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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质图编制专业性强、工作量大，编图环节繁琐，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国地质图的编
图技术发展提供了支撑。在地质大数据环境下，提出基于地质知识驱动的地质编图技术，通过构建地质编图时空综合模型和
地质代号智能识别模型，可以对多图幅的沉积岩、
侵入岩、
火山岩、
变质岩、
构造等地质要素进行人机交互式、
自动化、
智能化地
图元综合、断层简化、线形圆滑、图幅接边等。近年来，基于该技术在青海东部地区、河南洛阳、郑州地区及京津冀多地区开展
的编图实践表明，
该编图技术能够显著提高地质编图工作效率，
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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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pecific compilation of geological map and reduce human workload,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 new method to update the previous geological maps compiled decades ago. After study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AI & BigData, the authors constructed the spatial- temporal model of generalization and the intelligent model of the geological
annotation. Then a new technology was developed with which small scale geological maps can be converted to genera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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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maps in a big data environment through compilation. The technology for mapping is called iMapower. Practically, the
geological features, such as sedimentary rocks, intrusive rocks, volcanic rocks, metamorphic rocks and structures, can be processed
intelligently, interactively, automatically with iMapower based on geological knowledge. The processing procedures include
geological body merging, geoline simplification, fault generalization，feature representation，legends illustration, etc. In its application
to several pilot areas such as eastern Qinghai Province, Luoyang area, Zhengzhou area and Jingjinji area, the efficiency is obviously
improved. The iMapower is proved to b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Key words: geological map; compiling technology; spatial- temporal model; geological knowledge; geological generalization;
intelligent annotation

地质图数据，是区域地质填图和科学编图的重

图工作载体的升级转化，以及编图平台 [39-40] 和工作

要成果体现形式和载体，是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基

流程信息化手段[37-40]的进步。针对地质图件专题内

础依据[1]。20 世纪 80 年代，高精度、高速度的新型机

容编制与建库应用的专业化需求，叶天竺于 2001 年

[2]

助制图设备应用 ，使得全数字化地质图编制生产

提出了在地质图空间数据库环境下，开展地质图编

逐步取代手工编制 ，完成了制图载体转换；90 年

图更新工作的六点实质内容，包括图幅拼接、地质

代，出现专业的 GIS 制图软件和图形处理功能，应用

体归并、断层综合、地质界线化简、地质体代号标

于基础地理信息测绘图件制作与服务；21 世纪初，

注、制图表达等功能[41]。邬宽廉基于 ISO/DIS 19117

数据驱动制图技术得到发展[4-5]和应用[6-7]，引领了地

地理信息图示表达国际标准 [42-43]，利用 Fortran 语言

图制作生产的发展方向[8-12]；今天，地学工作者开始

开发了全自动 GIS 编图软件，尝试开展针对地质图

[3]

探索专家知识系统

[13-20]

、自动综合

[17-23]

等技术在地图

编图的专业应用。
当前，中国需要及时地开展 1∶25 万分幅地质调

制图工作中的应用。
目 前 ，国 际 上 通 用 的 编 图 软 件 有 ArcGIS、

查成果图件的更新，
并适时地开展省级、
区域和全国

MapInfo、GeoMedia、MapGuide、GRASS、CorelDraw

等不同层次的 1∶50 万、1∶100 万、1∶150 万、1∶250 万、

等。国外做了大量数据驱动制图模型和框架研究，
对

1∶400 万等比例尺地质图数据更新，以解决社会各

GIS驱动下的制图方法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

界对地质数据的需求[44-45]。

[5-7]

。

通过深化 GIS 软件对专业制图应用积极支持，

利用传统的地质编图方法进行地质图更新，编

ESRI 公司的 ArcGIS 10 支持数据驱动制图 ，在制图

图效率低、成图速度慢，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

的人性化、
细致化、
批量化、
自动化方面进行了相应的

间 [46- 47]。基于最新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丰富和完善。随着云技术的出现与应用，ESRI 推出

展，本文提出了基于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和地质知识

了在线编图系统 ArcGIS Online，
英国地质调查局

的编图技术方法流程，系统地研究了地质图综合编

[6]

[24-25]

[26-27]

