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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江并流带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项目( 三江项目) 将旅游学与地质学相结合,
探索三江地区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与保护问题, 项目制图工作量大, 要求高. 论文系统总结项目制
图工作, 对制图方法进行探讨. 研究认为三江项目图件主要由插图、
图版和专题图组成, 插图、
图
版借助 word, excel, photoshop 等常用软件制作完成; 专题图为项目制图工作中的重点和特色, 主
要以 MAPGIS 为基础平台制作完成, 论文对专题图制作的基本流程以及 3 种不同类型的专题图
制作方法展开了详细探讨, 对项目制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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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EPGRTPA combines geology with tourism and studies the exploitation and environment al protection
of geological resources in three parallel rivers area, whose cartographic work is heavy and exigent. Cartographic
work is summed up comprehensively and the drawing techniques of the project are discussed. T he finding is that
the maps of the project are made up of the fig, plate and specialty map. Figs and plates are done on the basis of
the popular software such as Word, Excel and Photoshop. Specialty maps, which are regarded as the focal point
and the unique feature of the project cartography , are drawn mainly by means of MAPGIS. A detailed exploration
is made into the flow and skills of three diff erent types of specialty maps, and an analysis is made on the problems of the project car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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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01 年 9 月~ 2002 年 12 月, 由昆明理工大学负责, 中科院贵阳地化所、迪庆州政府共同完成了云南
省省院省校教育合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三江并流带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 简称三江项
目) . 项目以三江并流带旅游资源为依托, 从地质资源环境出发, 以地质资源旅游资源化的观点, 将旅游学
与地质学相结合、
社会人文科学与自然( 地质) 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 研究旅游地质资源及其开发与环境保
护问题.
项目主要取得了以下成果: 归纳总结了三江并流带地质景观特色及地质事件, 认为其旅游环境脆弱的根
本原因在于新构造运动的活跃性、
强烈性; 将三江并流带旅游地质资源划分为科考性、
观赏性和商品性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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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源共三大类及十一人小类别, 区划为 12 个景源区, 36 个景观区, 100 个景观群; 拟建了三江并流带旅游
地质资源环境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模式; 理顺了三江并流带特色性的十个旅游地质景观系列, 推出了 6 条观赏
性

科普性

科学性旅游地质精品线路; 推荐了三江并流带 3 个世界/ 国家地质公园遴选目标[ 1] .

1 项目图件系统构成
三江项目是旅游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社会人文科学与
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探索, 涉及大量的图件制作, 丰富而美观
的图件是项目的一大特色. 项目共制作插图 42 幅, 图版 23
幅, 专题图 29 幅, 总图件近 100 件, 涉及地质、
遥感、
旅游等
多领域, 成图格式多样, 内容丰富. 项目图件主要由如图 1
所示几方面构成.

流程图、
框图
插图 清绘插图
数据图表
图版
项目图件组成

2 图件制作方法探讨

景区风景、
资料图片
交通位置图
遥感影像图

地质构造图
专题图 旅游地质资源与分区图

2. 1 文本插图的制作

景区旅游地质景观图
旅游线路图

文本插图主要是附于文本中的示意性图, 包括流程图、
图 1 项目图件系统组 成
框图、
图表、清绘插图等. 流程图、框图是常用的表达图件,
简明清晰, 在项目中用以反映工作流程、
程序设计、结构组成等, 这类图采取 word 中的绘图工具完成[ 2] . 图
表是严格反映数值特征和趋势变化的图形, 如反映项目中的元素变化、面积对比、
得分比值等, 其制作借助
excel 的数值转换为图表的强大功能 [ 3] , 再将所形成的图表插入 word 文本中. 清绘插图多属于专业知识
图, 如地质构造图、
剖面图、素描图等, 具有主题突出、
直观准确, 其制作利用 MAPGIS 的工具, 经过 底图扫
描 矢量化成图 转换为图片 插入文本 的方式进行, 其制作与后面的专题图制作相似, 将后面讨论.
2. 2 图版的制作
彩色图版( 图片) 具有客观真实、信息丰富的特点, 是反映旅游资源必不可少的手段. 三江项目图版主
要由彩色图片, 辅以文字说明. 其数据源一方面可直接采用数码照片或摄影资料, 另一方面可对照片进行
扫描( 300~ 400 dpi) ; 再以 photoshop 为平台, 经过编辑、
剪裁等处理, 排版形成图片 [ 4] ; 最后插入 word 文档
中, 配以文字说明, 成图. 该方法结合 photoshop 强大的图像处理功能和 word 灵活的文字排版功能, 使图版
格式统一规范、美观大方. 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
数据源的图片分辨率存在差异, 形成图片过程
中会出现不匹配问题, 两者必须统一分辨率, 将
300 dpi的图片降为200 dpi, 图片质 量会受到较
大的损失, 而将200 dpi的图片提高为300 dpi, 图
片会变模糊.
2. 3 专题图制作探讨
专题图涉及多学科、
多类别图件, 从空间尺
度范围划分, 可分为 3 大类型: 一是三江区域范
围的小比例 尺图件, 如三江地理位置 图、地质
图、
旅游地质资源图、旅游线路图等; 二是重要
景区或景点的较大比例尺地质资源景观图; 三
是与遥感影像相关的图件.
2. 3. 1 专题图制作的基本流程
专题图制作以 MAPGIS 和 photoshop 两个软件平台, 基本制作流程如图 2.

