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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中比例尺地图上居民地表现为面状要素，其载负量可达总量的７０％～８０％，并且居民地名称与居

民地要素表现为１∶狀，使得面状居民地注记配置尤为复杂。本文参照标准图式规范，提出了一种面状居民地

名称注记配置方法。首先，对居民地进行预处理，形成用于注记的注记体；其次，对注记体进行分类，不同类别

的注记体分别生成相应的注记候选位置；然后，根据注记评价规则对候选位置进行评价；最后，依据冲突规则

得到注记位置的最优解；以１∶５万地图数据进行了注记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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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８３．７　　　　　文献标志码：Ａ

　　居民地是地图上一种重要要素，在大中比例

尺地图中居民地要素的载负量最大，有时可达图

面总量的７０％～８０％
［１］。当前对居民地注记配

置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小比例尺地图上的点状要

素注记［２７］，对于面状居民地名称注记的研究则较

少［８１０］。大中比例尺地图中的居民地要素表现为

面状形态且分布复杂，存在多个居民地单元具有

相同名称的现象，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对每个居民

地单元都进行注记［９］。对于此类要素的注记配置

当前研究通常是将同名要素作为整体用一个注记

来指代多个居民地单元［１０１１］；或是将距离过大的

单元分开进行注记［９］，没有考虑同名要素周围具

有不同名称的居民地的情况。文献［１０］研究了散

列式面状注记候选位置的评价因子，以注记与关

联对象的距离来评价注记与要素之间的关联程

度，但对于注记与非关联要素之间的非关联性则

没有考虑，会造成注记关联性的混乱。

本文从同名要素分组注记出发，定义了三种

面状居民地名称注记配置模式，结合汉字注记质

量的注记评价因子，提出了一种面状居民地名称

注记自动配置方法。

１　居民地注记配置策略与规则

大中比例尺地图上居民地表现为面状形态，居

民地名称与居民地单元为１∶狀的数量关系。当同

一图面内多个居民地单元的具有相同名称时，将具

有相同名称的居民地单元划分为不同注记体集（包

含若干个居民地要素），每一个注记体集配置一个

注记，用此注记来指代此要素集中的居民地单元。

２　面状居民地注记配置算法流程

地图注记自动配置过程一般分为候选位置生

成、位置评价和位置选择三个阶段［８，１１１３］。对于

面状居民地注记，由于名称注记和居民地单元之

间的１∶狀的数量关系，本文将面状居民地注记配

置过程扩展为数据预处理、候选位置产生、候选位

置评价和注记位置选择４个阶段。

２．１　数据预处理

针对居民地中存在的同名现象，根据距离关

系，将距离过大的同名要素集分开，形成若干个居

民地单元组，每个组中的居民地单元距离接近将

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注记。预处理后形成用于

注记配置的注记体（含有一个或多个居民地单

元）。如图１所示图中居民地单元具有相同的名

称，由于彼此靠近将其进行合并形成一个多居民

地单元的注记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注记。

２．２　候选位置的产生

候选位置的产生分为点、线、面三种模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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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预处理后注记体实例

Ｆｉｇ．１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

于经过预处理的注记体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情

况采用相应的注记模式生成候选注记。

２．２．１　点模式

若预处理后的注记体中只有一个居民地要素

且其图上面积小于１ｍｍ２
［１］则按照点状要素模式

生成候选位置。以八位置离散型候选区域产生注

记配置点，字列方向为水平、竖直，每个点模式注

记配置方案有１６个候选注记。以水平方向为例，

如图２所示。

图２　点模式注记示意图图

Ｆｉｇ．２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ａｂｅ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ｏｉｎｔＭｏｄｅｌ

　　　　
图３　线模式注记生成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ａｂｅ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ＬｉｎｅＭｏｄｅｌ

　　　　
图４　面模式注记生成示意图

Ｆｉｇ．４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Ｌａｂｅ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ｒｅａＭｏｄｅｌ

