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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图学作为地理学、测绘学、遥感及地理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的专业必修课程，在信息化时代下其教学内容

和教学模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本文从当前地图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中存在的不足出发，探讨了

信息化时代下地图学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应做出的调整和更新，即在教学内容上应注重地图理论的系统化、地
图数据的多源化、地图显示的多样化和地图服务的广泛化，在教学模式上则应着力探索传统课堂讲授方法与地

图学实验教学、任务教学、演示教学和案例教学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从而推进地图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教学水平

的整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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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地图学是以地图的信息传递为主线，研究地图

的理论 方 法、地 图 制 图 和 地 图 应 用 的 综 合 性 学

科［1］，具有涵盖知识点多、理论体系趋于稳定、实践

性强等特点［2］． 地图学作为专门研究地图的一门学

科，是地理学、测绘学、遥感及地理信息科学等专业

的基础课、必修课，在地球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始终

居于重要地位［3］． 地图作为地图学的研究对象，不

仅是地理空间信息的载体和传输工具，而且是人类

空间认知能力的图形化表达［1］． 信息化时代下地图

已从传统的知识获取和传递作用逐步成为国民经济

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地图学课程注

重理论知识的教学，缺乏关于地图最新的实践应用

和发展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导致学生学习目标

不明确，学习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动手能力不强，虽然

对地图学理论知识掌握较多，但理论知识与实践环

节脱节，造成学生对地图学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认

识［4］． 随着数字制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传统手

工制图为主的地图学教学内容已不再适应学科发展

的现实［5］，特别是大数据现象的出现对地图学课程

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6］． 因此信息

化时代地图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如何调整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针对 地 图 新 品 种、新 技 术 的 问 世 和 迅 速 普

及［7］，信息时代下地图学要更多地引入与现代地图

学有关的新理论、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使地图学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不断向前发展［8］． 虽然已有

大量学者针对信息时代地图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

提出了教学思考和改革方案［1，3-7］，然而不同学者均

是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揭示教学过程中发现的不足，

并提出教学和实习改革措施． 应注意的是，不同高校

由于课程内容设置差异和专业侧重不同，所呈现出

来的问题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教学改革中应该采用

个性化和针对性的改革方案．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结合陕西师范大学的地图学

教学经历和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对当前地图学课程

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探索信息

化时代下地图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应有的调整，为

学生更好地学习和应用地图学提供参考依据，最终推

进地图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和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1 地图学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中
存在的问题

1. 1 教学内容存在问题分析

一是教学内容偏重理论． 与以往研究类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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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高校地图学教学中，理论教学占用时间多、
实践教学花费时间少，由于理论教学相对枯燥，导致

学生难以形成浓厚的专业学习兴趣． 虽然上课过程

中穿插了少量的实践内容，但多是以多媒体形式演

示，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较少，造成学生的动手能力与

实践能力欠缺． 以地图投影部分为例，理论和实践教

学的脱节导致学生在后期数据处理和地图制作过程

中难以解决出现的地图投影问题，阻碍了理论知识

的转化应用．
二是教学内容更新不足． 当前教学内容仍以传

统教材为主体，着重讲授地图学的基础理论和传统

地图制作方法． 随着大数据的到来和 GIS 技术的迅

速发展，传统地图学教学内容已无法适应信息时代

下地图制图的要求［10］，如传统纸质地图制图方法及

工艺过程已逐渐被数字制图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

法所取代． 因此在教学内容上应及时做出更新和调

整，引入和补充数字地图的相关理论和制图流程，并

将最新的地图制印和工艺流程纳入课堂教学中，为

后续实习做好准备．
三是教学内容与相关学科衔接不足． 地图学基

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是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基石［11］，