三江并流带旅游地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 昆明理工大学等, 2002. 12.
MA PGIS 地理信息系统教程, 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199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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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2 三江区域尺度专题图制作
该类专题图范围基本一致, 覆盖项目全区. 在图件制作中, 课题组确定了统一地理底图的制作思路. 制
作方法如下:
第一步是制作统一的工作基础底图. 底图采用 1 50 万云南省地图( 三江地区部分) , 经底图扫描 分
幅分图层矢量化 投影变换( 统一坐标系) 拼接等, 形成地理底图, 底图地理要素主要包括: 行政区划界
线、
水系、
交通、
居民点、
高程点等.
第二步根据具体专题图所需, 对部分地理( 如居民点、
水系) 进行删减或增加, 形成具体的专题工作底
图, 增减要做到详略得当、主次分明.
第三步在底图上, 添加专业要素, 形成专题图雏形. 如在底图上添加旅游地质资源分布及分区, 则形成
三江并流带旅游地质资源图( 图 3) ; 添加旅游线路, 则形成旅游地质精品线路图, 等等.
第四步整饰成图. 添加修饰图框、
图例、
比例尺等.

2. 3. 3 大比例尺旅游地质资源景观图制作
旅游地质资源景观图是具有地质专业特色并与旅游学紧密结合的专题图件, 是三江项目的创新与特
色点. 旅游地质资源景观图将地理要素、
地质常识及景观资源相融合, 力求知识性、
美观相统一( 图 4) . 图
件采用较大比例尺图件( 如 1 5 万、
1 1 万地形图或地质平面素描图) 作为底图数据源, 底图扫描后, 经矢
量化形成工作底图, 地理要素包括交通、
水系、居民点、
等高线等; 然后添加旅游地质资源研究成果资料, 如
景观分区、
景点分布、地质地理剖面等, 经整饰形成专业底图; 最后将专业图从 MAPGIS 矢量数据格式转化
为栅格数据格式( 图片格式) , 在 photoshop 支持下, 插入景点景观照片, 成图.
2. 3. 4 遥感影像相关图件的制作
遥感影像具有直观性和空间特性, 是客观反映旅游资源的理想手段, 属当代高新技术. 三江地区地形
复杂、
区域广阔, 为遥感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项目中遥感应用基于前人工作基础之上, 采用 TM
假彩色合成图像, 一是进行地质构造解译, 制作了三江地 区遥感解译构造图; 二是以遥感图像为基础编制
了三江地理位置、
景区影像、
旅游线路等一系列图件, 将遥感影像与旅游资源研究相结合, 是三江项目的一
大亮点, 制作的相关图件真实客观、
内容与色彩丰富, 极具观赏性.
遥感影像属栅格数据格式, 制作过程中涉及与矢量数据的融合. 制作方法程序( 图 5) :

12

昆 明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理 工 版 )

第 29 卷

第一步在 MAPGIS 的图像编 辑
模 块 中, 将 遥 感 影 像 文 件 转 化 为
MAPGIS 兼容的格式( . msi 或. tif) .
第二步以三江地区地理 底图为
基准, 在 MAPGIS 镶嵌配准模块中,
对遥感图像进行配准, 即统一两者的
地理坐标.
第三步在 MAPGIS 的输入编 辑
功能中, 以配准后的遥感图像作为工
作底图, 叠加融合相关的专业要素,
如点( 如地名、
文字说明等) 、
线( 如旅
游线路、交通线等) 、区( 如三江范围
等) .
第四步整饰成图( 图 6) .

3 问题与探讨
三江 项目 制图 工作 量大, 任 务
紧, 图件主要由插图、
图版和专题图组成. 项目组成员采用 word, excel, photoshop, MAPGIS 等软件, 以统一
的流程标准要求、
灵活的形式, 较好地完成任务, 但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方面是三
江地区立体效果图由于工作量大、
时间紧, 未能完成, 成为一大遗憾, 借助于数字高程模型或遥感影像加强
该方面的探索极有必要; 另一方面是制图人员较多, 时间紧, 图式图面略显杂乱, 此外, 图件创新仍需更进
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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