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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要素的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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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行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可以理解为是面向图幅的 ，是按照分幅方式组织具体的作业任务 ，
作业员也是以图幅为单位进行作业 ，这种方式存在容易丢漏、图幅接边问题较多等问题。 本文提出
一种新的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 ，即面向要素法。作业员在一定作业范围以要素层组织作业任务，
每个作业员承担不同的要素层，最终可以通过汇总各要素层，处理要素关系，必要时再加图廓线裁切
生成分幅数据。随着数码相机在航空摄影中的普遍使用 ，影像图不再是框幅式而是航带式的，这为
面向要素组织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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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production method of provincial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oriented factor
He Chunfang
（ Mapping Institute of Gansu Province，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provincial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ion method could be understand as oriented
graph，it organized the specific tasks in a manner of graph，the operator also produced as a graph in unit，there was
easy to leak，the map edge problems and so on in the way． In the paper，a new provincial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oduction method was proposed which was oriented feature． The operator organized the task as feature coverage
in some range，each operator was in charge of the difference feature coverage，finally the graph data could be got by
gathering all feature coverage，handled the feature relationships，clipped by map boundary on necessary． With the
widespread use of digital cameras in aerial photography，the image was no longer framed but the carrier type，which
provided the basis and possibility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provincial － level basic mapping．
Key words： provincial basic surveying and mapping； oriented graph； oriented feature
省级基础测绘生产主要指的是 1： 10 000 比例尺
数字测绘产品 DEM，DOM，DLG，DRG、元数据、文档
［1］

簿等

。现行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可以理解为是

面向图幅的，即按照分幅方式组织具体的作业任务，
作业员也是以图幅为单位进行作业 。
现行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已沿用很多年，是
比较规范和成熟的。 但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
码相机在航空摄影中的普遍使用，航空影像数据从
［2］
框幅式转变成推扫式 ，以及影像集群处理软件、图
库一体化生产方式的普遍应用，使得现行省级基础

测绘生产方法的一些弊端逐步体现出来，丞需尝试
新的更具有适应性的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 。
1

现行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行分幅式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主要在生产
效率、数据存储、用户使用、数据一致性等几个方面
存在问题。
1. 1 生产效率低
（ 1） 从影像数据源的角度来看，分幅式省级基础
测绘生产方法不能很好的匹配航带式影像数据。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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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摄影普遍使用数码相机，得到的航片影像是
航带式的而不再是分幅式，通过影像集群处理软件

是在同一图幅内，按要素分类进行先后采集，这也为
面向要素的生产方法实现提供了可操作性基础 。

可对整个航带航片集中进行前期处理，而为了迎合
分幅式生产方式，需要将无缝的、整体航带航片裁切

面向要素的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核心思想
是在一定作业范围内 （ 大于 l： 10 000 标准分幅 ） ，以

成分幅式的，这无疑浪费了时间。
（ 2） 接边工作量大。分幅数据成果完成以后，要

要素层组织作业任务，每个作业员承担不同的要素
层采集和生产任务，然后将各要素层进行整合，利用

花费时间专门开展接边工作； 在图幅接边时，由于不
同作业员的认知和判别的差异，使得同类地物在不

拓扑检查，适当加入人工干预，统一处理要素间的矛
盾和压盖关系，最终形成项目 区 域 DLG 全 要 素 数

同图幅中具有不同属性，增加图幅接边和修改工作
量。

据。

（ 3） 分幅式生产方法使作业员注意力不够专注 ，
使得工作效率不高、容易丢漏。 分幅式生产方法，作
业员的工作任务是整幅图的所有图层，使得作业员
的注意力在所有图层上，比较分散，不能够形成专注
性。从心理学研究角度来讲，专注能够形成高效率，
［3］
反之不够专注必然降低效率 。
不能很好的匹配数据存储与管理模式

1. 2

现行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是分幅式的，但数
据入库存储和管理却是分要素层的，分幅式数据在

面向要素的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数据采集
完成后，主要工作集中在要素矛盾处理上，能够提升
作业员工作关注度，能够大幅减少影像裁切、数据接
边工作量，进而提升生产效率； 同时也增强同类数据
的一致性，数据也更方便入库和管理。
3

