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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当前地图生产的特点、主要更新方法，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介绍了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地图生产的特点
与优势，最后从更新原则与更新关键问题角度出发，建立了基于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的地图快速更新机制，对当前的地
图快速更新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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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地图现势性是指地图所呈现的地理空间信息要尽可

能与制图区域当前最新情况相一致。 随着科技进步和时
代发展，作为地理信息重要传播载体的地图，其生产和应
用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地图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纸质
媒介，而是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１］ ，地图在服务政
府决策和方便人们生活等方面应用越来越广，而作为反
映地图质量重要因素的地图现势性成为地图生产者和使

用者关注的焦点，如何快速地获取地图变化信息实现快
速更新成为当前地图领域研究的热点。

１　 当前地图生产特点与主要更新方法

１．１　 当前地图生产工艺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早期地图生产是以区域相同、比例尺相近的成品地

图作为基本底图资料，结合多媒介资料进行现势性更新，
利用平面设计软件（如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Ａｄｏ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完成

地图整饰工作。 这种地图生产工艺主要存在两个弊端：
１）地图生产效率低、更新速度慢。 ２）由于平面设计软件
不支持空间坐标导致地图数据共享难度大［２］ 。 地理信息
系统作为获取、存储、模拟、处理、检索、分析与显示地理
空间坐标的综合技术系统，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部
门和各领域，为地图编制与应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３］ 。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数据库结构和管理方面的发

展，大部分地图生产单位已经建成了城市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库和一系列基础比例尺地理信息数据库［２］ ，并逐步
形成了一套基于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地图生产工艺，如图 １
所示。

当前地图生产主要在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和平面设
计两个软件平台中完成，在 ＧＩＳ软件中进行数据的分析和
预处理，然后将地理信息数据分地图注记和图形数据逐
层导出至平面设计软件中进行地图编绘。

当前的地图生产工艺较之于早期的地图生产，在制
图效率与成图质量上有了大幅的提升，但是制图数据与



图 １　 当前地图生产工艺流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ｆｌｏ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地理信息数据库是完全分离异构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
两个弊端：１）难以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地图成果，地
理信息数据转换至平面设计软件后丢失空间数据原有的

空　 　

间参考与属性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地图生产的重要信息。
２）难以利用地图成果更新地理信息数据库，由于空间参
考的丢失，在平面设计软件中对地图要素的任何修正或
补充，都不便于用来更新作为资料来源的地理信息数
据库［４］ 。
１．２　 当前地图更新主要方法

当前地图更新的基本流程包括：１）更新资料的获取；
２）更新资料的分析与处理；３）更新方案设计与评审；４）发
现地图变化信息；５）地图更新。 更新资料是地图更新最
为重要的环节，依据更新资料的不同，地图更新方法可分
为两种，一是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制图区域现势性高的资
料直接对地图进行更新；二是利用最新地理信息数据库
对地图进行更新。
１．２．１　 获取现势性资料用于地图更新

根据地图表达的主题以及成图的时间和比例尺，通
过各种途径搜集制图区域现势性高的资料用于地图更新

是当前地图更新的重要方式，结合实际地图生产，获取的
主要资料和途径以及更新的主要见表 １。

表 １　 地图更新的主要内容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ｐ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获取资料途径 获取的主要资料 更新的主要内容

测绘成果档案馆 影像数据

１）水系更新，如单线河流走向更新、面状水域范围线变化更新等
２）道路更新，如道路走向更新、新增道路的补充等
３）街区更新，如街区的新增与消失更新等

各政府机关网站 专题数据

１）水系更新，如新增水库的补充更新（水利部门）等
２）道路更新，如道路的等级、编号、在建道路的通车情况更新（交通部门）等
３）居民地更新，如村委会新增与消亡、乡镇级居民的变化（如乡改镇、县改区）更新（民政部
门）等
４）其他要素更新，如旅游资源的新增、等级变化更新（旅游部门），经济社会专题要素更新（统
计部门）等

互联网 互联网地图、互联网影像 通过互联网影像对水系、道路、街区等更新；通过互联网地图对 ＰＯＩ信息进行更新

业主信息反馈 地图表达相关的各类数据
提供影像数据、行业数据用于地图表达各类地理信息要素的更新；提供各类规划数据用于地
图表达规划要素的表示

１．２．２　 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库对地图进行更新
地理信息数据库是当前地图生产的数据基础，其现