及OneGeology 官方网站

1970 年 Douglas 等

提供在线地质图制作。

图关键技术，研发的智绘地质编图平台在实际应用

,De Berg 等

中提高了地质编图工作效率。

[28]

[29]

,Jones[30],

Saalfeld 等 ,Galanda 等 学者针对地图综合工作，开
[31]

[32]

展 了 简 化 、消 除 、夸 大 等 图 形 综 合 算 法 研 究 工

1

数据与知识驱动的地质编图理念与模式

作[28-32]，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应用，为地质图的综

地质编图，是通过对已有的地质图的地质数据

合工作奠定了算法基础；1990 年提出的细胞自动模

和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及处理，并按照一定的编图

型算法支撑了制图表达应用 ；2009—2012 年加拿

技术要求表达地质内容的过程。典型的地质编图

[33]

大地质调查局研究开发了基于 ArcGIS 的 GeoScaler
地质图缩编软件

[34-35]

，能够自动进行地质体归并等

缩编工作，但不能解决地质体间的相互关系、制图
与数据库建设一体化等问题。

②线要素的抽稀；③面要素的归并；④曲线的圆滑；
⑤地层/地质体代号的重新赋予；⑥图示图例的自
动生成。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李廷栋、丁孝忠研
究团队基于通用 GIS 软件平台 MapGIS、ArcGIS，开
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编图工作

过程包括六方面的工作：①图幅之间的自动拼接；

[36-38]

，取得了地质编

1.1

数据驱动和知识驱动地质编图
数据驱动就是利用数据对处理过程和操作流

程进行控制。知识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数据，知识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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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是高级形式的数据驱动，即依据领域专家知识进
行分析推理、做出过程处理或控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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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交互式）自动地、智能地进行接图、地质体综
合、符号表示及制图表达等过程处理，形成成果图

数据驱动地质编图，是利用已有的地质图、地
质规律等数据，应用信息技术对编图处理过程和操

件的计算机辅助编图技术。
2.1

作流程进行控制，其目的是实现（人机交互式）自动
化；专家知识驱动地质编图，是依据编图区构造、岩
浆活动、沉积环境等地质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推理
分析，提出地质图编辑决策，完成地质图的编制，其
目的是实现编图的智能化。
知识驱动地质编图，是在充分利用已有的地质

地质体数据模型
地质图空间数据是以图形方式描述的地壳各

种信息及其演变过程。地质体数据具有空间位置、
物质、构造、时间等多维特征：①空间位置属性 X；②

空间位置属性 Y；③空间位置属性 Z；④物质、构造
属性；
⑤时间属性。

以地质专业性、客观性、普遍适用性为基础建

图空间数据基础上，按照数据驱动地质编图技术建

立模型，立足于所描述的地质体表现出的客观信息

立的编图专家知识库，依据编图规则，通过分析地

和地质学范畴，
通过要素类的图形和属性对地壳模型

质体的空间特征、属性特征，自动地或人机交互式

进行客观、合理的描述，即用 GIS 的要素类图形对地

地完成面、线、点地质体空间和属性信息综合、地质

质信息的空间位置属性进行描述；
利用要素类属性表

体表达与符号标注、图幅接图、图饰元素制作，并形

对物质、
构造、
时间等属性进行描述。采用
“被覆盖地

成成果图件和数据库的过程。

质体”描述地表所反映的河流、沙漠、沼泽等地理内

1.2

容。地质体要素类的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新地质编图模式
与传统编图模式下信息技术人员、地质业务人

选取地质体相对客观的地质信息为属性内容，

员在编图过程中的多次交互分工、协同工作不同，

如表 2 所示。为了便于在编图中对接使用 RgMap

数据驱动编图模式面向地质业务人员，新模式下技

区域地质填图成果数据，模型设计上继承了野外填

术研发人员首先将编图全过程需要的信息技术支

图系统中_GEOPOLYGON 要素类中的部分属性字

持工作转化为地质业务人员能够理解和应用的技

段，包括数据项名称、编码、数据类型和数据长度，

术模型，地质业务人员按照技术研发人员制定的模

增加了地质体主要岩石名称、地质体岩石特征、地

型将相应的地质图数据、地质知识输入到编图平台

质体重要程度标识 3 个字段，分别为字符型、字符型

中，即可自动地或交互式地开展并完成地质编图工

和整型。

作。数据驱动地质编图模式如图 1 所示。

2.2

2

地质体演化时-空模型
数据驱动编图，实现地质学家的编图思想与计

关键模型与方法技术研究

算机编图平台的有效沟通，达到计算机平台可以理

数据驱动地质编图技术，即在地质图空间数据
库环境下，以地质编图知识为基础，按照地质规律

解地质学家的编图思想。其本质是利用地质编图
综合知识，开展地质体归并、化简、圆滑、图示表达、

图 1 数据驱动地质编图模式
Fig. 1 Mode of geological compilation driven by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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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面状地质体要素内容
Table 1 Geological features of polygon
地质内容

