大城市轨交示意图注记质量柱状图

Ｆｉｇ．６　Ｌａｂｅ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ＲａｉｌＴｒａｎｓｉｔ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ＭａｐｓｏｆＦｉｖｅＣｉｔｉｅｓ

分也位居第一。再者，由于其注记对要素不可避

免地压盖多采用截断式压盖，因此压盖度这一指

标的评分虽排名最后但也不低。上海轨交示意图

的注记质量排名第二，也是由其注记良好的优先

级和不错的补偿分所保证的。伦敦的轨道交通早

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就已发展得比较成熟，其轨交

示意图也在各方面不断完善，其注记质量理应最

佳，但由于其城市本身的规模和图片的大小，单位

面积注记量和偏移量这两个指标不仅没有给其总

分补偿，反而起到了制约作用，因此位居第三。米

兰和圣保罗轨交示意图的注记主要都是因为其欠

佳的优先级和关联性而排名落后。

对于不同指标，可进一步分析其在不同城市

轨交示意图之间的差别。例如，对于偏移量指标，

伦敦轨交示意图中各站点的平均偏移量最大，其

方差更是远远超过其他各城市。这说明伦敦轨交

示意图中各站点的偏移量变化很大，即在同一张

轨交示意图中单位长度所代表的实际距离有大有

小，差别很大。这也解释了偏移量这一指标为什

么对伦敦轨交示意图注记质量起到了很大的制约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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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评价模型指标的构建

进行综合改进，并提出“单位面积注记量”和“偏移

量”两个修正指标，使得整个模型更加合理和有

效，模型的适用范围也得到拓展。在相关分析中，

评价函数的前４个指标不相关，作为独立变量，而

后两个修正指标与前面各指标分别呈负相关关

系，符合实际情况，对模型起到了修正作用。

本文所提出的指标希望在最大程度上简化评

价过程，从而使得模型更具操作性，也避免了过度

考虑美观带来的偏颇性。但是，对于注记错综复

杂的特征，本文并不力求总结全面，只考虑了其中

的字号和字位，对于其他的布局要素，还有待后来

者作进一步更综合的研究。除此以外，中西方文

化差异对地图用户认知的影响，也应纳入今后的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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