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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地理国情地图集编制的重要意义,随后结合地图集编制的特点,分析了地图集编制过程中需要注意

的问题等内容,以期给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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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理国情地图集属于综合性的科学作品,其制作过程较

我国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工作结束之后,为了将地

为复杂,包括人员配备、成本预算、地图设计、资料处理、

理国情普查成果充分应用于我国政府宏观决策、经济发展战

地图编辑等多方面的内容共同组成,需要应用多种软件共同

略、避免自然灾害、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以及实现资源的科学

配合,以完成地图集的编制工作。

配置等方面,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决定展开地理国情地图集编

在搜集资料过程中,需要结合地图集设计需求,从各个

制项目的建设。本文主要以我院编制完成的《南岳区地理国

单位和部门收集具有较高可靠性、现势性、准确性、完整性

情地图集》(以下简称《地图集》)为例,分析了地图集编制

的资料,其中使用的各附图、图表数据应当以各单位最后完

的意义、设计流程、注意事项等等内容。

成的普查成果数据为准。对于行政区划资料和其他资料,则

1 地图集编制的意义

应当以最新数据为准。同时,地图集的设计应当参照《宁远

结合自然环境的特点,从地理的角度对我国国情进行描

县地理国情地图集》和《湖南省市县级地理国情图集编制技

述和研究,重点将地表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之间的空间关系

术大纲》。另外,在确定资料利用率后,需要对其进行格式和

和特征为主要内容,并结合构成区域物质基础的各条件因素

坐标的转换,最后统一到114度2000坐标系统。上图为地图集

展开综合性的整体调查,通过将地理国情普查结果使用地

编制总体技术流程。

图、文字、图表等编排手段,完成地图集编制。地图集编制

3 地图集设计

将某地区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社会经济情况等都以系统

在地图集的设计过程中,应当结合设计要求和收集的资

化的状态展现出来,促使地理国情普查结果为政府做出宏观

料,对制图区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根据地图集的需求选择合

决策、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

适的主题和与主题相符的内容、封面、图集版式以及排版样

奠定了坚实的脊柱,从而有效促进我国资源的合理利用,并

式等等。地图集的设计应当以主题明确,版面科学、配色鲜

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等为主要特点,色彩和符号的使用应当参考《宁远县地理

2 地图集编制前期准备

国情地图集》和《湖南省市县级地理国情图集编制技术大
纲》。在交通图、水系图和行政区划图的编制过程中,应当将
地图出版社的行政区划地图转化为Arcgis格式的图件,根据
交通要素和交通部门提供的影像等数据,对于地图道路、铁
路等的补充,完成交通图的制作。
对于地理国情图件,应当使用软件对国情数据进行自动
综合,并通过人工对其进行修正,再经过符号化和标准化处
理,形成地理国情专题图。另外,统计图件是指无法明确具体
位置,又需要对其内容进行表达的地图,比如宗教地图、历史
地图、气候地图等,这些地图需要使用统计报表中的数据,
利用专题图来实现数据的表达。
3.1 规格设计
地图集的规格设计包括尺寸、纸张以及装帧形式等。在
此选用的图集开本为大 16 开,开本尺寸为 287×210 毫米。
制作尺寸为 426×293 毫米,内框尺寸为 386×242 毫米。纸

图1

图集编制技术流程图

张则选用 157 克亚光铜版纸,装帧形式选择软精装,平背锁
线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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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比例尺设计

将乡镇级作为制图单元进行地图综合,并以要素的重要

在设计比例尺时,应当以制图区域的地理位置、区域面

程度进行取舍。对于要素较为密集的地图可以将部分小于

积以及发展情况等内容进行综合考虑,优先考虑应用国家

4mm2 的水系面、植被面删除,并适当舍去次要要素,将微小

基本比例尺,并采用套框法对不同区域、不同专题图比例尺

面或微小弯曲综合,来充分反映行政区域的地理国情分布情

进行确定,从而保障地图信息负载量合理以及制图区域的

况。(图 3、图 4 为数据处理前后对比)

