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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层属性的图斑批量缩编方法

马明，吴涵宇
（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南京 210016）

摘 要：在地学工作中，不同时期的地质运动演化所产生的地学信息多且复杂。如何将多源、异构的地层Gis信息进

行缩编，传统方法多是以人工干预为主，人为判断地层图斑个体属性，结合Gis软件的合并功能逐一合并图斑，效率

较低。本文的研究目的:探索依据地层属性批量缩编图斑的方法；研究方法：基于iMapower软件缩编1/50 000地层图

斑为1/250 000万，建立以地质体单元级别、地质体间的时空关系的合并规则，检验缩编后的图斑效果；研究结论：与

传统的缩编方法相比，该方法自动化程度高，缩编规则灵活，可以推广处理任意区域和比例尺的地层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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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学工作中，综合某个区域、任意比例尺的地

层图斑，从而缩编更小比例尺地质图的方式主要有

手工、人机交互和数据算法等方式[1]。上述三种方式

的差别在于，纯手工方式的图斑缩编是根据地层属

性意义逐一选择图斑进行合并，速度较慢且易产生

人为误差；人机交互方式借助Gis等数据处理软件，

将地图缩编过程进行分解提炼，合理安排人机分工，

交互式完成地图缩编工作，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是

比较实用可行的技术方案[2]；数据算法方式更多注重

于计算机的自动化，近年来的粒计算、拓扑关系、遗

传算法等理论方法引入到了图斑综合研究中[3-5]。虽

然在自动化综合缩编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该

项工作在目前的理论技术水平下还难以实现完全的

自动化[6]。图斑缩编技术中的属性判断、图斑合并、边界

圆滑等操作大多还是借助Arcgis、Mapgis、Fme、MGE

等软件来处理数据，在土地、地形等要素属性分类少、

图斑形状规则的缩编工作自动化人工干预较多[7-8]。

本文探索依据地层属性类别批量缩编图斑的方

法，以缩编1/50 000地层图斑为1/250 000为例，建立

以地质体单元级别、地质体间的时空关系的合并规

则，利用 iMapower软件来实现自动化缩编地质图。

1缩编理念及软件工具
1.1 缩编理念

缩编地质数据既需要完整保留缩编后的地学数

据和其所代表的信息语义，又需要在缩编过程中能

极大提高缩编的速度，从而确定缩编方法适用于海

量地学信息的缩编处理。

基于属性的批量缩编方法以地学矢量数据为处

理对象，以地学语义来区分数据属性，以地质编图知

识为基础，按照地质演化规律实现自动地（人机交互

式）、智能地进行接图、地质综合、符号表示及制图表

达等过程。相对于人力缩编在编图过程中占比过高

而言，批量所包含的自动化含义则是提高软件和算

法在缩编工作中的工作量占比，以计算机的自动化

形式来处理地学数据的“缩”和“编”的操作，人力更多

用于制定缩编规则和数据预处理干预，从而使缩编

方法适用于多尺度、多精度、多区域地学数据的缩编。

1.2 软件工具

iMapower软件是由国家基础地质更新项目主

持、基于Mapgis10软件开发的数据处理工具软件，主

要针对（但不限于）多尺度地学数据的批量缩编。

软件基于地质编图思想构建不同尺度地质图理

论制图模型，结合GIS技术、制图技术、计算机和数据

库技术的应用。计算机根据专家建立的地质图编制

规则、构建的地质图模型，通过对地质图空间数据库

地质体的属性分析判别，自动或人机交互式进行地

质体的综合简化、地质界线的提取和判别，取代传统

编图中综合圆滑、化简合并的手工绘制，是继承和创

新地质编图工作新理念①。



2缩编流程与属性分类
2.1 缩编流程

缩编流程如图1所示，包含数据缩编处理过程的

三个主要步骤，与传统人工编图流程所包含的步骤

类似，区别在于每一个步骤中数据处理的方式。

（1）预处理数据：人为修改空间数据模型，统计

分析数据属性和检查、修改数据拓扑关系等，其目的

是检查数据质量，修改并完善数据，使之规范化、标

准化，合乎软件对数据源的要求，降低数据质量问题

对后续软件处理数据的影响。

（2）软件处理数据：软件依赖编图规则和功能算

法识别数据，遵循规则读取数据属性、划分数据类

别，人力控制软件功能按键，确定缩编开始功能和选

择参数。软件处理数据的有效性取决于地学专家制

定的缩编规则是否合理、算法和规则的一致性程度、

参数值的适用性和计算机硬件配置和软件编程语言

的优化程度。

（3）人力调整数据：比对缩编数据和预想缩编效

果之间的差异，分网格检查缩编后的地层是否有违

