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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地利用现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 

物，从目前和未来的角度看，有其合理和不合 

理的部分。前者宜加 保留，发挥其优势，后 

者必须摒弃。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利用现状 

调查，获取准确的土地利用数据，就是为了给 

政府制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调整土地 

利用结构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各级政府部 门 

制订区域规划、农业区划和进行国土整治提 

供参考数据。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结果，除 

了提交报告外，还必须附有 系列比例尺的 

地尉。 

地图是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不可缺少 

的工具，编制土地利用现状图不仅要着重反 

映当前土地利用情况和生产水平的空间分布 

特征．为土地质量评价和合理利用提供依据， 

而且对地图学的发展，尤其是专题制图的繁 

荣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编制系列比例尺 

的土地利用现状图，是一项工作量很大的制 

图工程。许多测绘单位参与了编制工作 ，所 

采用的编制方法各有特色，使传统的编图方 

法在新时期下有所发展。因此，研究和编制 

最新的土地利用现状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二、编图资料的分析、选择及处理 

众所周知，中小比例尺的普通地图是根 

据大比例尺图逐级缩编而成，而专题地图则 

多是根据有关资料、图件．再辅以适当的野外 

调查编成的。资料的可靠性、现势性．比例尺 

的大小，图上内容的详尽程度，都将直接影响 

新编图件的质量。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结果分 

别要以县、地市、省的范围进行汇总编制一系 

列比例尺的图件。广东省地图出版社所承担 

的地市汇总的图件，主要有广东省 1：25万国 

际分幅地市汇总图和各地市单独 自由分幅的 

挂图。从编图的角度讲，1：25万地市汇总图 

的编制工作是最关键的一步，关系到省级 

总乃至全国土地利用现状图汇总编制的精度 

和质量。因而 1：25万地市汇总图基本资料 

的选择至关重要 

1资料分析与选择 

当时编图资料仅有各县提供的犬比例尺 

(1：2 5万、1：5万)县级土地利用现状挂图和 

部分县的 1：5万国际分幅土地利用现状图： 

经过对这些图件的分析，认为这些图数学基 

础表示不完善 ，图幅中间未表示地理坐标网 

络，无法作控制拼贴；且图中地理要素表示不 

完全，地理位置误差大，错误多，现势性也差= 

如：河流表示太少，许多主干河流表示不连 

贯，公路表示甚少等；比例尺与新编图相差倍 

率也大，因此不宜直接作为 1：25万新编图的 

基本资料 根据资料情况，最后决定先编制 

各地市单独分幅的挂图，并把挂图比例尺定 

为编 1：25万图所需的过渡比例尺 在编各 

地市挂图时，就在各自独立分幅范围内，采用 

1：25万图一致的投影，按小于 1：25万图的 

地理坐标网格的经差和纬差的高斯投影坐标 

建立统一的数学基础，将各县级土地利用现 

状图缩小后拼接编制成地市级挂图。这些挂 

图比例尺为 1：10万～1：15万，距 1：25万图 

缩编倍率较合适，地类图斑又是经航片、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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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编印 

