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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SCIL 论文专题图出图规范（及范例） 

作者：周剑锋 马滕  版本：v2.0 

1. QGIS 安装 

安装包下载 

https://www.qgis.org/en/site/forusers/download.html 

注意在安装包下载时选择相应的版本，下载 64 位最新版即可。 

安装步骤非常简单，这里就不做详细安装流程。 

 

TIPS：安装完成后会自动创建一个”QGIS xxx（版本号）”文件夹内含 5 个应用程序，打

开”QGIS Desktop xxx（版本号）”即可开始使用 QGIS。 

 

 

QGIS 启动界面 

2. 数据导入 

在”Setting→Option→General（设置→选项→通用）”中可以将语言和地区设置为中文，

重启 QGIS 后生效。 

QGIS 数据导入依赖于数据资源管理器（默认快捷键 Ctrl+L），打开 QGIS 后主窗体左上

方文件目录框就是数据资源管理器。 

https://www.qgis.org/en/site/forusers/download.html
https://www.qgis.org/en/site/forusers/downlo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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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IS 数据资源管理器 

2.1. 矢量/栅格数据导入 

QGIS 中矢量栅格数据导入非常简单，在数据资源管理器中找到待导入的数据类型并输

入数据存储路径，确认信息无误后即可添加进入项目。 

如果使用主窗体中的数据资源管理器添加数据则只需要在文件目录中找到数据存储目

录并将数据添加，但是由于这种方法在导入数据时没有输入相关信息，可能会出现矢量数据

属性表出现中文乱码，在“Properties→Source→Data source encoding（属性→源→数据源编

码）”中找到合适编码即可。如果中文乱码，尝试使用 Windows 936/UTF-8/GB2312 三种编

码格式，即可解决。 

关于矢量/栅格数据导入后的坐标问题，QGIS 默认以第一个导入的数据的坐标作为项目

默认坐标，可以在“（项目→项目属性→坐标参照系）”中进行坐标系修改。 

一般制作中国地区有关图件以 Lambert 1:400 万数据作为底图就可以不用考虑坐标系问

题。 

2.2. 文本数据导入 

QGIS 文本数据导入与矢量/栅格数据导入稍有区别，文本数据不能通过主窗体的数据资

源管理器导入必须打开数据资源管理器并选择“分隔文本文件”进行数据导入。 

文本数据导入一般分为两种： 

1.以文本方式储存的点状数据 

在数据资源管理器中选择分隔文本文件，输入数据存储目录并设置好文件格式、编码等，

在”几何图形定义”一栏选择”点坐标”，可以在数据样例中查看预览。数据导入完成后在主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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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图层中会添加一个点状图层。 

2.以文本方式储存的属性表数据 

在数据资源管理器中选择分隔文本文件，输入数据存储目录并设置好文件格式、编码等，

在“几何图形定义”一栏选择“无几何图形数据（属性表）”，可以在数据样例中查看预览。

数据导入完成后在主窗体的图层中会添加一个属性表数据。 

属性表数据一般要联合已有的矢量数据进行分析，要将属性表数据和矢量数据联合首先

要确定两个数据中有可以匹配字段，之后再矢量数据“属性→连接（Join）”中可以实现连接

属性表数据和矢量数据。 

 

连接操作窗口，黑色框中为添加、删除、修改按钮 

3. QGIS 出图规范 

插图、表格都是辅助文字叙述并与文字叙述共同来表达论文内容的一种重要手段，插图

被誉为形象语言，不仅可以把某些以文字叙述难以说清的实质性内容表达得简沽、清晰、直

观、得体，而且还能活跃与美化版面，有利于提髙可读性和阅读效果，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 

