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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llustrator 标图的大型挂图制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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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大型挂图的广泛应用，对大型挂图制作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要。本文结合具体的任务实践，主要介绍
了 Illustrator 下标图的大型挂图的制作流程，总结了标图过程中的一些技巧，为以后的大型挂图的标图制作提
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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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 Illustrator 进行标图，制作大型挂图，

引言

主要介绍了制作大型挂图的一般流程以及制作过程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地图
制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地图的种类形势也越
来越多，有不同尺寸、不同比例尺的普通地图，也
有不同范围、不同主题的专题图，有基于计算机的
数字电子地图，也有基于各类纸张的传统纸图，大
型挂图就是其中的一种，多是大尺寸的用来表示某
一主题的纸质专题图，它广泛应用于国防、经济、
教育、文化建设等的各个方面。
Illustrator 是 Adobe 公司推出的功能强大的矢
量图形处理软件，具有丰富强大的图形表现力、灵
活的分层显示设置以及面向用户开放的符号库和画
笔库，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创建自己的符号和线型，
能够实现批量处理，调用起来也十分方便。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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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些技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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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流程
大型挂图的制作流程与传统制图的流程基本相

似，大都包括作业前的准备和标准制定，作业具体
实施与校改以及作业后的印刷打印等三大步骤。然
而，大型挂图因为其幅面的尺寸大而必须考虑到各
种标准的预设计，例如图幅幅面设计、印刷分幅设
计以及图名设计等。如果标准设计考虑不周全，会
使工作量加大甚至返工。因此，在制作大型挂图之
前要对标准和流程进行详细地设计。本文认为大型
挂图的制作一般需要以下几步，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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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型挂图制作流程

拼接成图

测绘第 36 卷第 4 期 2013 年 8 月

（1）需求分析：这是制作挂图的根本出发点，
主要考虑用户要求、使用目的、区域特点以及资料
情况等情况。通过作业前的准备分析，了解制图的
目的以及条件的限制，在此基础上制定作业标准和
方案设计；
（2）标准制定：主要有图幅设计、图名设计、
符号设计、线型设计、色彩标准等几个方面的设计，
这些是制做挂图前必须制定的客观依据，尤其是图
幅的尺寸设计，要综合考虑图名、图边所留的空隙
以及符号尺寸与线型粗细等；
（3）方案设计：对任务工作进行细分，各个任
务可以同步进行也可以按顺序进行，不同流程中可
以使用不同的制作工具，方案设计大概包括任务划
分、作业流程以及工具选择三部分设计；
（4）实施作业：这是任务的具体实施阶段，各个
阶段可以采取不同的采集手段，各部分内容可以由
不同人员协作完成，关键是最终结果的兼容与整合；
（5）打样校改：是将大型挂图缩绘到小尺寸的
纸图上，检查挂图的整体效果和有无错漏，并进行
及时纠正；
（6）分幅打印：分幅打印的关键是分幅，一般
分为压盖图幅和被压盖图幅，原则是“左边压右边，
上边压下边”
，合理利用智能参考线；
（7）拼接成图：将分幅打印的成果进行裁切，
压盖图幅沿拼接线裁切，被压盖图幅沿拼接线裁切，
最后拼接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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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技巧

3.1 大型挂图分辨率的设置
大型挂图的分辨率设置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
影响：
（1）图幅幅面和打印机分辨率的限制
图幅幅面和打印机分辨率是设置图幅图像分辨
率的根本依据。目前，打印机的分辨率（硬件设备
的物理分辨率）一般都能满足打印的需求，对于日
常打印分辨率一般设置为 150PPI。而对于大型挂图，
受图幅幅面和成本效率的影响，一般设置为 72PPI
即可满足图幅效果。大型挂图的分辨率设置要同时
考虑图幅幅面和硬件设备物理分辨率的影响，既要
符合设备分辨率的要求，又要满足图幅的清晰度，
这是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的关键。
（2）考虑用户的需求和使用的目的
用户的需求和使用条件是设置图幅图像分辨率
的主观条件。大型挂图一般是远距离观看，要考虑
“主题突出、层次分明、清晰明了”的基本原则。
因而可以对背景地图进行淡化，分辨率要求不高，
而对主题要素则要突出显示；分辨率要求高，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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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分辨率的不同来分清层次，易于阅读。在
采集主题要素的时候也可降低背景的分辨率，以提
高效率，减少对大图像的要求。低分辨率向高分辨
率恢复时，对于等大图幅的恢复是无效的，只能是尺
寸大的低分辨率图像到尺寸小的高分辨率图像恢复。
（3）制作环境的配置等因素的影响
制作环境的配置等因素是设置图幅图像分辨率
的客观条件。随着计算机软硬件的不断发展，高性
能的计算机、大型图形工作站、互联网的云计算等
日渐成熟，能够满足大型图形图像处理的需求。然
而，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事业单位或个体，大部分仍
然使用的是一般性能的计算机，对于处理大型图幅
来说有点力不从心。以 6m×4.5m 的挂图为例，随着
分辨率的增加，图像文件大小成平方的倍数递增，
如表 1 所示，其中相同大小和分辨率的图幅，CMYK
模式和 RGB 模式的图像文件大小比是 4∶3。
表1