２．２．２　线模式

对于多要素注记体，若满足下式，则表明此注

记体延伸较长可采用雁行字列按照线状要素注记

模式来进行注记配置。如图３所示，将注记体凸

包向外以一定距离（半个字大）求取缓冲区，然后

将缓冲区进行剖分形成左右（或上下）两部分，以

二者光滑部分作为注记定位线（若不存在光滑部

分，则在去除两端之后拟合一条线段作为注记

线），参考文献［１１］确定字顺。

α＝
犘

槡犃
＞α０

β＝犃－犕 ＜β

烅

烄

烆 ０

式中，α为注记体凸包形状因子
［１４，１５］；犘为凸包周

长；犃为凸包面积；α０为形状因子α阈值，其公式

为α０＝
狀·ｓｉｚｅ犉＋ 狀（ ）－１ ×０．５

０．３
；狀为要素名称中

字符个数，ｓｉｚｅ犉 为字大，０．５为接近字符阈值，

０．３为实心矩形边长阈值。β为凸包中除去要素

后的面积；犕＝∑
狀

犻＝１

犕犻，犕犻为第犻个居民地要素的

面积；β０为相应的居民地名称在接近字隔的情况

下的面积。

２．２．３　面模式

对于不满足以上两种情况的注记体以面模式

进行注记。将注记体凸包以一定距离（半个字大）

求取缓冲区之后进行格网化，选取每个格网以水

平和竖直字列方式产生注记，以不与注记体要素

相交的位置作为候选位置［１０，１６］，如图４所示（图

中要素为一个注记体）。

２．３　候选位置的评价

对注记体候选位置进行评价，每个候选位置

的评价都是多个评价指标的综合。注记质量评价

所涉及的因素主要有要素压盖、注记冲突、关联

性、优先级［８，１７１９］。首先定义和计算注记配置的

压盖、关联性、中心趋近性和优先级评价因子，然

后由每个评价因子进行复合形成每个模式下候选

注记位置的质量评价函数。对于每个候选位置，

质量评价函数取值越大表示注记质量越好，取值

越小表示质量越差。引入符号犔犻为注记体犉犻的候

选位置，犻为注记体的编号。

１）压盖评价因子。注记与要素之间的重叠

称为压盖，包括注记与关联要素之间的压盖、与非

关联要素之间的压盖。前者在候选位置生成时已

有考虑，此处主要考虑与非关联要素间的压盖。

如果候选位置与要素间存在压盖现象，则认为此

候选注记效果较差。若存在压盖则 Ｏｖｅｒｌａｐ为

ｆａｌｓｅ，反之为ｔｒｕｅ。

Ｏｖｅｒｌａｐ＝ＦＬＯｖｅｒｌａｐ（犔犻，犉犼）

２）关联性评价因子。关联性评价因子主要

考虑注记与注记对象间的关联性、注记与非注记

对象间的非关联性。注记与注记对象之间的距离

以０．５ｍｍ以内为宜，注记与非注记对象之间的

距离应大于０．５ｍｍ
［１］。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犔犻，犉犻）：如果注

记在０．５ｍｍ
［１］的缓冲区内与关联要素相交，认

为此注记是合适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值为ｔｒｕｅ；否则，

值为ｆａｌ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犔犻，犉犼）（犻≠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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犼）：如果注记在０．５ｍｍ
［１］的缓冲区范围内与非关

联要素相交，则会引起歧义，认为此注记是不合适

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为ｆａｌｓｅ；否则，值为ｔｒｕｅ。

只有以上两个函数都为ｔｒｕｅ时才认为此注

记是合适的，因此注记关联性评价函数表达式为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

３）中心趋近性评价因子。用注记配置点和

要素重心间的距离Ｄｉｓ（犔犻，犉犻）来衡量，距离越近

越优。将所有候选位置根据Ｄｉｓ（犔犻，犉犻）进行升序

排序，中心趋近性评价函数为Ｄｉｓ＝１００×狀（Ｄｉｓ

犔犻，犉（ ）犻 ）／犖，狀（Ｄｉｓ犔犻，犉（ ）犻 ）为Ｄｉｓ犔犻，犉（ ）犻 在满

足条件的距离中的排序序号，犖 为满足条件的位

置总和。

４）字列与位置优先级评价因子。当注记的

候选位置是有限多个而且数目不大时可以枚举出

来，主要应用在点模式和面模式候选位置的评价

中。居民地名称注记一般采用水平字列，必要时

也可采用竖直字列、雁行字列，规定了居民地注记

右上左下的位置优先级，因此优先级评价因子主

要考虑字列和方位的优先级，用Ｐｒｉｏｒｉｔｙ表示。

２．３．１　点模式注记评价函数

点注记模式以与注记体不压盖、注记关联性

好以及位置优先级最高的注记为最优位置，所考

虑的注记评价因子主要为压盖评价因子、关联性

因子、字列与位置优先级因子，评价函数为：

ＰｏｉｎｔＳｃｏｒ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ｖｅｒｌａｐ为真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为真