出图的目的主要是更直接的展示现象、模式、趋势、分布或者两个数据集之间的关系，

给读者对结果更加直观的印象，相对于数据更加方便简洁的合理性判断等。 

图应力求简单、清晰和简洁。应避免使用复杂的填充图案，产生令人分心的视觉效果。

图和图注应能“独立”于稿件而存在；读者应能充分理解图的内容，而无需参阅正文。请确

保图片是连续编号的，且与正文中提及的顺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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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图出图的要求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1.整体的布局及展示逻辑 

首先是专题图的整体布局，专题图一般是描述研究的某种现象或者规律，那么自然在整

个研究区域内就会出现需要重点解释和说明的部分，即具有较好的解释性且符合一般认知规

律的部分；整个的研究区域的情况往往也是需要进行解释说明的，所以一般的展示逻辑是利

用整个研究区域的情况来解释结果的合理性，例如中国人口分布的东多西少、南多北少；利

用局部区域的情况来说明发现的特定规律，例如珠三角人口分布集中在广州、深圳区域，人

口分布具有聚集效应。整体制图的布局也要符合展示逻辑，也采用”整体+局部”的形式。如

果只展示整个研究区情况而不展示细节信息，在描述特定区域呈现的规律或现象时会使读者

找不到重点，不知道表达的重点。 

例如： 

 

整体图 DEMO 

 

第一类别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北部地区；第二类别城市主要

分布在中部及东北部地区；第三类别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及内陆主要城市周边。从中国

四个城市群情况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中有显著的空间分布差异，北京、天津及周边聚集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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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城市，北京以北主要分布第一类别城市，北京以南则以第二类别城市为主，零散分布第

三类别城市…… 

当开始描述典型区域的现象时可以发现由于没有展示京津冀城市群信息，即使提到了三

类别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但是读者无法验证是否合理，所以这种布局的专题图是不

合格的。下面展示一张合格的专题图和相应描述： 

 

“整体+局部”图 DEMO。 

注意：图上不要出现图名和说明。 

说明文字在图的下方进行独立说明。且可以事无巨细的描述，写成一段话。 

 

2.显示 

在专题制图上，QGIS 功能支持几种主要的方式：  

 

single symbol :单一符号  

categorized: 分类符号  

graduated: 分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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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based：基于规则，规则可以自己定  

加载数据后，在图层上单击右键、弹出属性面板，就可以设置样式了。颜色条可以自己

设置，并可以保存下来下次直接用。 

 

设置样式，包括专题图类型，设置字段，符号，跟 ArcGIS 也都大致相似；确定后一个

分级专题图就生成了。设置样式时，QGIS 有个很好用的功能，复制样式－粘贴样式；如图，

在图层上，可以复制当前图层的样式，在另一个图层上，可以直接粘贴样式，这个功能比导

出样式文件，然后通过样式文件导入更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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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图要素的设置（非常重要，作为检查项） 

 这里主要说明常用的地图要素绘制要求，包括图名、比例尺、指北针、图例等。 

1) 图名 

正常的图件必须包含图名，但是这里提到的图件主要应用在展示或文档中，一般会带

有相应的解释，所以这里提到的图件一般不会包含图名。 

论文图不需要图名，在图注（Figure caption）事无巨细写清楚。图注应该是一段话，

而不是一个短语。 

 

2) 比例尺 

比例尺所使用样式没有严格规定，但是对比例尺的标注数字有一定要求，一般要求比

例尺最大标注的数字应该为 100、1000 等，中间数字为 50、500 等，不能出现最大标

注数字为 300、500 等和中间数字出现 150、250 等情况。 

为了避免比例尺喧宾夺主，比例尺不超过 2 格，且不要过大。 

“整体+局部”图中，整体图得添加比例尺和指北针，局部图可不需要比例尺和指北

针。 

 

3) 指北针 

指北针的作用是指示地图的方向，因此在地图中最好能一眼就找到指北针的位置，因

此建议将指北针和图例、比例尺等要素集中放置在图件上。 

“整体+局部”图中，整体图得添加比例尺和指北针，局部图可不需要比例尺和指北

针。 

 

