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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图是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地图以图形可视化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且地图的符号、颜色

和图形表达越合理，越有助于达到其信息交流的效果。本文结合多年的制图工作经验，对数据从 GIS

转到平面制图软件，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并着重阐述了借助 Avenza MAPublisher 软件将 GIS 数据

（带坐标和属性及空间参考）导入到 Adobe Illustrator 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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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GIS 到平面地图制图技术路线浅谈
———基于 Adobe Illus tra tor +Avenza MAPublisher 的空间数据库制图技术研究

0.引言

目前，许多生产单位都建立了各类地理空间

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公共地理空间框架数据库、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库

等。ArcGIS 主要用于处理地理信息，但在编制平

面地图方面却有其不足，在符号支持、色彩、线型

等方面有其固有的缺陷，ArcGIS 要借助平面图

形设计软件的图形工具、更加丰富的符号体系、

色彩体系和图形优势，以增强地图的可视化表现

力，以实现更好的信息传递。Adobe Illustrator 以

其卓越的图形图像可以给 ArcGIS 数据提供高质

量的可视化表达，在编制地图过程中使用透明、

阴影等复杂的图形样式、层级符号以及其他特殊

效果，大大增加了地图的表达价值。因此从

ArcGIS 转到平面设计，将提高地图的成图效率、

质量和表达效果。

Avenza MAPublisher 是加拿大 Avenz Systems,

Inc.公司开发的地理信息制图软件。该软件是在

Illustrator 基础上增加功能，对地理信息及空间基

准的支持，保证了地图的精度又方便了成果的再

次利用。Avenza MAPublisher 可以直接编辑 GIS

数据，可利用其功能强大的高端图形来编制精美

的地图。Avenza MAPublisher 支持多种数据格式

（如 ArcGIS、MapInfo、AutoCAD 等软件的数据格

式）。导入后的数据能够保持原有的点、线、面等

几何形态、图层结构、地理空间参考信息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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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结构。

1.GIS 到平面的路径分析

从 GIS 到平面设计，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1.1 在 GIS 软件中导入数据，经过投影转换、

设定比例尺、编辑、标注等，输出为 AI 文件或可

编辑的 PDF 文件，然后在 Adobe Illustrator 中进

一步编辑、整饰以完成地图编制。这种方式在从

GIS 软件导出 AI 或可编辑的 PDF 格式时会损失

原有的 GIS 属性和地理空间参考等信息。在

Adobe Illustrator 中操作的是矢量点、线、面等不

带任何地理空间参考和属性的图形对象。如图 1

所示。

1.2 先在 GIS 中编辑数据和执行各种数据组

织及空间操作，输出为 shapefile 或 gdb 格式，然后

直 接 在 Adobe Illustrator 中 借 助 Avenza

MAPublisher 导入整理好的 shapefile 或 gdb 格式

数据，导入时不会损失数据库属性及地理空间参

考等信息，在 Adobe Illustrator 环境下就可以像在

GIS 中一样，对数据进行投影转换、坐标处理、属

性编辑、比例尺变换等，最主要的是可以直接在

Adobe Illustrator 中进行地图编辑，并整饰成精美

的地图。

在编图的后期如果对属性、投影等信息不进

行要求，以及对成图不要求做特殊整饰时，选择

第一种方式会更方便、高效些。如果在后期制图

过程中需要集成一些其他的内容或需要操作属

性、投影、比例尺等数据信息，并且对成图要求有

不同效果的整饰或对成图的精美度有更高要求

时，显然第二种方式更能达到数据制作要求。

2.数据准备

现着 重 介 绍 第 二 种 方 法———借 助 Avenza

MAPublisher 软件将 GIS 数据带坐标和属性及空

间参考导入到 Adobe Illustrator 的技术路线。

2.1 在 GIS 环境中要做如下准备

（1）把数据库或 GIS 图层整理成地图所需要

的数据结构。

（2）把数据裁切成最终成图的范围，以减少

数据量。

2.2 运用 Avenza MAPublisher 功能软件导

入 GIS 数据

运用 Avenza MAPublisher 软件导入 GIS 数

据，能够保留 GIS 数据中的属性和地理空间参考

信息。如图 2 所示。

（1）运用 MAPublisher 软件把数据设定到最

终地图所设计的投影坐标系中。如图 3 所示。

（2）在线图层中根据属性连接线（如根据街

道名称连接分段的街道线），以便达到去除冗余

数据，注记标注数量大大减少。如图 4 所示。

图 1 不带空间参考的图形

图 2 导入 GIS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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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设定投影坐标系

