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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设计下 Illustrator 在挂图中的设计实现
文/王欢

摘 要

在设计领域中，平面设计在
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且在
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尤其是其强大的图像处理功能、
文 字 整 理 效 率 以 及 效 果 排 版。
本 文 结 合 自 身 的 情 况， 选 取 了
Illustrator，进而研究探讨其在
挂图设计中的设计实现上的问题，
分析了大型挂图制作的相关流程。
同 时 总 结 出 Illustrator 在 挂 图
设计中的制作技巧，其目的在于
为今后的挂图设计提供一个文献
支持的基础

图 1: 大型挂图制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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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视野的不断
开阔，挂图设计得到了人们许许多多的关注，
导致了挂图种类层次不穷。其中最明显的就是
在尺寸、比例、设计的范围、设计内容的主体
选取以及诸如利用强大的计算机功能衍生出的
数字电子地图，体现的异常明显。和传统的传
统图纸相比较，大型挂图在其中的运用面最
广。其主要是运用大尺寸来表现一种特定主题
的纸质图，在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上
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由 Adobe 公司研发和推
出的 Illustrator 软件是一种矢量图形处理功能

图 2：文字效果示意图

强大的软件，以其丰富多彩的图像表现能力、
分层上的灵活性加上在画笔库、符号库上对用

公司战略策划、产品商标设计、插图创新制作

具体实施、校正修改、后期印刷打印。此外，

户开放的特点，可以实现用户自主建立喜欢

等等上。因此，平面设计运用下 Illustrator 在

大型挂图的制作工作还需要考虑到受幅面的尺

的符号和线型，进行批量处理。本文通过对

挂图中的设计实现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熟

寸的影响而引起的在图幅幅面设计上的不同。

Illustrator 软件工具的运用，例如图像绘制，

练巧妙的运用，可以对几乎任何一个设计上的

本位通过对挂图设计的详细标准和流程进行了

建立一个标图，从而制作大型挂画。最后总结

项目达到资源上的最优化配置，这方面主要体

阐述，设计制作示意图如图 1。

了 Illustrator 在挂图设计中的制作技巧以及相

现在环境图标设计、产品广告设计上。另外一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大型挂图设计的内

关的实践经验。

方面，依靠 Illustrator 软件创建的各种各样的

容包括需求分析、标准制定、方案设计、作业

设计横幅、图像、布局规划网站，可以以一种

实施、打样教改、分幅打印、拼接成图。具体

原始的、生动的创造模式传递给人们，增强平

而言，需求分析是挂图设计的起点，通过一系

面设计的视觉效果和表现能力。

列的准备工作，了解挂图设计的目的及相关的

2 平面设计下Illustrator在挂图中的设
计实现意义分析
Illustrator 在现实生活中涉及的领域相当
的广泛，延伸到人们的生活、学习以及娱乐各

3 Illustrator在大型挂图制作的相关流程

限制条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以下的内容；标
准制定包括色彩标准、线型设计标准、图名设

个方面，这些无疑给 Illustrator 提出了新的挑

运用 Illustrator 制作大型挂图的操作流程

计标准以及图幅设计标准；方案设计的内容可

战和机遇。就目前情况看来，Illustrator 依靠

和传统的基本操作差不多，大体涵盖了任务的

以细分为作业任务划分、作业实施的流程以及

其强大的图像处理上的优势，被广泛运用到广

准备工作和标准的制定工作。具体而言，大型

软件工具的选取；作业的实施需要关注不同阶

告平面设计、互联网网站设计、商品包装设计、

挂图的操作流程包括了三个大的步骤即任务的

段不同的设计方式，协调好分工之间的合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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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打样教改、分幅打印、拼接成图需要依据