势性直接影响了地图的现势性，依据发布的最新地理信
息数据库和标识地理信息数据现势性的 ＤＡＴＥ属性，结合
地图编制时采用的地理信息数据库版本，依据 ＤＡＴＥ属性
提取增量更新数据对地图按要素进行更新。

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库对地图进行更新的重要前提是

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更新，基础地理空间数据持续更新已
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及难点问题，众多学者对此
展开了研究。 Ｊｏｎｅｓ等［５］提出了基于知识库和推理系统获

取增量信息实现多尺度地理信息数据的更新；林艳等［６］

建立了增量信息理论模型，并基于该模型提出了地理信
息数据库增量更新方法；周炤等［７］认为基础地理空间数

据更新是一个综合利用多源数据相互比对、相互印证、综
合判断的数据融合更新的复杂过程；向红梅等［８］采用面

向地物要素的增量更新技术和基于数据库的缩编更新方

法，实现了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实时动态更新管理。 根
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增量更新是地理信息数
据库更新的主要趋势。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方式主要包括定期更新和

局部按需更新。 定期更新的方式成本高，总周期较长，数
据的整体现势性较好，但局部更新不一定及时；局部按需
更新的方式成本低，反应及时，但数据的整体现势性不
好，没有需求的区域有可能较长时间得不到更新［９］ 。

１．２．３　 当前地图更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１）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无法满足地图现势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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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当前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更新方式很难保证所有制图

区域的全部地理信息要素的现势性，而地图生产与更新
对数据的现势性要求高，二者的差异导致地图快速更新
需要地图编制人员通过获取现势性资料进行更新。

２）无法实现联动快速更新
当前制图数据与地理信息数据分离异构的特点导致

无法实现地理信息数据库和地图成果的联动更新。 这种
联动更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法实现最新地理信息
数据库对地图成果的直接更新。 当前的更新仍然需要进
行数据筛选、人工比对才能完成，而如果基于地理信息数
据库直接生成制图数据则可以通过替换地理信息数据库

版本的方式实现地图的快速更新。 二是地图更新成果无
法快速用于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 由于当前地图生产模
式下的制图数据空间坐标和属性信息的丢失，需要对地
图更新成果进行重新提取并进行格式转换、投影转换甚
至重新绘制图形等操作才能实现对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更

新。 如果能建立一种地图更新机制，提取变化信息，快速
对地理信息数据库进行更新，对于缩短更新周期、提高更
新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也能进一步实现地理信息数据库
对地图成果的快速更新。

要解决以上问题，最关键的是改变当前制图数据和
地理信息数据分离异构的现状，并建立地图生产与地理
信息数据库联动更新机制。 而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平台支持的
地理信息数据库驱动制图的地图生产模式是很好的一个

解决途径。

２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生产特点与优势

２．１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生产特点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是 Ａｖｅｎｚａ 公司针对 Ａｄｏ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 所

　 　

提供的插件，它将 ＧＩＳ 的数据特点与 Ａｄｏ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 的
强大设计环境相结合。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可以导入多种格式的
ＧＩＳ数据，这些导入的数据在 Ａｄｏ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中可以携带
完整的属性和空间坐标，并且所有输入的 ＧＩＳ数据的属性
和图形参数在制图过程中都能存储和编辑。 基于 Ｍ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的地图生产流程如图 ２所示。

图 ２　 基于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的地图生产流程
Ｆｉｇ．２　 Ｍａ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由图 ２ 可知，基于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的地图生产是在一个
软件平台中完成，可以直接导入地理信息数据库并进行
数据处理、地图配图规则设计等。 两种地图生产模式的
对比见表 ２。

表 ２　 两种地图生产模式的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ｍａ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

对比内容 当前地图生产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生产

地图数据组织
数据无空间坐标信息，地理空间数据转换为点、线、面、
文本四类

直接采用空间数据进行编绘，保留了数据的空间坐标和属性
信息

数学精度 丢失空间坐标，地图要素相对定位 保留空间坐标，地图要素可绝对定位

符号设计 针对点、线、面可快速设计符号
调用 ＡＩ完成，但可以保留符号的参数信息，在地图配图规则
中可通过参数进行符号的调整

地图注记
地图注记需要在 ＧＩＳ软件中配置，然后导出至平面设计
软件中

利用标注引擎直接对地理信息数据进行地图注记配置

配图规则
依据图示图例进行逐层配图，包括样式的复制和符号的
替换，配图较为耗时

通过地图主题，将配图规则与数据链接，可实现快速配图

地图共享 地图缺乏空间坐标，共享有限 地图具备空间坐标，共享程度高

２．２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生产优势
１）对空间坐标的支持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支持当前 ＧＩＳ主流软件的几乎所有空间