4) 图例 

图例基本要求是同种类的图例集中放置，不同种类的图例按照重要性顺序或图层显示

顺序等依次放置，其次图例的符号部分尽量保持大小一致，文字描述部分尽量对齐。 

国界、省界可不需添加图例。 

 

5) 字体 

字体的选择可能和相关期刊或展示方式有关这里不做讨论，应当注意的是整幅图件或

一系列图件的字体应该保持一致。字体的大小要保证足够大能够清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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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字体：中文（华文中宋 或 微软雅黑），英文（Adobe Gothic Std 或 Times 

new Roman）。 

字体全文图片统一，可和论文内容字体不一致。 

 

6) 配色 

配色选择尽量简洁，能用黑白灰表示的尽量不用彩色，以免产生令人分心的视觉效果，

另外不要选用过于相似的颜色绘制图例，以免混淆。 

 

7) 标签 

某些图件需要设置标签来方便解释和说明，设置标签应注意标签要与地图有区别，常

见方法是对标签设置缓冲区。 

标签的角度问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 

如果标签太多只需要选择重要的标签进行显示，其他标签可以隐藏。 

 

 

8) 数字 

地图中所涉及到的数字超过 1000 的需要用千分位分隔（比如 23,456,789），小数点后

保留 3 位数字（比如 23,456,789.001），百分比 2 位小数（比如 23.45%）， 

全文统一，数字字体和图中英文字体一致。 

 

9) 单位 

单位使用国际标准单位（SI），如平方公里、米、公里等。 

不要出现英寸、亩这些非国家标准单位。 

 

10) 图注 

论文的图注是对图进行说明性的文字。应事无巨细的说清楚，而不是用一句短语来表

达。图和图注独立出论文也应让读者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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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GIS 出图小技巧 

QGIS 出图和 ArcGIS 类似都是在 layout 中进行图件的制作，layout 各个功能的介绍参考

https://malagis.com/qgis-handbook-5-1.html。 

下面简单的介绍几种常用的出图技巧： 

1.锁定图层 

在 layout 界面创建的地图和图片、图例等一样只是一种条目，通过对“条目属性→图层”

中的锁定图层进行选择，可以保持地图显示内容不发生变换。如果忘记锁定图层，QGIS 会

实时更新专题图的内容。 

 

2.同一区域显示不同内容 

 

要到达同一区域显示不同内容的效果（上图效果），首先将地图调整到展示区域，设置

好第一种需要展示的内容，在“条目属性→图层”中将图层锁定（不是锁定图层样式），此

时第一幅地图显示内容不会再改变，接下来将第一幅地图复制一份后取消复制出来地图的图

层锁定，在设 置第二张需要展示的内容即可。 

 

3.条状图例的加入 

QGIS3.0 版本暂时不支持条状图例的插入，暂时的解决办法是将需要的条状图例保存为

图片，以图片形式添加。 

 

4.图幅设置 

在 layout 界面白色区域右键点击找到“Page properties”可以设置图幅大小。 

 

5.图件输出 

支持多种输出格式，在输出为所选格式时需要注意导出分辨率的要求，一般要求 300DPI。

https://malagis.com/qgis-handbook-5-1.html
https://malagis.com/qgis-handbook-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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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为 tif 或 png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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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件制作参考范例 

5.1. 流程图（注意要逻辑清晰，和方法部分描述标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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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单幅图（注意图例、比例尺和指北针） 

 

 

注：图上不要出现图名和图的描述。图的描述应在图例（Figure caption）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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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混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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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多幅图像如果是一个比例尺，只需要添加 1 个比例尺和指北针即可。 

注意图上的小数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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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整体+混合”图 

 

注：左是整体图，右是细节图。整体图需要图例、比例尺和指北针，且需要标记清楚细

节图所在位置。细节图可不需要比例尺和指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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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点线图（注意小数位数、注意字体要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