图 4 连接分段街道线

（3）设定成图比例尺大小。如图 5 所示。

2.3 在 Adobe Illustrator 下处理数据

借助 Avenza MAPublisher 功能对 GIS 数据

进行投影和比例尺的处理后就可以在 Adobe

Illustrator 下进行其他操作处理了。

（1）根据图层主题或主图与插图合并相似的

图层。

（2）删除与制图无关的属性字段。

（3）添加在 GIS 软件中不支持的数据。

（4）集成非 GIS 结构的矢量对象。

（5）简化线和面对象。

3.数据导入 Adobe Illus t ra tor 后的管理与

符号化及效果

3.1 数据管理

（1）按图层管理。编制地图时通常是按图层

管理数据，一种要素一个主图层，一目了然。借助

Avenza MAPublisher 功能将数据导入到 Adobe

Illustrator 后，下一步就是管理好图层，合理的图

层管理可以提高制图效率，还可以更好地处理各

要素之间的关系，让后续的工作变得更简单。

Adobe Illustrator 图层面板采用分层的组织

结构，图层可以嵌套图层，上面的图层压盖下面

的图层，可以将图层根据属性进行拆分，如道路

按照 GB 或等级拆分成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

道、县道、乡道等。创建一个道路的主图层，不同

等级的道路，如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

道、乡道等各层子图层放于其内，方便处理道路

的图层关系。这样所有的道路既可以统一显示或

不显示和锁定，在主图层显示并打开时，子图层

也可以单独显示或不显示和锁定。

（2）按主图和附图管理。在一幅图上如果要

做附图，往往主、附图都是不同类型的图，也就意

味着主图与附图的要素选取与样式都不同，在数

据导入 Adobe Illustrator 后，通常用这种主、附图

来管理数据。

3.2 符号化及效果

当数据借助 Avenza MAPublisher 功能导入

到 Adobe Illustrator 后做好数据管理，就要对数据

图 5 设定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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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化及根据编图要求进行数据可视化效果的

操作。

在 Adobe Illustrator 软件中制作特殊的效

果，如：多线叠加符号化，线面叠加符号化，多文

字叠加符号化，渐变和渐变网格效果，双线边界

效果，投影效果，内发光，透明效果，特殊文字效

果等，这些都是美化图形必不可少的方法。

4.应用意义

4.1 直接支持基础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库

支持导入 shapefile 或 gdb 格式的数据。也可

以同时操作多种地图数据文件和进行坐标系统

转换，并叠加不同的数据源。

4.2 支持模板化快速制图

借 助 Avenza MAPublisher 的 功 能 在 Adobe

Illustrator 中制作地图，可以存储符号、色彩、画

笔、模板等文件，能够实现模板化制图概念。对于

图幅数多的图集，模板化制图就实现了批量成

图。如图 6 所示。

4.3 支持地图注记的快速自动配置

注记配置在制图过程中工作量极大，利用

Avenza MAPublisherLabelPro 智能标注模块，可

实现注记基于规则的自动避让和冲突检测，大大

提高了制图效率。如图 7 所示。

4.4 支持数据更新

Avenza MAPublisher 完整的保留了 GIS 数据

的坐标与属性，同时可以叠加正射影像，导入外

部 GIS 与坐标数据，更新后可以将数据返回导入

到 GIS 数据库中，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实现联动更

新。项目在制作过程中会补充一些新的资料，这

样项目完成后把补充资料导回到 GIS 数据库，对

基础数据库进行了补充及更新。

5.结束语

本文简述了从 GIS到平面地图的意义、路线

和 具 体 技 术 流 程 ， 着 重 阐 述 了 借 助 Avenza

MAPublisher 软件将 GIS 数据带属性和地理空间

参考信息导入到 Adobe Illustrator 的技术路线。该

技术路线既保留了图形信息、属性信息和数学基

础，也保留了空间数据库的结构，由此可以很好地

利用这些信息进行数据库驱动辅助制图，并支持

制图成果向 GIS数据格式的导出,从而实现空间数

据库的更新。 （下转第 77 页）

图 6 符号、色彩、画笔、模板的存储

图 7 设计注记智能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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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资料。

（3）通过地籍调查，结束了上海市建设用地

状况不清的现象，解决了上海市土地权属不明

确、土地利用不合理等问题，查明了因权属不清

而出现的侵权和界址纠纷案例的数目。[4]

4）通过地籍调查，查清了市郊农村地区宗地

的权属、界址、面积、用途等信息，掌握了真实准

确的土地基础数据，完善了农村地籍调查、统计

和登记制度，实现了地籍成果的多元化运用，为

探索城乡一体化地籍管理，为提高规划国土管理

水平、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服务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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