坐标，可以直接导入地理信息数据库，改变了制图数据与

地理信息数据分离异构的现状，真正实现了地理信息数据
库驱动制图。 对空间坐标的支持可以保证地图的数学精
度、方便地图共享，为地图成果和地理信息数据库联动更
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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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强大的数据交互性能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支持当前主流的 ＧＩＳ 数据格式导入导

出，提高了通过获取现势性资料对地图成果进行更新的效
率和质量，而对于当前地图生产主流平面设计软件 Ｃｏｒｅｌ⁃
ＤＲＡＷ和 Ａｄｏ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数据格式的支持，不仅方便调用
已有地图编制成果，还能改造已有地图成果使其具备空间
坐标，实现数据共享。

３）依托平台的主流性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和 Ａｄｏ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是当前地图生产的主

流软件平台，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依托 Ａｄｏ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具备了对
地理信息数据强大的支持功能，同时也能很好地利用
Ａｄｏ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ｏｒ的图形编辑、色彩模型、地图特效等功能，
降低了改进当前地图生产工艺的成本。

３　 地图快速更新机制的建立

３．１　 地图快速更新机制建立的关键问题
基于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的快速更新机制建立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库对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地图成果
进行联动更新，建立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地图成果与地理信息数
据库匹配关系，通过自动检查更新实现；二是利用 ＭＡ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ｒ 地图成果 对 地 理 信 息 数 据 库 进 行 更 新， 将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的地图最新成果导出进行更新，避免人工比
对和重复性生产。 地图快速更新机制建立的流程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地图快速更新机制的建立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ｍａｐ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３．２　 地理信息数据库对地图成果联动更新机制
的建立

３．２．１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地图数据源管理与自动检查
更新

采用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的地图数据源管理建立地图成果各

图层的数据源链接，通过自动检查更新的操作，利用地理
信息数据库直接对地图成果进行更新并能保留相应要素

的符号、样式和注记等。
３．２．２　 更新原则

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库对地图成果的更新应遵从以下

３个原则：１）数据源一致性原则。 是指地图成果的数据源
链接必须为地图编制时导入的地理信息数据库，可根据地
图更新需要针对部分要素建立数据源链接。 ２）比例尺一
致性原则。 地图编制时会依据地图表达的需要对线状和
面状地理信息要素进行综合，只有当二者比例尺相当时才
能进行线状和面状要素的联动更新。 ３）现势性原则。 地
理信息数据库定期发布不同的版本，应根据地图更新的需
求，选择合适的版本对地图成果进行更新。
３．２．３　 更新机制流程

为了保证联动更新的质量，针对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
的特点和地图成果的需求，应遵从以下流程：

１）明确地图设计相关信息
明确地图设计中使用的地理信息数据库版本、地图成

果的比例尺与空间坐标、地图要素的表达特点、地图编制
专业技术设计书的审批情况等，以上信息明确后方可建立
地图的联动更新，否则不予建立。

２）地图自动检查更新设置
地图自动检查更新是通过在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中建立数据

源链接后采用其自带的自动检查更新功能实现的，实际作
业时直接替换导入数据源路径下地理信息数据库即可。

３）地图更新后审校与验收
经过地图自动检查更新后的地图成果需经地图审校

与验收后才能作为最终地图成果使用，地图的审校、验收
遵从地图生产的相关规定执行。
３．３　 利用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成果对地理信息数据

库进行快速更新

３．３．１　 地图更新信息提取与更新字段设计
地图更新信息提取是利用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成果对地

理信息数据库快速更新的重要前提。 为了便于变化信息
的提取，利用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进行地图生产的过程应对更新
的地理信息要素进行时间标识并保证要素的唯一性，比如
当利用影像资料对某段道路走向进行修改后应该对整条

道路进行时间标识，而不是将道路打断只对变化的路段进
行时间标识，这样就可以直接替换地理信息数据库中的数
据，提高更新的效率。

结合地理信息数据库结构和地图快速更新的需求，建
立用于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的地图成果各要素的属性表，
属性表包含地理信息数据库各要素的属性字段和地图快

速更新的属性字段，其中地图快速更新的属性字段，见
表 ３。

其中，检查者和审核意见在利用地图成果对地理信息
数据库更新时填写，其他信息在地图生产过程中填写。 其
中审核意见分为同意用于更新、不同意用于更新及待定，
待定是指地图成果需进行要素细化（或综合）才能用于地
理信息数据库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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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地图快速更新的属性字段
Ｔａｂ．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ｍａｐ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字段名称 字段定义 类型 长度 字段说明