号时，应该考虑到符号是否均应对称、是否整

到读者的视线中，进行产生一种以第一印象判

挂图的尺寸进行相关的校正，打印是必须关注

体方圆。在制作中，方形符号工具主要是选取

定挂图好坏的效果。如果在图名设计上注入能

分幅，合理利用智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以“左

矩形工具，而在弧形、扇形以及圆形上的制作

够吸引读者眼球的东西，必然会加深读者进一

压右、上压下”的原则进行图幅的压制。之后

工具主要是圆形工具。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

步了解挂图内容的兴趣，对于一个挂图图名的

需要进行分幅打印成果上的裁剪，压盖图幅必

将一个旧的符号重新制作，转换成一个新的符

好坏关系到整个挂图质量的高低，一点也不为

须经过其沿边上的拼接线进行裁剪，而被压图

号。此时的制作方式首先应该是构建符号的实

过。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对挂图图名制作中的

幅也需沿着拼接线进行裁剪，最后拼接成图，

例，然后通过断开符号的链接，在就符号组成

一些基本原则进行阐述。

完成整个挂图的制作流程。

元素的前提下，重新编组，最后将新的符号放

4 Illustrator 在挂图中的制作技巧

入到符号库中。如果有组合的符号，需要取消

应该置于图外的正上方，字体可以选择宋体、

编组，接下来的操作以上述基本相似。

录书以及等线条等，挂图图名的长度大致占

4.2.2 符号的修改操作

整个图面宽度的 7% 上下，长度占图面宽度的

4.1 大型挂图分辨率的设置

首先是大型挂图图名在整个图中的位置，

符号的修改操作是指对 Illustrator 符号库

65% 左右即三分之一。其次在字体的选择上，

图幅面像的分辨率需要依据图幅面幅以

中的相关符号进行一个修改或者替换的工作。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取不同风格的字

及打印机的分辨率进行适当的设置。在目前，

修改选取的工具是魔棒选择工具，加上符号库

体。虽然 Illustrator 软件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文

基于硬件设备下物理分辨率的各种打印机一般

中的符号替代选项，实施操作流程。具体的方

字输入方法以及文字不同效果之间的转换，但

可以满足在打印分辨率上的要求，打印机分辨

式是通过魔棒，，在菜单选项中一次选取：选

是面对庞大的用户群体，再多的样式也不能够

率的设定值在 150PPT 左右。但是对于大型挂

择—相同—符号实例，实例必须是魔棒选择要

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因此，用户需要自己构

图的制作而言，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图幅

素挂接同一符号的全部，最后在符号库面板中

建一个适合自身风格的字体，此时需要用户通

幅面的大小以及成本效率的影响，分辨率的设

选取符号替换项即可完成符号的修改操作。通

过想象力，使挂图图名更加丰富化。本文分析

定值一般不会超过 72PPT，就可以基本满足图

过符号修改操作，置换后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

的案例选取了 COREDRAW 软件，在考虑用

幅输出的效果。为此，在运用 Illustrator 软件

原来实例上的操作。

户需求以及挂图图名字体设计上的一些基本原

制作大型挂图时，对于分辨率的设置应该充分

4.2.3 采集要素的分层管理

则，构建了一个基于黑体的双影立体型的字体，

4.1.1 打印机以及图幅面幅的相关限制

如图 2 所示。

考虑到硬件上的物理分辨率以及图幅幅面的双

采集要素的分层管理绝大部分运用在关

重影响，在符合设备分辨率的同时，还应该最

系比较繁琐、要素的种类多以及图幅复杂多样

从图 2 可以看出，该文字效果依此包含

大程度上保证图幅的清晰度，以一种最低的成

上。分层管理的主要功能是对要素进行一个批

了轮廓线、白露、阴影效果、字等内容，通过

本，达到运用效率上的最大值。

量的删除、修改和控制图幅在输出上的内容。

导出 AI 格式数据，就可以直接进一步导入到

4.1.2 制作环境配置上的相关限制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在软件菜单栏选项中一次

Illustrator 软件中，供用户使用。

众所周知，大型挂图制作环境配置上的

点击选择、对象、同一图层对象，然后对同一

相关因素是设置图幅图像分辨率的一个客观存

层要素全部选定，批量修改。以此同时，在图

在的条件。在计算机软件不断被研发运用的同

层面板中固定图层的显示，以便对所采集的要

时，互联网的云计算、大型挂图公司工作室的

素进行编辑和人工管理。

建立以及性能更高的计算机推广，更加满足了

4.3 文字图表的制作

大型挂图图像设计上的需求。但是，对于一些

5 结束语
在当今社会，大型挂图制作的方法层次
不穷，但是 Illustrator 以其强大的实际运用功
能在挂图设计中的地位越来越大。对于大型挂
图设计而言，快速标图和图像处理上的问题

小的公司，由于资金上的有限性，引入的计算

通 过 Illustrator 软 件 构 建 一 个 基 本 的 图

无疑成为了其制作环节中的重、难点。因此，

机仍然是一些是很一般，根本无法对发行挂图

表，在运用圆图工具就可以制作出多种多样的

本文对平面设计下 Illustrator 在挂图中的设计

进行制作。就拿 6mX4.5m 的挂图来说，图像

图表。就特殊规格、尺度、格式的图表，需要

实现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结

文件的大小是随着分辨率的不断提升，呈现出

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制作方式。接下来

合 Illustrator 软件在现实操作中的经验，谈论

一个平方的递增趋势。在图幅分辨率和大小一

本文主要阐述规格不同的表格制作方式。首先

其在大型挂图设计中的具体实现方式，整理出

样时，RGB 和 CMYK 模式下的图像大小的比

是要在 Illustrator 软件中通过制作矢量线条，

Illustrator 软件运用在大型挂图设计中的相关

例大概是 3：4。

构成一个基础表，如果单方面的运用来自于

流程、制作技巧，可以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探

WORD 表格中的数据，会出现绘制难度高、

讨大型挂图制作的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参考依

工作量大的情形，引起工作效率低下的后果。

据，奠定坚实的基础。

4.2 线型库及符号库的使用
根 据 不 同 用 户 自 身 的 偏 好， 可 以 在

如果在大型挂图的制作过程当中，在 WORD

Illustrator 软件中选取和建立自己喜欢的笔画

的基础之上，充分结合考虑数据的来源和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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