描 述
正常沉积地层单位

沉积岩

火山沉积地层单位

变质岩

变质地层单位

非正式地层单位
侵入岩年代单位
变质变形侵入体(变质深成侵入体)
侵入岩

次火山岩
侵入岩谱系单位
脉岩（依比例尺）

构造

构造变形带构成单独实体，
如碎裂岩、
构造角砾岩等，
能够在圈出边界

变形带
矿产

地质图中表示出的矿脉、
矿化脉、
矿层、
含矿层等

被覆盖地质体

被水体、
冰雪及其它所覆盖的部分地质体

代号标注、制图等工作。因此，首先需要分析提取
地质学家掌握的制图综合知识，并将其转为电脑可
读取及识别的模型。

质事件演化序列；②编图区地质演化序列；③模型
规则库；
④样本特征库；
⑤参数库；
⑥算法。

地质演化知识表是地质编图人员应用最多的

专家知识库是由基础地质空间序列、时间序

知识表，以二维表的形式表达，如表 3 所示。反映编

列、地质客观规律、制图综合规则等构成的数据库，

图区源图件不同地质年代的地层、侵入岩、变质岩

包括要素综合知识和地质知识两方面内容，是人工

及其代号，目标图件对应的归类或综合后内容以及

智能编图的知识基础。编图工作开始，地质专家将

地质体间的接触关系。编图区地质演化知识表，从

与编图有关的数据放入专家知识库；编图过程中，

全国、地区级别的知识库中自动提取，人机交互式

根据需要智能编图平台从专家知识库中调取有关

生成。

数据，做出编图决策，对地质图要素进行处理，最终

2.3

完成成果地质图和数据库。知识驱动实现有效的
人机沟通，
充分体现了人机融合。

制图表达方法
符号是地图表达的语言，符号及其渲染关系着

制图的整体效果和传达的信息量。采用基于规则

专家知识库采用关系型数据库，以二维表格及

的表达方法，利用要素的空间位置与属性信息，依

相互间的逻辑关系存储地质学家的编图知识，包括

据制图技术规范中属性与图示的关系规则，自动地

六方面的内容：①全国基础地层分区、构造格架、地

完成地质图中的图示符号、代号、辅助要素等的渲

表 2 面状地质体属性模型
Table 2 Fields of geological polygon feature
序号

要素类名称

地质体面实体

数据项名称

标准编码

数据类型

数据长度

1

地质体标识号

Feature_Id

Character

20

2

地质体类型代码

Feature_Type

Character

30

3

地质体名称

Geobody_Name

Character

50

4

地质体主要岩石名称

Rock_Name

Character

100

5

地质体岩石特征

Rock_Character

Character

100

6

地质体时代

Geobody_Era

Character

20

7

子类型标识

Subtype

Integer

2

8

地质体重要程度标识

Sign

Integ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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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标注与制作。