在各专业教学计划中都有体现． 目前地图学以独立

课程形式出现，没有考虑各课程的前后衔接及技能

的培养，以松散方式组织地图学应用知识教学，存在

教学内容分散、重复等不足［8］． 同时，地图学的教学

中仅简单区分了地图学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异同点，

而没有真正将两者融合，不利于地图学知识的系统

教学，且难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四是地图学教材的现势性不足． 目前仍采用十

几年前的教材进行教学，书本内容已与现实严重脱

节，导致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当前无法用到的

知识，不利于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日新月异的

地图制图新技术和新方法要求地图学教学应及时更

新教材，作为教师也应及时吸纳专业领域的新知识

和新理念，并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以真正实现地图教

学内容的不断更新．
1. 2 教学模式存在问题分析

一是课堂教学环节中的不足． 信息时代背景下，

当前地图学教学依然延续传统的教学方法，地图投

影、地图符号、地图概括等内容构成了地图学教学的

基本理论． 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投影教学，但只局限于

对理论知识的介绍，对常用制图软件鲜有涉及，对于

新理论、新技术等新趋势体现不足． 例如，地图符号

理论学习之后，教师采用 CorelDraw、ArcGIS 等绘图

或制图软件进行地图符号演示，学生也只是通过简

单的符号设计进行实习，这样的实验导致学生既不

知道要设计哪些符号，也不了解为什么要设计这些

符号，只是完成老师的实习要求，内容枯燥乏味，无

法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 因此，这种“重

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的实践教学模式很

难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创

新意识的培养也更是无从谈起．
二是野外实习环节中的不足． 当前地图学实习

仍然沿用之前的地形图野外读图和应用的实习内

容，难以适应信息时代背景下地图学发展的新要求，

且在实习过程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一是地形

图内容陈旧，与实际地理情况差异较大，不利于学生

进行读图和用图; 二是地图实习内容单一，以定点和

定向为主要内容，并未涉及地形图制作和绘制的核

心内容; 三是实习设备更新不足，地图实习所用软硬

件设备都是老旧的器材，跟不上软硬件更新的步伐，

缺少现代化设备和先进技术手段运用，学生缺少实

践操作的机会． 整个地图学实习结束后，学生最终只

是提交了实习报告，学会了制图软件的操作，但依然

对制图的过程知之甚少，不利于学生制图能力的提

升． 因此，切实可行的地图学实习教材是提高地图学

实习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

2 信息化时代下地图学教学内容的
调整

在地图学中，地图理论主要用于指导地图制作

和地图应用，地图数据是地图制作和地图显示的核

心要素，地图显示是地图数据和地图内容的空间化

表达，而地图应用则是地图学与其他学科连接的重

要通道和应用出口( 图 1) ． 信息时代背景下，众源数

据的引入、可视化方法的变革、服务范围的深化等地

图学内容的日新月异，传统地图学教学内容面临前

所未有的挑战． 为适应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和公众对

地图提出的新要求，地图学教学内容应从地图理论

的系统化、地图数据的多源化、地图显示的多样化以

及地图服务的广泛化等几方面进行调整，以补充完

善传统地图学教学内容中的不足．
2. 1 地图理论的系统化

地图学是一门理论性极强的基础学科，且相关

理论体系已相对成熟． 在开课之前，教师首先应对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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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图学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框图( 内环为教学内容、

外环为教学模式)

用的教材进行讲解，并对本书所有章节绘制结构图，

说明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以及各章节涉及的重要理论，

以帮助学生厘清不同理论之间的脉络关系，搭建地图

学课程的基础理论框架，掌握系统化地图基础理论知

识网络． 同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与以往知识的

关联和承接，因此在每一章节讲完之后，也应让同学

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绘制知识脉络图，使学生最终学到

的理论知识是一个完整的知识网络，而不是零散分布

的知识点． 系统化的理论学习不仅容易记忆，而且对

于不同部分在学科整体中的位置和作用也一目了然，

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2. 2 地图数据的多源化

现有地图数据教学内容中，主要讲授传统地图

制图数据的获取和空间观测数据的获取等几种方

式，且主要集中在野外实测成图、数字化地图、传统

摄影测量与遥感观测等［6］． 随着空间观测技术的发

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地图数据获取方式呈现多

源化趋势，如最新发展的一系列对地观测卫星数据、
低空无人机航拍数据，以及互联网衍生出的带有地

理位置信息的众源地理数据． 上述不同来源的数据

不仅深刻改变了地图数据获取和处理方式，将地图

数据的发展带入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在地图数据使

用方面也呈现出由单一数据源向多数据源融合的趋

势． 因此在地图学教学过程中应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及时介绍新生数据源的产生和特点，以增强内容的

现势性．
2. 3 地图显示的多样化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地图作为一种视觉化的产

品和传输信息的工具，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受到各

行各业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地图已经在人们的工作、
学习、生活、交流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不可或缺