０，

烅

烄

烆 其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为对于满足条件的候选注记，按照水平

字列优于竖直字列、如图１所示的位置优先级进

行排序。若所有候选位置均不满足条件则取正右

位置水平字列注记作为默认注记。

２．３．２　线模式注记评价函数

线注记模式以与注记体不压盖、注记关联性

好的位置为最优注记位置，所考虑的注记评价因

子主要为压盖评价因子、关联性因子，评价函数

为：

ＬｉｎｅＳｃｏｒｅ＝
１，
Ｏｖｅｒｌａｐ为真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为真

０，

烅

烄

烆 其它

　　若两个候选位置均满足条件，则根据位置优

先级顺序（先上后下）进行排序。若所有候选位置

均不满足条件则取上部作为默认位置。

２．３．３　面模式注记评价函数

面注记模式以与注记体不压盖、注记关联性

好、距离注记体中心近、位置优先级高的位置为最

优位置，所考虑的注记评价因子主要为压盖评价

因子、关联性因子、中心趋近性因子、字列与位置

优先级因子，其评价函数为：

ＡｒｅａＳｃｏｒｅ＝

狑犻Ｄｉｓ＋狑犼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ｖｅｒｌａｐ为真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为真

０，

烅

烄

烆 其它

式中，狑犻、狑犼为距离因子和优先级因子的权重系

数；若候选注记为水平字列，有：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１００，θ∈ （－π／４，π／４］

７５，θ∈ （π／４，３π／４］

５０，θ∈ （３π／４，π］∪ （－π，３π／４］

２５，θ∈ （－３π／４，－π／４

烅

烄

烆 ］

若候选注记为竖直字列，有：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２０，θ∈ （－π／４，π／４］

１５，θ∈ （π／４，３π／４］

１０，θ∈ （３π／４，π］∪ （－π，３π／４］

５，θ∈ （３π／４，－π／４

烅

烄

烆 ］

θ为注记体中心与注记中心连接成的有向线段与

狓轴正向所成的夹角（θ∈（－π，π］）。

若候选位置均不满足条件则取正右位置水平

字列作为默认位置。

２．４　注记位置的选择

在实际制图过程中居民地注记还会受到其它

要素的干扰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注记时居民地要

素对其它要素的避让，需要对上一阶段生成的候

选位置进行优化。首先获取满足与所有要素都不

压盖条件的候选位置，个数为犛，按照评价函数得

分进行降序排序，将其作为新的候选位置；若犛

为０，则获取满足与“不允许压盖”要素不压盖条

件的候选位置，个数为犜，按照评价函数得分进行

降序排序，并将其作为新的候选位置；若犜 为０，

则候选注记保持不变。然后，按照新的候选注记

进行注记间冲突的调整。

注记位置的选择主要包括初定位和优化两个

部分。注记初定位：将注记候选位置按其评价得

分做降序排序，得分最高者作为初始化位置进行

定位，其他位置作为该注记候选位置存储。注记

优化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注记与注记间的冲突，冲

突是最严重的问题，应当予以消除。对于没有冲

突的注记，直接选择其初始位置；对于与其它注记

冲突的位置，选择其没有冲突的次优位置；如果所

有候选位置都与要素或其他注记冲突，则考虑手

工调整。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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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验及分析

３．１　单要素注记实验

居民地密集度（以数值载负量［１］来衡量）对居

民地注记效果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选取密集度相

差较大的两个区域作为实验区进行实验，实验区

基本情况如表１所示。采用上述方法以区域一、

区域二为例进行实验，得到的注记结果如图５、６

所示。实验区域中既有按照点模式进行注记的要

素（如图７中的“联建村”“施家埭”“陈家埭”“竖头

浜”等），也有按照面模式进行注记的要素（如图７

中的“刘家埭”“南丁家”“石桥浜”等）。对实验结

果进行统计，如表２所示，可以看出区域一和区域

二都只有少数注记需要调整，说明本文方法具有

较好的注记效果。

表１　实验区基本情况表（１∶５００００）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１∶５００００）