关键问题与难点

面向要素的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作为一种
新的技术路线尝试，其关键问题与难点在于作业范
围确定、要素分组、作业量平衡和要素关系处理等几
个方面。

入库时需要按照要素层整理入库 。
1. 3 图幅间的数据一致性有差异

3. 1

分幅式生产方法让作业员在生产时立足自己的
图幅范围，而每个作业员对图式规范的理解、作业习

虽然是分要素的生产，但也需要在作图区域大
小划分上进行考量。 作图区域大小的划分，主要考

惯和作业经验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会造成同一区
域不同图幅之间综合取舍不一致，最终影响区域数

虑数据量和工作量。 例如针对现在航带式 影 像 特
点，理论上是可以整航带生产，但是数据量太大，必

据的一致性以及图面美观性。
1. 4 分幅数据生产的必要性降低

须在范围上有一个适当的划分； 再比如地物采集困
难级别高的区域大多集中在居民地聚集区，而山区、

从用户需求方面看，大部分用户在使用数据时
都是区域性的，例如沿公路、铁路、河流等线状要素

农村、荒漠地区相对地物采集量较小，所以从工作量
的平衡角度来说，也不能统一确定作业范围，要视具

的条带区域或者某行政区域等； 从技术发展角度来
看，在省级基础测绘生产中，由于生产制图数据周期

体作图区域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制定作业范围 。
3. 2 要素分组

长、效率低，不再生产分幅式 DWG 制图数据，只在对
外分发服务时，利用图库一体化系统实现从 DLG 数

在分要素的生产中，不能生硬的把不同要素分
给不同的作业员。现有基础测绘八大类要素在不同

［4］

区域不一定齐全，每个要素的作业量也有区别，有些
要素层之间存在关联，所以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据转换成 DWG 制图数据

。上述两个原因，使得分

幅数据生产的必要性降低。
2

面向要素的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

作业范围的确定

合理的分组，在要素分组时应以作业量平衡以及要
素关系为原则。

针对现行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存在的主要问
题，结合现有技术条件，根据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的

在作业量平衡方面，要素少的可以把几个要素
分给同一个作业员，要素多的可以几个作业员合作

一些作业方法，提出面向要素组织省级基础测绘生
产方法，旨在解决问题、提升生产效率。

同一个要素。 比如从要素的分布特点，在居民地聚
集区域，房屋、道路要素较多； 在农田区域，水渠、行

现行分幅式作业方法在实际操作时，作业员也
92

树较多。从地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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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含量符合我国农业用水标准。 不仅丰富了土
地复垦区后期监测数据，检验和证明了该采煤沉陷
区的复垦是成功的，可为其他类似沉陷区复垦提供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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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甘肃的民勤地区，河流较少，主要依靠机井和水
渠。
从要素关系方面，在进行要素分组时把相互关
系紧密的要素分在一个组，比如道路要素和道路辅
助设施要素，如道路和桥梁，这属于明显的捆绑关
系，再比如道路和居民地，有居民地的地方必定有路
通达，这属于间接捆绑关系。
3. 3 要素关系处理
分要素生产最关键的问题是最终对要素之间的
关系处理。例如水系和道路的关系处理，围墙和房
屋的关系处理等等。在兼顾要素层关系紧密与否和
作业量均衡的区域合理划分下，尽量把需要处理相
互关系的要素层分给同一个作业员，让其在作业过
程中兼顾处理。 如若不行，在不同作业员之间的要
素关系处理在目前的高分辨率影像支持下也能达到
一定的效果，但在后期需进行检查处理，除人工检查
外还可借助相关软件进行跨要素图层的拓扑检查来
达到目的。
4

结

语

面向要素的省级基础测绘生产方法和分幅式生
104

产方法相比较，存在明显的优点。 在全国第一次国
情普查生产中已经有所应用，例如按县、乡等行政区
域进行生产范围的划分，在生产时分国情要素和覆
盖要素进行作业，但是在基础测绘的生产中，面向要
素的生产方法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具体解决方案，针
对存在的关键问题和难点，需要在实际生产中不断
的总结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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