图像文件大小

分辨率
72PPI

150PPI

300PPI

图像模式
RGB 模式

620.7M

2.63G

10.5G

CMYK 模式

827.6M

3.51G

14G

3.2 符号库、线型库的使用
在 Illustrator 中，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建
立自己的符号库和线型库，对应的 Illustrator 的符
号库和画笔库，如图 2 所示，符号库和画笔库可以保
存为 xx.ai 文件，方便重复利用，对于已经保存的符
号库和画笔库可以随时调用、更新或者合并。

图2

符号库和画笔库

在符号库和线型库使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
下几点：
（1）符号的制作
制作新符号，要遵循方圆、齐整、对称均匀的
原则。一般用矩形工具绘制方形，用圆形工具绘制
圆形、扇形或弧段。例如扇形，需要先绘圆形然后
用剪刀剪切。利用对齐工具对组成要素进行排列，
达到齐整和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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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旧符号制作新符号，可以先建立一个符号
的实例，然后断开符号链接，对于组合的符号需要
取消编组，利用旧符号组成元素或在旧符号基础上
重新建立新的符号，编组后置入符号库即可。
（2）符号的批修改
Illustrator 中符号的批修改或者批替换，主要
是利用魔棒选择工具和符号库的符号替换选项来实
现的。通过魔棒可以在菜单选项“选择-相同-符号实
例”中，选择与魔棒选择要素挂接同一符号的所有实
例，然后在符号库面板中选择符号替换即可。替换后
可以保持原来对实例的操作，如缩放、旋转等。
（3）采集要素的分层管理
对于复杂图幅，要素种类繁多，关系处理繁琐
时，可以对分类要素进行分层采集和管理，可以对
要素进行批修改和批删除，以及控制图幅的输出内
容等。在菜单选项“选择-对象-同一图层对象”中，
可以对同一层要素进行全部选中，进行批量修改，
如移动，旋转等。也可以在图层面板中，锁定图层
或者控制图层的显示等，方便对采集要素的编辑和
管理。
3.3 文字图表的制作
在 Illustrator 中建立图表，
有专门的图标工具，
如柱形图、条形图、折线图、面积图、散点图、饼形
图、雷达图等工具，可以绘制形式多样的各类图表。
然而，对于一些不规则图表或者不同来源、不同数据
格式的图表，就需要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例如建立一
个不规则的表格，在 Illustrator 中可以通过绘制矢
量的线条来构成表，但是绘制起来工作量比较大，尤
其是在绘制多个表格，数据来源是 Word 格式的情况
下，效率会十分低。因此，本文在制作挂图的过程中，
在 Word 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数据的来源和已有数据
的格式，建立表格，录入数据后，将表格导入到
Illustrator 中，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3.4 图名的设计
图名是图幅主题的文字表现，是读者阅读时的
第一要素，图名设计好坏直接影响到整幅图的质量
和效果，因此，对图名的艺术化设计十分重要。图
名设计一般遵循以下原则：
（1）一般大型挂图图名放在图外正上方；
（2）尽量选择宋体、等线体、隶书、魏碑等
字体；
（3）图名字大约为图宽的 5%—8%；
（4）图名长度约占据整幅图宽的三分之二。
在 Illustrator 中提供了多种文字输入的方法，
也有很多文字效果转换，但是其方法花样再多也不
能包罗万象，不能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因此，需
要一个能够建立自己的字体，充分发挥用户的想象
力，使图名更加艺术化并且数据兼容的设计平台。

本文充分利用 CorelDraw 软件，考虑用户的需要以
及图名字体设计的原则，建立了基于黑体的双影立
体字，如图 3 所示，包括轮廓线、露白效果、阴影
效果和初始字四层叠加而成，导出 ai 格式数据，可
以直接导入到 Illustrator 中使用。

图3

4

文字效果

总结

大型挂图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大型挂图的
制作也有很多的方法，对大型挂图的快速标图以及
图像的处理技术是大型挂图制作的难点和重点，因
此，对大型挂图的制作方法和技巧的研究意义重大。
本文结合任务实践的需要，充分利用 Illustrator
进行标图，CorelDraw 进行图名的字体设计，Word
进行表格制作以及 PhotoShop 处理分幅图像的方法
制作大型挂图，整理出大型挂图的一般制作流程，
总结了基于 Illustrator 标图的大型挂图的制作技
巧，为日后大型挂图的制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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