ＺＳＯＵＲＣＥ 资料来源 Ｔｅｘｔ ２５ 更新资料来源

ＺＲＥＡＭＲＫ 资料说明 Ｔｅｘｔ ５００ 更新资料说明

ＳＣＡＬＥ 比例尺 Ｔｅｘｔ ５０ 地图成果的比例尺

ＤＡＴＥ 时间 Ｔｅｘｔ ８ 地图更新时间

ＣＯＲＲＥＣＴＯＲ 修改人员 Ｔｅｘｔ ８ 更新者

ＣＨＥＣＫ 检查人员 Ｔｅｘｔ ８ 检查者

ＡＵＤＩＴ 审核意见 Ｔｅｘｔ １００ 审核意见

３．３．２　 更新原则
利用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成果对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更

新应遵从以下 ４ 个原则：１）数据结构一致性原则。 提取
地图成果的数据结构应与地理信息数据库一致才能入库

更新。 ２）比例尺一致性原则。 地图成果的比例尺应与地
理信息数据库的比例尺（针对线状和面状要素）相近时才
能进行更新，否则应对要素进行制图综合或细化表达后
才能用于更新。 ３）地图成果审查原则。 地图成果必须经
过检查、验收或变化信息更新确认准确无误后才能用于
更新。 ４）要素协调性原则。 当地图成果用于地理信息数
据库更新后应确保与之相关的其他要素的变化更新、相
对位置关系更新等。
３．３．３　 更新机制流程

１）明确地图成果审校验收情况
包括地图生产中的检查记录表、验收报告、地图审图

批准文件等，这些信息是判定地图成果准确性的重要依
据，是能否用于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的前提，没有审校验
收相关文件的不能用于更新。

２）明确地图成果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地图成果的名称、比例尺、空间坐标、制图

区域、服务对象、采用的制图数据等，这些信息的确定是
判定能否用于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的重要依据。

３）明确地图成果更新资料情况
地图成果中如有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库以外资料进行

更新的需要进行说明，应明确资料的来源、形式、比例尺、
空间坐标、现势性以及资料的处理等。

４）地图成果用于更新前审核
结合 ２）、３）对地图成果能否用于地理信息数据库更

新进行地图审核，并填写审核意见。
５）地图成果更新信息提取与导出
审核通过后，依据表 ３的 ＤＡＴＥ属性提取地图成果更

新信息并将成果导出地理信息数据库相应数据格式，对
于投影坐标信息不一致的应在导出前在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中
进行投影坐标转换后再导出。

６）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要素关系处理
利用地图成果更新地理信息数据库中相应地理信息

要素时应注意处理与相邻要素的空间位置关系，确保各
要素位置关系的准确性和协调性。

７）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检查验收
地图成果用于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经过检查后地图

快速更新字段应删除，并依据地理信息数据库规范填写
相应的更新说明，经过检查验收后才可发布使用，检查验
收遵从地理信息数据库的相关规定执行。
３．４　 应用示范

本研究将基于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的地图快速更新机制应
用于服务乡村振兴的“一乡一图”工程，实现了地图快速
更新，地图与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效率提高了近 ５０％，取
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

１）地理信息数据库对地图成果的快速更新
地理信息数据库对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地图成果快速更新

如图 ４所示。 图 ４左侧为地理信息数据库的街区最新成
果，其新增了部分街区，并且片区名称由“翠园”改为“东
方山庄”；图 ４ 右侧为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软件下潭城镇地图成
果，通过数据源管理和自动检查更新，实现了地理信息数
据库对地图成果的联动更新，显著地提高了更新效率。

图 ４　 地理信息数据库对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
　 　 　 　 成果快速更新应用示范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ｔｏ ｕｐｄａｔｅ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ｍ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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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每一次增加 ５％，对地类赋值正确的比例进行统计， 各村按算术平均数计算得出统计结果，见表 ２。

表 ２　 阈值设定和正确率对应表
Ｔａｂ．２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ｒａｔｅ

阈值 ５０％ ５５％ ６０％ ６５％ ７０％ ７５％ ８０％ ８５％ ９０％ ９５％
正确率 ７２．６５％ ７２％ ６３．６８％ ６９．８７％ ６８．８％ ６７．５２％ ６４．３１％ ６１．３２％ ５８．５％ ５４．２７％