实验区 居民地数／个 数值载负量／（个·ｄｍ－２）

区域一 １８６ １４２．１１

区域二 ６２６ ２９１．２０

图５　区域一结果图

Ｆｉｇ．５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Ｏｎｅ

图６　区域二结果图

Ｆｉｇ．６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Ｔｗｏ

表２　实验结果统计表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实验区 不需调整注记／个 需调整注记／个 合计／个

区域一 １１６ １ １１７

区域二 ２８３ １７ ２９７［注１］

［注１］：由于区域二数据中存在居民地名称为空的要素（７个），未

计对注记情况进行统计，所以区域二中需要调整的注记与不需要

调整的注记之和不等于注记体总数。

　　对实验结果按照注记体元组数和注记方式进

行统计，如表３、表４所示，可以看出区域一中需

要调整注记的是按照面模式进行注记的三元组注

记体；区域二中需要调整注记的是按照面模式进

行注记的多要素注记体。对注记配置不合理需要

人工干预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注记配置不

合理多是由于居民地要素分布的复杂性造成的，

表３　实验分析一

Ｔａｂ．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

注记体元组数［注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６ 合计

注记体／个 ７３ ２８ １１ ２ ２ １ ０ １１７

区域一 不需调整／个 ７３ ２８ １０ ２ ２ １ ０ １１６

需要调整／个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注记体／个 １２６ ７７ ５１ ２５ ６ １ ４ ２９７

区域二 不需调整／个 １２６ ７４ ４３ ２１ ５ １ ４ ２８４

需要调整／个 ０ ３ ８ ４ １ ０ ０ １６

［注２］：注记体中要素的个数称为此注记体元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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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实验分析二

Ｔａｂ．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ｗｏ

实验区 点模式注记 线模式注记 面模式注记 合计

区域一 ６４（０） ０ ５３（１） １１７

区域二 １２２（０） １ １６７（１６） ２９０

图７　区域一注记结果图（局部）

Ｆｉｇ．７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ｎｅ（Ｐａｒｔ）

如图８中“横泾村”“倪家埭”。由于居民地要素分

布的复杂性，按照当前规范即使手动调整也无法

找到“合理”的位置进行注记，针对这种情况可以

考虑采用变换字体、减小字大的方式进行注记。

另外，在实验中发现城镇居民地分布比较广

图８　无明显“合理”解的情况

Ｆｉｇ．８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Ｎ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泛，与周边低级别的居民地要素之间没有明显的

界限，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视觉上用注记标

注的方式分辨注记要素的空间界限。例如，在

图９（ａ）中“朱行镇”为城镇，“立新村”“高楼村”为

村委会，“潘家埭”“冯家宅”“谢家桥”“何家宅”“东

北村”为自然村，图中深黑色居民地要素在识别上

会存在问题：从视觉上来看最上面一个深黑色居

民地要素应为村委会级别的“立新村”，但实际上

属于城镇级别的“朱行镇”，左下４个深黑色居民

地要素也存在类似问题；右侧两个深黑色居民地

要素的注记不明，实际上是城镇级别的“朱行镇”。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采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

不同等级的居民。

图９　城镇注记示例

Ｆｉｇ．９　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３．２　多要素注记实验

在实际情况下居民地图层的注记还会受到其

它多种要素（例如水系、道路等）的影响，在单要素

注记实验的基础上加入道路图层（包括国道、县道

乡道、机耕路、小路栈道，不注记但进行压盖分

析［８］）进行实验，得到的实验结果如图１０所示。对

注记结果进行统计如表５所示，不需要调整的注记

比例为０．９３，取得了较好的注记结果。对注记配

置不合理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注记配置不合理多是由于要素周边情况复杂没有

合理注记区域，需要手工进行调整，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０　多要素实验结果图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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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未能解决注记

Ｆｉｇ．１１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ｓｏｌｖｅｄ

表５　多要素实验结果统计表

Ｔａｂ．５　Ｍｕｌｔｉ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注记体元组数 １ ２ ３ ４ 合计 百分比／％