解译及 1：1万图实地调绘缩编成图，其专题 

要素表示真实、详细，因而选择各地市挂图作 

为1：25万图专题要素编绘的基本资料。县 

级土地利用现状图上存在的如前所述的问 

题，虽在地市挂图编制中通过相应的资料补 

充和修正得到了一定的完善，但地理要素的 

内容及精度显然不能满足 1=25万图编绘的 

要求。因此，1：25万图地理要素编绘的基本 

资料则选用同比例尺的国家地形图。1：25 

万地形图于 8O年代中期成图，现势性较好， 

其分幅与比例尺、投影都与新编图一致，且图 

中地理要素表示详细，定位准确，精度高 经 

过补充有关现势资料后，作为 1：25万土地利 

用现状图的地理底图的基本资料最为台适。 

2．资料的处理 

为 r保证编绘 I：25万图所需的专题要 

素基本资料的质量，决定对挂图编绘的底图 

资料 1：5万(1：2．5万)县级土地利用现状图 

进行一定的加工处理 如在县级图件上，针 

对不同图件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朴绘地 

市挂图所需的地理坐标网格线，以便在地市 

挂图分幅范围内展有地理坐标网格线的薄膜 

上，作控制拼贴，保证图上专题要素定位的精 

度 还根据相同比例尺的地形图，补绘河流、 

道路网等相关地理要素，修正图中的错误一 

不仅提高r地市级挂图的 在质量，也为以 

后编绘 1：25万图局部控制转绘专题要素做 

准备 

三、编图工艺方案 

制图生产中适宜的编绘工艺，呵以最大 

限度地提高编绘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加快成 

图速度。本文介绍的这种复印缩小、在薄膜 

上展点拼贴的编绘方法，省去裱敝、照相、晒 

蓝工序，缩短了成图周期，降低了成本，也确 

保了地图的精度和质量．取得 r比较满意的 

效果。其编绘工艺如图 1所示= 

贷料圉(】：10万～1：15 l 

兰兰 ± 兰 !f 

图 1 编图工艺方案 

复日J缩小 

资料图的缩小 
纸 副(1 25万) 

I拼贴 

实际作业时，以 1：25万国际分幅的图幅 范围，按经差 15 、纬差 10 的地理坐标网格 

40 《地图~199S年第 4期 · 

鬻 一国券 一万要一 一 一 L一 一 ～ ～ 一 ～ 觚 ～ 工一 一 一审～ 燮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的高斯投影坐标 ，在薄膜上分幅展绘图廓线 

和经纬网线。每幅图展绘同样的两块薄膜。 

首先将各地市独立分幅的土地利用现状挂图 

复印缩小至 1：25万，利用图廓点、经纬网作 

控制，将各地市的缩小图按分幅范围裁切，以 

地市境界相嵌，拼接在其中一块展点薄膜上， 

进行等大编绘，得到1：25万国际分幅专题要 

素编绘原图 同时利用 1：25万国际分幅的 

地形图的图廓点、方里网、经纬网作控制，拼 

贴在另一块展点薄膜上，并在其上修编道路， 

补充有关现势资料，得到地理要素拼贴底图。 

然后在其底图上蒙薄膜 分地貌版、注记版、 

地物版蒙绘地理要素，再以此薄膜图上的地 

理要素为骨架，局部以经纬网格或以河流等 

地物作参照，通过要素问的协调处理，将专题 

要素编绘原图上的专题要素转绘到绘有地理 

要素的薄膜上，复台成 1：25万土地利用现状 

图的三版清绘原图 

在 1：25万土地利用现状图的编制中，将 

全省21个地市拼接成 23幅国际分幅的图 

幅，解决了在国际分幅图幅范围内各地市间 

各要素的拼接问题，为下一步编制 1：50万国 

际分幅的省级汇总图，提供了高质量、高精度 

的基本资料。 

四、制图综合 

地图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是以缩小 

的形式表达地面景物各要素的空间结构，因 

此地图不可能把地面全部景物毫无遗漏地表 

示出来。地图上所表达的地面状况都是经过 
一

定程度制图综台后的表象。综台程度髓比 

例尺缩小而增大。l：25万国际分幅土地利 

用现状图属中比例尺图，编图的过程始终贯 

穿着制图综合的思想。根据全国统一评价原 

则，将土地利用分为8大类，46个二级分类。 

随着编图比例尺的缩小 ，需要对资料图上的 

地类进行取舍与概括。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地域之间自然地理条件、经济条件差异很大， 