间模型解析属性代号字段内容，自动标注地质代

编图技术规范或要求，规定了点、线、面地质体

号，自动识别组成地质体代号字符中的上标、下标、

符号的形状、大小、花纹、颜色及代号，建立地层、侵

正体与斜体，之后通过调整地质代号的位置与压盖

入岩、变质岩及断层、构造等地质体的属性类别与

关系达到制图规范效果。同时，非监督学习状态

地质符号的关系模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基于数

下，ZHDK 模型能够学习不常见的地质代号样式并

据驱动的地质图图例符号库。

将其作为识别基础。

2.4
2.4.1

向量空间基本模型包括 3 个：代码分组多维向

地质代号向量空间模型

量空间、字符类型多维向量空间、地质代码类型向

地质代号组成
地质体代号，
是地质图的重要构成内容，
是为了

量[50-51]。其中，代码分组向量，是待标注地质代码的

便于从地质图上读取地质体的属性信息而在图面注

字符串与基本地质代码库中多个字符串的字符

记的符号。地质体代号，
是按照一定规则表达地质内

“与”运算值，该值由多位字符 1 和/或 0 构成；
字符类

容的符号语言，由年代、岩性、地质体名称等内容组

型多维向量，是构成地质代码的可能字符类型划分

成，
分为地层代号、
侵入岩代号、
地质年代代号等。按

向量空间，如 0 代表小写英文字符、1 代表大写英文

照岩石地层单位表达精度，
又可采用群、
组、
段以表示

字符、2 表示数字等；地质代码类型向量，是按照地

到相应的详细程度，
由时代+正体/斜体的群、
组或段

质年代、岩性、名称等划分的向量空间，分别用 101、

名字构成；
侵入岩代号用年代+岩性表示。

102、103 和 104 表示。

2.4.2

2.4.3

ZHDK 模型

标注样式知识

为了利用计算机批量生成地质体单位代号注

表 4 为标注样式知识，包括地质体属性内容与

记，本研究建立了基于地质体综合相似相关理论的

地质图制图预期标注的效果。图 2 为采用 ZHDK 模

ZHDK 模型，以及基于向量空间模型

型自动化标注的效果。

[48-49]

特征，通过

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建立地质体代号标准知识
库。监督学习状态下，通过读取并按照《国际年代

3

编图技术平台

地层表 V2015/01》和《中国地层表（2014）》规定的地

基于相似相关地质编图理论，以及数据驱动编

层单位的地质年代等代号及相关样式，通过向量空

图相关技术模型和知识库，在 MapGIS10 和 ArcGIS

表 3 地质演化知识表基本内容
Table 3 Contents of geological evolution knowledge
地质年代

地质体（目标图）
代号

名称

第四纪

Qhal

……

……

地质体（原图）

要素重要度

代号

名称

全新统冲积

Qhal

全新统冲积

0

……

……

……

……

角度不整合

白垩纪

K 1h

河口群

K@1H$8

河口群八组

K@1H$8

河口群八组

…

…

K@1H$8

河口群二组

K@1H$8

河口群一组

1

角度不整合

侏罗纪

……

δμJ

侏罗纪闪长玢岩

Jδμ

灰绿色闪长玢岩

0

γδJ

侏罗纪花岗闪长岩

Jγδ

灰白色花岗闪长岩

0

ηγJ

侏罗纪二长花岗岩

Jηγ

浅肉红色二长花岗岩

0

δοJ

侏罗纪石英闪长岩

Jδο

灰白色石英闪长岩

0

δJ

侏罗纪闪长岩

Jδ

暗灰色闪长岩

0

J2y

窑街组

J@2y

窑街组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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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地质体属性内容与标注样式要求
Table 4 Required styles of annotation
序号

地质体代号字段内容

标注样式要求

1

δηJ2

δηJ2

2

λπJ2

λπJ2

3

Qp2pal

Qp2pal

4

O2m

O 2m

数据管理等功能，功能框架如图 3 所示。

4
4.1

图 2 地质代号标注效果示例

技术流程与编图应用
基本处理流程
编图基本处理流程如图 4 所示，主要包括 3 个

Fig. 2 Samples of annotated styles

阶段。
平台二次开发了智能地质编图软件——智绘地质

第一阶段，数据准备和预处理。选取编图区地

iMapower。软件能够模拟地质编图专家的思想和

质图空间数据库为源数据，并对其进行校正、拓扑

编图流程处理地层、侵入、火山和变质岩等地质体

等预处理。同时，地质人员梳理编图区的构造、地

和地质构造数据，在数据驱动模型下自动地或人机

层、侵入、火山等地质知识，并按照知识模型建立知

交互式地完成由大比例尺地质图缩编小比例尺地

识库。空间数据和地质知识是本技术自动化处理

质，并同步完成相应空间数据库建设，减少了编图

的基础。

及建库过程中大量繁杂、枯燥的机械性工作。软件
具有数据预处理、要素综合、制图表达、质量检查、

第二阶段，地质图编图综合，是编图的关键。
以第一步空间数据和知识数据为基础，在 iMapower

图 3 智绘地质功能总体框架
Fig. 3 General framework of iMapowe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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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和第二阶段形成的空间数据为基础，iMapower 平
台依据知识库中地质图表达的内容自动进行图示
表达、生成符合地质图要求的图例。地质人员在平
台选取需要的整饰要素，形成终稿图。
4.2