　 　 根据实验情况，阈值设定在 ５０％—５５％的预判地类准
确度最高，考虑到有部分图斑是发生空间或地类变化的，
即无法进行自动赋值，因此，通过该方法能够在未发生变
化或部分未发生变化的图斑中很好地继承二调图斑属

性。 当然可根据图斑的变化程度对阈值进行调整，变化
程度越高阈值需设置越低。

５　 结束语

该方法不仅能够进行地类编码的自动赋值，还能将
相关国土、林业数据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数据、旱改水、
高标准农田、设施农用地审批、土地整治、林业调查等相
关信息通过综合匹配的方式挂接到三调图层中，再通过
人工判断快速进行数据生产。 目前，该方法已经在
ＡｒｃＧＩＳ平台实现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作业员的工作效率。
未来可继续探索通过属性相似度的分析，将关联数据信
息匹配到三调数据图层中，为全国第三次土地调查数据
建库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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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成果对地理信息数据库快速更新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成果对地理信息数据库快速更新如
图 ５所示，图 ５左侧为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潭城镇地图成果，根据
地图表达的需要增加表示了村界，图 ５右侧为将地图成果
的村界提取出来，依据更新机制的原则和相关流程，实现
了对地理信息数据库村界的快速更新，显著地提高了地
理信息数据库的更新效率。

图 ５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地图成果对地理信息
　 　 　 　 数据库快速更新应用示范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ｍａｐ ｔｏ ｕｐｄａｔ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４　 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当前地图生产的特点与主要更新方法，

并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地图生产的特
点与优势出发，建立了地图快速更新机制，显著地提高了
地图和地理信息数据库的更新效率，为地理信息数据库
和地图的快速更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制图综合依然是
当前地图快速更新的难点，建立多比例尺地理信息数据
库，实现不同比例尺地理信息数据库之间的联动更新是
当前地图生产与地图快速更新的研究热点，也是地图快
速更新机制需要深入研究和完善的方向。

参考文献：
［１］ 　 花存宏，龚丽芳，任易．“互联网＋”时代地图市场发展趋

势及对策分析［Ｊ］ ．测绘通报，２０１６（７）：１２６－１２８，１３２．
［２］ 　 杨顺坡，于良浩，周宁，等．基于 Ｍ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 软件的地

图编制方法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 Ｊ］ ．城市勘测，
２０１６（５）：１１０－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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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外泄漏改正不充分造成的 ２０％的信号量变化，则为
５．０±３．８ ｍｍ ／ ｙｒ，与 ＧＳＦＣＭ 基本一致，说明 ＪＰＬ 的年际信
号与其他数据估算结果的差异主要是内泄漏改正不充分

导致的。 相比 ＧＬＤＡＳ 数据， ＪＰＬＭ 的内泄漏改正效果
更佳。

３　 结束语
本文使用卫星重力、卫星测高与温盐数据研究红海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质量变化，分析比较了不同数据结果的季
节性信号与年际信号，主要结论如下：

１）红海质量变化主要受季节性信号影响，在冬季呈
正增长趋势，夏季呈负增长趋势。 红海地区周年信号显
著且分布较为均匀一致，半周年信号较弱，易受数据误差
的影响。 ＧＳＦＣＭ估算的红海质量变化的周年与半周年振
幅为 １９．６±１．０ ／ ３．５±１．０ ｃｍ，与测高－比容结果（１９．２±０．９ ／
４．１±０．９ ｃｍ）基本一致，两者时间序列相关系数为 ０．９８，说
明卫星重力数据能够有效监测红海质量变化。 将卫星测
高数据作为模拟数据进行泄漏误差改正模拟实验，结果
表明红海地区尺度因子恢复信号相比真实信号的信号量

减小了 ２０％，说明 ＪＰＬ 的季节性信号偏小是因尺度因子
偏小导致外泄漏改正不充分造成的，尺度因子信号恢复
方法不适用于红海地区。

２）ＧＳＦＣＭ与测高－比容估算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红海质
量变化的长期变化速率分别为 ４．８±２．０ ／ ４．３±２．０ ｍｍ ／ ｙｒ，
两者均显示红海年际信号分布较为均匀一致，且在红海
全境内呈正增长趋势。 ＪＰＬ估算的长期变化速率为－２．６±
３．４ ｍｍ ／ ｙｒ，且在红海北部呈现显著的负增长趋势，这是因
ＧＬＤＡＳ数据在红海周围陆地区域的年际信号不准确，导
致内泄漏改正不充分造成的，表明质量更佳的陆地水文
数据是使 ＪＰＬ 估算的红海质量变化年际信号更准确的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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