～  匡疆直甄 

土地利用分类的上图指标的确定既要考虑全 

国的一致性，也要兼顾地方的特殊胜。如耕 

地的表示在不同的省份，相应的指标也会不 

同，即使在一省范围内，情况也是如此。广东 

省在编图中，总的来说 比较重视耕地的表示， 

必要时甚至夸大上图，这是因为广东省地域 

差异较大。如在珠江三角洲河网区，小块耕 

地也许可以舍去，而粤北山区，同样大小甚至 

更小面积的耕地却须保留。如果机械地取 

舍，许多零星分散耕地上不了图，就不能真实 

反班粤北耕地分散分布的特征。其次图斑轮 

廓要准确、真实，即使夸大表示，也要保持其 

轮廓的基本形状。如山间、沟谷中的耕地，在 

山谷顶端部分必须显尖形，而不能呈浑圆形， 

也就是说地类图斑形状及分布特征是随着地 

形的变化而相应变化。此外，对小于上图面 

积指标的地类图斑，在综台取舍时应根据分 

类单元的隶属关系、利用方式和自然状态的 

相近性，并入相邻适宜的地类中。如舍弃的 

耕地应并人相邻的同一大类的旱地或水浇地 

中，而不应并人林地中去；与林地和耕地或者 

草地相邻的果园则应并人林地较为台适。编 

图中，还采用了相应的独立符号适当代替应 

舍去的地类图斑的方法，以解决国缩小而产 

生的图面清晰和地图表达内容之间的矛盾。 

五、充分发挥地图的功能 

地图制作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研究与生产 

过程，且多为手工操作。从野外调查到成图， 

时问长、成本高。广东省土地利用现状图，从 

大比例尺乡、镇图件到中比例尺省级汇总图 

件的编制，历时近 1O年。然而出版地图并不 

是最终目的，应用地图成果去研究新课题，努 

力开拓地图的应用领域和使用深度，充分发 

挥其功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它的使用价值，这 

才是最重要的。 

从现代地图学的观点来看，地图已不仅 

是地学研究的手段和成果表达的方式，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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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贮存和传递信息。根据地图信自 传递 

论的观点，地图信息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 

直接信息．由地图上的图形符号直接给出；另 
一 部分是间接信息．是经过分析解译获得的。 

作为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最终成果之一的地 

图，应有其独立性，即利用地图语言所具有的 

形象直观、可量算的特点，来传递土地利用现 

状调查的空间信息，反映自然、社会经济现象 

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依存关系。地图信息量相 

当丰富，许多“潜在”信息需要通过分析、归纳 

提取。通过一幅土地利用现状躅，可以演变、 

归纳、提取、分析 出多种不同内容的图件。 

如：土地权属、土地利用规划、耕地保护、土地 

利用分区、土地资源开发等图型。土地利用 

面积量算，就是地图信息的一种“提取”。在 

定性评价的基础上，加以量的分析，使成果更 

有价值，更有说服力。通过面积量算，为土地 

利用调查提供大量可靠的依据。 

总之，土地利用现状图是全面了解土地 

分布、利用现状、土地数量、用地 构成的基本 

资料和依据，是合理用地、优化产业结构、发 

挥土地资源最佳经济效益的科学依据；是实 

行宏观控制用地和计划管理用地的基本资 

料，是依法管土、处理土地权属纠纷的准确依 

据。土地利用现状图的编制必将在国土整 

治、国土管理、国土规划中发挥重要的作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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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特世界——《三维地图册》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怎样才能洒脱地环游地球呢?请随我打开光盘《三堆地图册》，通过环境、地 、行政 

三个主球．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地球。环境球通过上千幅卫星照片模拟地球 ；地 球带你领略地球的 

地质地貌；45-政球让你 了解各国地理，各国风土人情。 

利用三堆飞行你可以悠悠然飞过因奇特风景而吸引众多滑雪者、登山者和游人 的阿尔卑斯山脉、拥有世 

界屋脊之赫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崎岖险峻壮美著称于世的落基山脉．你更可以施施然走进分布在北非、中东、 

澳大干4亚、美洲以建亚洲部分地带的沙漠，桩于沙漠和草原中间的边缘地带，也称灌木群落的地中海．水源缺 

乏、限制植物生长、但草类众多的热带草原，还有寒温带针叶林、苔原等。 

《三维地图册》中的城市特写让你的足迹留在世界六戈城市：孟买、伦敦、莫斯科、纽约、旧金山和东京。在 

观看画面的同时，你能够听到主要环境项目的讲解信息：使森林消亡、湖泊干调的酸雨，比恐龙灭亡快得多的 

物种灭鲍．垒球升温．生存环境的破坏．人口问题．有毒度料，严重短缺的水资源等。 

欣赏之余．体可以在周游世界时轻松一舍儿．玩玩环球旅行游戏，每回答正确一道题目．即可根据答题的 

迅捷程度获得旅行的相应里程，每一阶段根据你的表现教映一段电影短片，或鼓励，或赞扬，同时，在三雄地球 

上标注你所走过的道路。其实，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可在这张光盘中找到，且此游戏可供 1～4人同时进行操 

作。 

(孕贤捕目《多媒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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