地学语义和演化规律，人力微调“缩编后数据”，重点

处理特殊地质体。

2.2 属性分类

对地层属性进行分类，参考该地层所属区域在

全国范围内的地层分区，确定缩编地层的划分大类，

结合编图需求和地层岩性等因素，针对具体数据制

定详细的属性分类缩编规则。以标准分幅的1/50 000

慈湖的地层数据为样例建立属性分类，如下处理：

（1）统计数据源属性类别

慈湖地质图图例描述了该图幅范围内的地层信

息，对照图面地质体和图例，统计输出地层矢量数据

的地层代号，将图面地质体、图例、输出属性3类信息相

互验证，统计出表1所示的慈湖地层类别信息，1/50 000

慈湖地层类别划分到组，大多为侏罗纪、白垩纪和第

四纪的新地层，以岩性为特征细分地层为多段，侵入

岩、次火山岩、脉岩等岩浆岩地质体种类较多。

图1 缩编地层图斑的流程

Fig.1 Process of generalizing strata-poly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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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地质体类别

Tab.1 Classifications of the geological polygons

① 武警黄金地质研究所. 基础地质数据更新技术流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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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属性建立地层缩编规则表

建立1/50 000地层缩编为1/250 000地层的关系

表，将代表最小地质体单元级别、地质体间关系的代

号和描述性的文字依次填入如表2所示的地质演化

关系表中，制定原地层数据与目标地层数据间的缩

编关系模型，保留区域地质基本特征和地质构造基

本特征，确保简化、合并后的地质体能够显示其原有

的形态特征，正确表示地质体之间的新老接触（压

盖）关系，断层与地质体之间的接触关系，蛇绿岩、榴

辉岩等特殊地质体在“重要标识符”项下用“1”标识，

地质代号简化为Qh、K1g、J3l、J2b、T3f等。

（3）规范地层空间数据属性

以表 3为模型，修改地层矢量数据的属性结构

表，调整、修改字段名称、字段顺序和字符类型等，参

考地学资料完善单个字段的属性描述内容，确保单

个地质体的地学信息的完整性。

3缩编方法的实现
（1）建立编图模型

建立表2所示的慈湖地层数据缩编模型，表中地

层以年龄排序，上部为新地层，下部为老地层。第四

纪地层划分单位不变，保留Qpx、Qh代号；原图中白

垩纪姑山组地层分为5段，合并为姑山组；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大王山组地层分为3段，合并为大王山组；

晚侏罗世龙王山组地层分为 4段，合并为龙王山组

……以组为最小地层单元合并地层。慈湖花岗斑

岩、正长斑岩等侵入岩的时代多为白垩纪早期，按时

代将侵入岩插入相应的地层间。角度不整合和平行

地质年代

新生代

中

生

代

…

第四纪

白

垩

纪

侏

罗

纪

…

全新世
更新世

早

白

垩

世

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

晚
侏
罗
世

……

目标图
代号
Qh

Qpx
γπ

K@1g

J@3K@1d

角度不整合

J@3l

……

单位名称
全新统
更新统

酸性岩脉

早白垩统

晚侏罗统-

早白垩统

晚侏罗统

……

源图
代号
Qh

Qpx
γπK@1$2
K@1g$5
K@1g$4
K@1g$3
K@1g$2
K@1g$1

J@3K@1d$3
J@3K@1d$2
J@3K@1d$1

J@3l$4
J@3l$3
J@3l$2
J@3l$1
……

名称
全新统
下蜀组

花岗斑岩脉
姑山组五段
姑山组四段
姑山组三段
姑山组二段
姑山组一段

大王山组三段
大王山组二段
大王山组一段

龙王山组四段
龙王山组三段
龙王山组二段
龙王山组一段

……

子类型

0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重要性

标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表2 地质演化关系表

Tab.2 Relation-table of geolog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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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整合界线等特殊地质界线插入在地层间，如在大