编图应用
本编图技术在一线生产单位进行了推广应

用。基于基础的编图流程，在 iMapower 编图平台，
利用已有的 36 幅 1∶5 万实测数据编制了 1∶25 万洛
阳市幅地质图、4 幅 1∶25 万实测数据编制了 1∶50 万
郑州市幅地质图、8 幅 1∶25 万实测数据编制了 1∶50
万都兰-临夏地区地质图，以及京津冀 1:50 万大地
构造相图缩编，其成果图件得到相关专家认可。其
中，前期数据处理工作主要基于平台进行，末期图
面表达由地质人员优化。图 5 为都兰—兴海地区编
图成果图。

5

结

语

与传统编图相比，该技术减少了编图环节，舍
弃了扫描矢量化、地质人员勾勒地质体边界、数据
建库等过程。iMapower 编图平台全过程自动维护
地质体间的拓扑关系和地质体的压盖关系，将人工
维护工作量降低到 0；提高地质体要素综合工作效
率 50%以上；智能化标注地质代号，将人工标注地质
代号注记的工作量降到 5%左右；自动生成符合技术
要求或标准的地质图图示图例及整饰要素，能减少
人工工作量 80%左右。多地区应用验证了基于数据
和知识驱动的地质编图关键模型及技术的科学性、
图 4 编图流程图
Fig. 4 Processing flow

平台按照面、线、点要素的次序分别对 3 种地质体要
素进行综合。在平台分析推理的基础上，首先对地
质体面要素进行归并、化简、夸大、删除、聚合等处
理。其次，利用综合后的断层对面地质体进行“断

有效性和实用性。
与传统地质编图技术相比，尽管本方法技术总

体上提高了效率，但目前仍存在以下不足：①由于

需要地质知识库支撑，额外增加了地质人员的工
作；②部分复杂地质体综合、表达效果等难以达到
理想的质量要求，仍然需要后期人工修正；③人工

智能技术在地质图编图方面的应用研究尚处于起

裂”处理，并自动处理断层线和地质体边界的拓扑

步阶段，缺少全国层面的编图区域的地层、构造、岩

关系；地质界线由平台从地质体边界自动提取生

浆活动等知识模型和知识库。

成，并被自动赋予接触关系。最后，人机交互式综

致谢:在知识驱动的地质编图技术研究过程中，

合包括采样点、产状等点状要素。本阶段，需要由

叶天竺老师给予了前瞻性的思想、理念和方法指

地质人员在平台交互式处理地质内容不能匹配的

导，邓晋福老师给予了地学基础知识指导，对两位

接边。在处理的过程中，iMapower 平台自动维护地

专家的帮助表示深深的敬意。中国地质科学院地

质体间的拓扑关系和压盖关系。

质研究所丁效忠研究员有丰富的地质编图及技术

第三阶段，制图表达成图。以第一阶段的知识

应用经验，感谢其在本技术研究过程中给予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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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都兰—兴海地区地质图示意

地 质 通 报

Fig. 5 Compiled geological map of Dulan-Xinghai area

2074
2019 年

第 38 卷 第 12 期

2075

王杨刚等：基于空间数据和专家知识驱动的地质编图技术研究与应用

指导。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冯艳芳
教授级高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张长厚教授，大
区中心及部分省级地调机构的编图人员对技术应

Hydrology, 2015, (528): 773-789.
[16]Jean- Luc Monnot P H, Dan Lee. An optimization approach to
constraint- based generalization in a commodity GIS framework[M].
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Conference, Moscow, Russia, 2007.

用的支持。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韩坤英研

[17]Yin J T, Chen D W, Li Y D. Smart train operation algorithms

究员对论文中编图工作的完善提出了具体的修改

based on expert knowledge and ensemble CART for the electric
locomotive[J]. Knowledge-Based Systems, 2016, (92): 78-91.

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18]蓝荣钦, 杨晓梅 . 领域专家知识及其在空间数据挖掘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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