的重要作用［12］． 随着地图数据源的不断丰富，地图

显示方式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即传统纸质地

图已逐渐被电子地图所替代，且地图显示维度已从

传统的二维、三维显示、实时动态显示等过渡到以大

数据为支撑，将地图与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相互连接

的全新可视化方式，如全息位置地图、时空大数据地

图等新图种的出现． 因此，地图可视化应成为地图教

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系统介绍不同地图显示方

式的原理和实现途径，使学生了解并学会制作多样

化显示的地图．
2. 4 地图服务的广泛化

传统静态地图主要用于描述和传递自然和人文

地理环境特征，而信息时代下的地图已经不再局限

于表达地理环境特征、实现科研用途等特定的领域，

而是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全民位置地图新时代． 以

“互联网 +”为代表的基于位置的服务无不都与地

图相关，如实时路线导航、共享单车、外卖配送等，可

以说地图的服务范围已经深入了到社会经济发展的

各个部门． 当前地图学教学和实践内容中仍主要以

传统地形图教学为主，鲜有涉及地图服务的最新进

展的系统化介绍，易造成学生所学知识用不到，用到

的没学到等现象． 因此，在教学内容改革中应补充和

更新地图在不同领域最新应用的案例学习，做好课

堂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出口的衔接，提高学生对地

图的学习兴趣．

3 信息化时代下地图学教学模式的
探索

地图学作为一门技术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

科，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技能和实践操作等方面能

力的培养． 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具有诸

多弊端，探索学生自主学习、专题讨论等灵活的教学

方法非常必要． 本文在传统讲授教学的基础上，结合

每一项内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探索．
3. 1 地图理论的实验教学

地图理论知识是学好地图学的重要保障，而地

图理论知识中多会涉及空间思维，特别是地图投影

部分对学生的空间立体想象能力要求较高． 因此应

在传统课堂讲授的基础上，增加实验教学环节，如在

地图投影部分，制作具有展开功能的地球模型教学

37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8 年

用具，使学生能够看到从任意角度打开的地球模型

投影后的平面地图效果，直观感受到地图由曲面到

平面转换过程中发生的拉伸、压缩、变形及其分布等

特征; 而在地图符号和制图综合过程中，制作地图符

号模具，让学生在填图过程中加深对地图符号和制

图综合等理论知识的理解．
3. 2 地图数据的任务教学

地图数据作为地图的核心内容，在地图制作和

地图分析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信息化时代

下，地图数据呈现出多源化的趋势，数据来源广泛、
数据种类繁多． 因此在教学模式设置上要针对地图

数据的特点，采用任务教学的方式，即通过设定不同

的学习目标，分组完成各类地图数据源的采集和分

析处理工作，进而课上不同小组间进行学习成果展

示与交流，达到大家共同学习的目标． 任务教学方式

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学生参与感强且学习

效果深刻，不仅可以掌握地图专业知识，而且能够提

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 3 地图显示的演示教学

空间显示功能是地图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最大

学科属性，通过地图可视化功能可以直观展示出各

类数据和信息的空间分布． 信息化时代下地图显示

方式已完全超出传统的二维和三维显示，新的概念

地图难以通过语言描述去直观感受地图的呈现方

式，如全息位置地图、时空大数据地图等． 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应充分利用三维动画、多媒体可视化设备

等进行地图新图种的演示教学，增加学生对不同地

图图种显示方式的直观认识，从中总结出地图显示

方式的演进过程，并鼓励学生跟踪最新发展动态，设

计富有开创性的电子地图作品．
3. 4 地图应用的案例教学

地图应用是地图理论和地图技术的主要出口，

而案例教学可以作为联接数字制图理论与应用的通

道，起到促进理论知识吸收、完善课程教学效果的作

用． 通过在案例教学中设置一些学生感兴趣的问题，

如美国在中国的什么方位? 在具体解答过程中，学

生需对所学地图相关知识进行综合运用，在这个过

程中，地图知识得到消化吸收，即学生对所学知识进

行理解打散、重新组合、形成自己知识体系中的一部

分的过程． 同时，在案例教学中还要加强多门学科之

间的联系，鼓励创新性思维，使学生具备宽阔的知识

面，快速更新知识．

4 结 语

地图学是一门理论性、技术性和实践性都很强

的学科，信息时代下地图学教学需紧跟科学技术发

展前沿，不断完善教学内容，探索教学方法，以提高

整体教学效果． 本文从目前地图学教学内容和教学

模式中存在的不足出发，探讨了信息化时代下地图

学教育内容和教学模式应该做出的调整，并就具体

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调整提出了一些建议，以

期能够为地图学教学改革和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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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odel of
Cartography under the Age of Information

Liu Xianfeng Ｒen Zhiyuan Ma Yaofeng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Shaanxi 710119)

Abstract
Cartography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many disciplines such as geography，topography，remote sens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ization，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odel of
cartography fac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ode of cartography，and then discusses the new content and new mode of
cartographic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age of informationization． In the teaching content，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ystematization of map theory，the multi-source of mapping data，the diversity of map
display，and the extensive services of map． In the teaching mode，we should focus on exploring the integrated use
of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task teaching，demonstration teaching，case
teaching method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artography course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teaching
level．

Key words: cartography，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model，information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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