注记体／个 ７３ ２８ １１ ２ １１７ １

不需调整／个 ７２ ２４ ９ １ １０９ ０．９３

需要调整／个 １ ４ ２ １ ８ ０．０７

４　结　语

本文讨论了面状居民地要素名称注记自动配

置的方法，详细阐述了面状居民地名称注记自动

配置的三种模式，并以１∶５万比例尺地图数据为

例进行实验，取得了较好的注记效果，验证了本文

所提算法的可行性。另外，在处理其它要素的影

响时本文只考虑了压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今后将继续此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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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ｏｆＡｒ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Ｊ］．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犿犪狋

犻犮狊．２０００，２５（４）：４６４８（杜世宏，杜道生，樊红．面状

地物自动注记方法探讨［Ｊ］．测绘信息与工程，２０００，

２５（４）：４６４８）

［１６］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ＬｕｏＸｉｎｇｇｕｏ，ＺｈａｎｇＲｕｙｕｎ．ＮｏｖｅｌＬａｂｅｌ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ＭａｐＧｒ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Ｊ］．犆狅犿狆狌狋犲狉犈狀犵犻狀犲犲狉犻狀犵．２００８．３４（７）：２７８２７９

（赵静、罗兴国、张汝云．一种新的电子地图注记算

法———格网法［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０８，３４（７）：２７８

２７９）

［１７］ＤｉｊｋＳ，ＫｒｅｖｅｌｄＭ，ＫｒｅｖｅｌｄＭ，ｅｔａｌ．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ｎ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Ｎａｍｅ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犐狀狋犲狉狀犪狋犻狅狀犪犾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犌犲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犐狀犳狅狉

犿犪狋犻狅狀犛犮犻犲狀犮犲，２００２，１６（７）：６４１６６１

［１８］Ｆａｎ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Ｚｕｘｕｎ，ＤｕＤａｏｓｈｅ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ｏｆ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ａｐ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Ｊ］．犃犮狋犪

犌犲狅犱犪犲狋犻犮犪犲狋犆犪狉狋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２００４，３３（４）：

３６２３６６（樊红，张祖勋，杜道生．地图注记质量评价

模型的研究［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４，３３（４）：３６２３６６）

［１９］Ｌｏｕ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ｘｉａ，Ｇｕｏ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ａｐＬａｂｅ

ｌｉｎｇ［Ｊ］．犛犮犻犲狀犮犲狅犳犛狌狉狏犲狉犻狀犵犪狀犱犕犪狆狆犻狀犵，２０１２，

３７（１）：１２５１２７（娄倩，张慧霞，郭建忠等．地图注记

质量评价模型的建立［Ｊ］．测绘科学，２０１２，３７（１）：

１２５１２７）

犃狌狋狅犿犪狋犲犱犖犪犿犲犘犾犪犮犲犿犲狀狋犳狅狉犃狉犲犪犚犲狊犻犱犲狀狋犃狀狀狅狋犪狋犻狅狀狊

犔犐犔犻狀１　犣犎犗犝犢狌犼犻犲
１，２
　犢犝犣犺狅狀犵犺犪犻

１，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ｒｂａ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Ｄｅｓｉｇｎ＆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３　Ｊｉｎａｎ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ａｓａｒｅ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ｌａｒｇ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ｃａｌｅｍａｐｓ．Ｔｈｅｍａｐｌｏａｄｉｎｇｏｆａｒｅａ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ａｎｂｅｕｐｔｏ７０％８０％．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ｎａｍｅ

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ａｎｂｅ１∶狀．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ｎａｍ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ｒｅａ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ｓｒａｔｈｅｒ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ｎ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ｎａｍ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ｒｅａ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ｗｅｐ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ｏｆｏｒｍ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ｎａｍ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ｗｅｄｉｖｉｄ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ｓｉ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ａ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ｓ．Ａｔｌａｓｔ，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ｒｕｌ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ｄａｔａａｔｔｈｅ１∶５００００ｓｃａｌｅｙｉｅｌｄｅｄｇｏ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ａｒｅａ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ｎａｍ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犉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Ｌｉｎ，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ｖｉｓｕ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ａｉｌ：ｌｉｌｉｎ＠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４１２７１４５３．

０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