完整性。
3.3 符号库、地图注记的设计
符号库可以选用地图出版社的样图符号库或按照相关
标准要求制作符号库,并将单独制作的符号集中起来,形成
完整的专题地图集符号库。由于地图集比例尺不同,因此符
号的大小和形状应当考虑比例尺进行设计。符号色彩的选择
时,一般采用蓝色表达水系,绿色表达植被等。
3.4 选用表示方法
对于不同专题地图集来说,可以采取不同表示方法来进
行编制。比如,可以采用质底法、定点符号法、现状符号法
结合使用来编制地理国情图,从而有助于将地理国情图各要
素之间的空间关系充分凸显。
4 地图编绘
在编绘地图时,应当遵循相应的原则来进行。其中,第

图 2 数据处理前

一原则为明确地图用途,第二原则为合理搭配图面负载量,
第三原则为充分将制图区域地理特征展示出来。整个地图
编绘的过程为处理资料、编辑基础地理地图、编辑专题内
容、图幅整饰等。首先,利用 ARCGIS 软件制作出图模板,
将编制完成的水系图、交通图、行政区划图分层导出 PDF,
并转换为 CORELDRAW X6 数据文件。其次,将上述数据文件
制作成 CORELDRAW 格式的图例和模板,实现线型符号化、颜
色标准化、注记符号规范化,形成地图成果图。再次,进行
其他专题地图的编制,并尽可能多的使用上述图件,在分层
转换成所需图层数据,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形成专题图件。最
后,图件中的各项统计图表,能够同时应用于电子矢量图
和印刷图。同时,需要重视图件的质量检测,以提高地图的
质量。
图 3 数据处理后

4.1 基础地理底图编辑
基础地理底图是将地理区位、地形地势、卫星影像等数
据加以转化,并配以文字描述生成的底图[1]。

4.4 图幅整饰
在制作图例时,可以通过 ArcGIS 软件中“插入图例”功

4.2 专题地图内容编辑

能的应用,能够按照向导实现图例的生成。图面整饰是指在

专题地图的编辑,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

ArcGIS 的布局页面中,插入图名、图廓、指北针、编制单位

两大类。比如人口资源专题地图,需要将制图区域的人口总

等,根据测区形状,合理安排指北针、图例的位置[4]。当进入

数和密度进行统计,并通过图表或文字的形式对人口现状以

CORELDRAW,实现图层的分离,并按照图例调整各图层的样式,

及变化情况等内容进行描述；对于旅游资源专题地图,则需

将晕线、骑马带做好,并插好标准图框,参照工作地图设置表

要将制图区域的旅游资源现状以及发展指标等内容表述出

面注记,导入 DEM,附上膜[5]。通过图面整饰,能够将图面更加

来。具体的旅游内容涵盖世界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

整洁得体的展示出应有效果,并实现地图集构图紧凑、一致

[2]

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地质公园、以及旅游景点等 ；对

的效果。图面整饰后,需要按照点压线、线压面、主压次的

于经济专题地图,需要将制图区域的总生产值、人均生产总

原则进行叠放,随后进行自检,合格后方可进行图件输出,同

值以及财务情况等表示出来,并通过文字或图表的形式将制

时应当保证图件分辨率大于 600dpi,格式应当设置为 JPG 格

[3]

图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描述 。
4.3 地理国情图编辑
26

式,再上交至质量检测部门进行检测。(图 5、图 6 为南岳区
寿岳乡图面整饰前后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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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是通过Arcgis10.1软件自动进行的,但由于软件缩编时不
会考虑曲线折点的间距和弯曲情况,只能实现图斑的缩编,因
此需要后期人工进行编制,以提高缩编效果。人工进行缩编时,
需要按照图斑重要性和图面负载情况进行取舍,并加强地图
的保密处理,从而防止出现丢失情况。再次,地图要素的综合
需要结合专题内容和地图用途进行要素的科学搭配,充分体
现地图的地域特征,同时实现地图集专辑各要素之间以及地
图图面的协调统一。最后,应当保证地图符号和文字注记的一
致性,并使符号位置和方向等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若是不能确
定实地位置,则应当搜集相关资料尽可能地对位置进行确定。
图 4 南岳区寿岳乡图面整饰前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图集编制的重点环节包括手机资料、数据
处理、格式转换以及色彩与符号的科学搭配等,同时,通过图
面整饰来优化版面设计,使得排版严格符合相关标准,从而
使得地理国情地图集能够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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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图需要进行缩编,才能保证地图版面的清晰合理。地图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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