王山组和龙王山组间的地层界线是角度不整合。

（2）数据预处理

检查原始地层空间数据，以DD2006-06《数字地

质图空间数据库》为标准，规范地层矢量数据的要素

分类、拓扑关系、属性结构和文字内容，使其地学语

义、矢量数据质量和属性数据描述等符合编图者的

要求。对照图例，逐网格检查图面单个地质体，核实

其空间位置、地层代号和属性代码：图面地质体代码

为Qhfl，图例为Qh，属性填写为Qhfl，三者不统一，多

类地质体有此类问题，逐一修改；运用区拓扑查错工

具检查图斑的拓扑关系，进行拓扑错误处理如删除

表3 属性结构

Tab.3 Structure of attribute

要素类名称

数据项名称

地质体标识号
原编码

地质体类型代码
地质体名称

地质体主要岩石名称
地质体岩石特征

地质体时代
地质体下限年龄值
地质体上限年龄值

地质构造区划
子类型标识

地质体重要程度标识

地质体面实体

标准编码

Feature_Id
Source_Id

Feature_Type
Geobody_Name

Rock_Name
Rock_Character
Geobody_Era

Geobody_Age1
Geobody_Age2

Tectonic_division
Subtype

Sign

数据类型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Character
Double
Double

Character
Integer
Integer

数据
存储长度

20
30
30
50
100
100
20
10
10
50
2
2

备注

地质代码



重复图斑等；按地质代号属性字段值检查每一类属

性所对应的图斑，理清图斑类别：图例中出现的Qpb

地层在图面无对应图斑，经检查确认图上无该类图

斑。预处理后的数据满足缩编软件要求，不因数据

本身质量而影响后续缩编过程。

（3）软件自动缩编地层图斑

软件自动缩编地层图斑基于两点：图斑所带的

地学属性和地层缩编规则表。软件缩编过程操作

如下：

a.打开 iMapower软件的图斑缩编界面，在“源数

据图层列表”和“成果数据图层列表”下添加1/50 000

地层数据矢量文件；

b.在图2“编图模型与专家知识库”下导入“地质

演化关系表”和“属性字段匹配表”，建立图斑属性和

缩编规则间的匹配关系。

c.点击图3“地质体综合”下的“同属性全图合并”

功能，软件后台自动执行图斑的检索、合并、边界更

新、属性叠加和拓扑重建。

d.选择“地质体综合”下“消除碎岩体”功能，设置

图斑面积下限为16 mm2，“夸大”处理特殊地层图斑、

“地质体边界圆滑”。

4缩编效果分析
选取图4中的图斑局部来分析缩编效果。左图

为1/50 000的原始图斑，包含K1g1、K1g2、γK1
2、ηοK1

1、

αμK1
1等图斑，在缩编规则中将此类图斑对应合并为

K1g、γK1、ηοK1、αμK1等地层，软件自动合并了多个图

斑，形成如右图所示的缩编后图斑数据。对比缩编

前后的图斑数据，从图面效果，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

几方面对数据进行检查后发现：合并后的图斑在图

面上保留了外围边界、原有共用边界被清除，图斑参

数继承合并前多类图斑中的其中某类图斑的参数；

图斑空间数据完整，拓扑关系也自动更新且符合拓

扑学定义；属性数据结构和描述内容完整且合并继

图3 缩编界面

Fig.3 Interface of generalization

图 2 缩编规则导入界面

Fig.2 Interface of generalization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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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了原有图斑的文字信息。

（1）实现多种尺度地层图斑的缩编

本文所讨论的缩编方法具有通用性，不限制数

据范围、尺度、专题内容等要素，可以用来处理 1/5

万、1/25万、1/50万、1/100万、1/150万、1/250万等地

学成果数据，编制更小比例尺地质图。

（2）图斑缩编自动化程度高

与手工缩编地质图相比，利用 iMapower软件缩

编地层数据，编图处理过程和操作流程可归为人机

交互式，图斑缩编过程中的空间数据合并，属性叠加

体现了数据分析和控制决策的智能化、自动化。

（3）具有可靠的缩编速度和精度

通过在地质演化关系表中修改地层类别记录来

控制图斑缩编的规则，编图规则灵活，人工耗时较多

的图斑缩编处理部分依靠软件读取，缩编时间以分

钟和小时计算，避免人工误操作，提高了缩编精度。

5结论
地层属性的图斑批量缩编方法主要以地层的代

号属性为分析字段，地层缩编规则以表单形式出现，

用于模拟不同地层分区的演化序列，借助 iMapower

软件的同属性合并功能来实现地层图斑的属性检

索、拓扑关系判断和缩编决策操作、图斑的合并和

缩放、边界的删除和圆滑等的半自动化、智能化的

缩编。通过将该方法用于1/50 000地层图斑缩编成

1/250 000图斑，得到较为理想的缩编后图斑效果。

与传统的缩编方法相比，该方法将纯手工或简

单的人机交互缩编地层方法转向半自动化、智能化

方向，能方便、灵活地实现多种尺度地层图斑的缩

编，自动化程度高，缩编速度和精度可靠，具有推广

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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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斑缩编效果

Fig.4 Effect of the generalizing strata-poly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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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 of generalizing polygon in bulk based on strata- attribute

MA Ming，WU Han-yu

（Nanjing Centre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 Nanjing 210016，China）

Abstract：During the research of geology，the geological message which derives from the evolution of several

geological motions is numerous and complex. When we generalize the multiply，isomeric strata Gis data，the

traditional method mainly relies on manpower: the workers judge the attributes of the strata then the general Gis

software is used to merge strata vector-data seriatim，the method is less efficient. Research objective：searching

the mean of generalizing strata Gis data in bulk according to the strata- attribute. Research method: strata

polygons are generalized from 1/50 000 to 1/250 000 on account of iMapower software，the rule of

generalization i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s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of geologic bodies，thus

testing the result of the generalization. Research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the

aforementioned method is flexible，efficient，therefore，it still can be applied to deal with strata data which has

arbitrary scale or regional sign.

Key words：Gis；strata data；generalizing polygon；in bu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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