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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nza 软件在地图设计与地理影像处理中的应用
—— 21 世纪的地图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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ส Ҿ Adobe® Illustrator®⧟ ຳ л 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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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ublisher ᱟสҾ$GREH ,OOXVWUDWRUᔰਁⲴаᮤ྇功
能ᕪབྷⲴᨂԦᐕާ䳶 可利用其ঃ䎺Ⲵ制图平台生产儈䍘䟿
ൠമ。
0$3XEOLVKHU ൘ $GREH,OOXVWUDWRU ᒣਠкᯠᔰਁҶ䎵
䗷  ൠമ઼ᮠᦞ䗃ޕǃ䗃ࠪԕ৺㕆䗁ᐕާˈ֯ᗇԫօࡦമ
Ӫઈ䜭ਟԕ⭏ӗࠪ㋮㖾ⲴൠമǄ
MAPublisher ᭟ᤱ㔍བྷ䜘࠶ᑨ⭘GISᮠᦞ的䗃ˈޕ例如：
(65,ǃ0DS,QIRǃ)0(、Desktop、AutoCAD、*RRJOHㅹᒣਠ
ⲴGI Sᮠᦞ䜭ਟԕᆼᮤᰐᦏ˄ᙗ৺ൠ⨶ḷ˅ⲴሬޕǄ
⭏ӗⲴൠമާᴹ⚥⍫ਟ编辑⢩ᙗˈਟԕ㠚⭡Ⲵ䘋㹼ᮠᦞ
䳶㶽ਸǃᣅᖡ䖜ᦒǃ∄ֻቪਈᦒǃ㻱࢚ǃ࣐മֻ与㍒ᕅǃ
ᐕ⍱㠚ࣘॆǃоḵṬᖡۿ䝽߶ㅹǄ⭊㠣ਟԕࡋᔪӔӂ
0$3XEOLVKHU о $GREH ,OOXVWUDWRU ᰐ㕍䳶ᡀˈਟԕሩ∄ֻቪǃമֻǃᮤփᐳተԕ৺ࠪ
⡸䘹亩ㅹ䘋㹼㠚⭡᧗ࡦ。

ᔿⲴ㖁㔌ൠമӗ૱˄+70/ ઼ )ODVh）ׯҾ㖁㔌ਁᐳˈ另外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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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XEOLVKHU地图制图Ո࣯
ᕪⲴൠമ㕆䗁䗃ࠪ㜭࣋
൘മᖒ䇮䇑⧟ຳл操作*,6ᮠᦞˈ࡙⭘$GREH Illustrator
强大的图形设计、编辑和输出功能的同时，也可享受到保持
数据精确的地理坐标、严密的比例尺控制和编辑其属性数据
的能力。
从任意数据创建自定义地图
输入包括 Esri geodatabases 等主流行业标准的 GIS 应用格
式，可以同时操作多种地图数据文件创建地图，可以进行坐
标系统转换、叠加各种不同数据源。
可输出 web、Geospatial PDF 、 GIS格式
可对矢量与数据库编辑、数 据编辑、新增数据等转存成
不同格式的GIS数据，输出到 web 或 GeoPDF并发布地图进行
在线共享。
䟷⭘0$3XEOLVKHU儈ㄟⲴࡦമᢰᵟ઼,OOXVWUDWRUᒣਠ㠚ᑖⲴ䱤ᖡǃ䘿᰾等᭸᷌ˈє㘵ᆼ
㖾㔃ਸѪ *,6઼Ṽ䶒ࠪ⡸ᨀ最佳䀓ߣᯩṸǄ

设计面向对象的地图编辑工具
具有超过50种GIS和制图工具可以创建比例尺、连接图
形、放置点对象、创建主题和风格、建立格网等。

สҾ Adobe Photoshop 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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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 IMAGER 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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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DJHVZLWKUHIHUHQFHǄ0$3XEOLVKHU)0($XWRᢙኅ⁑ඇ᭟ᤱ )0('HVNWRS.Ӟ SHP, e00, GEN,
TAB, DGN, DXF, DWG, GML/XML, KML/KMZ, MIF, GeoTIFF, geospatial PDF. 䗃ࠪ Flash ઼
HTML5㖁㔌ൠമ. 使用 JavaScript API 和 CSS reference 实现高度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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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ᮠॳᐢᴹḷ㌫㔏৺⭘ᡧ㠚ᇊѹḷ㌫㔏ˈ᭟ᤱᤆ᭮ᔿⲴḷ㌫㔏৺ᣅᖡ䖜ᦒˈᮠᦞሬޕᰦ㠚
ࣘỰ⍻ަᣅᖡᒦ਼ᰦ䘋㹼ཊമቲⲴ䟽ᣅᖡǄᤕᴹ儈㓗Ⲵḷ㌫㕆䗁ಘˈਟԕሩᐢᴹⲴḷ㌫ᮠᦞᓃ䘋
㹼ᯩׯǃᇎᰦⲴ㕆䗁ˈਟԕሩнᑖൠ⨶ؑⲴᮠᦞ࣐ൠ⨶৲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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ԕ㋮⺞ᇊսǄሩൠമᙗᮠᦞ䘋㹼㺘Ṭ亴㿸ˈਟᯩׯሩަ䘋㹼㕆䗁ǃ࣐ǃࡐ䲔ǃ链᧕઼ḕ䈒˄䟷⭘
㺘䗮ᔿ㕆䗁ಘ˅Ǆ൘ MAP Info䶒ᶯѝḕⴻൠ⨶㤳ത઼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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㔈ࡦ儈㋮ᓖⲴ⛩ǃ㓯ǃ䶒˄অս᭟ᤱᣅᖡᒣ䶒ḷǃ⎞⛩ᓖᡆᓖ࠶。˅ˈਟԕḷ⛩㔈ࡦ㓯ˈवᤜᯩ
ੁ઼䐍Ǆ࡙⭘ MAP Locations઼ൠ⨶৲㘳ᐕާӔӂᔿⲴ㔉ൠമ᮷ẓ䍻৲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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䶒䘎᧕,㓯䘎᧕,⛩䘎᧕,ॆㆰ, ⸒䟿㻱࢚, 㕃ߢ᭸઼᷌㓯䮌ۿǄ MAPublisher ൘ሬަޕԆṬᔿᮠᦞᰦ᭟
ᤱ䍍ຎቄᴢ㓯 ˈ䟷⭘䚃ṬᯟüPeucker ㇇⌅ᶕ⮉؍㓯ᤃᢁޣ㌫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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䙊䗷オ䰤ǃᙗ઼䘹ᤙ䗷└ಘࡋᔪ MAP 䘹ᤙ䳶ᇎ⧠ᮠᦞⲴ儈᭸䘹ᤙ઼ḕ䈒ˈਟԕ൘࠭ᮠᓃѝᔪ・઼
؍ᆈḕ䈒㇇ᆀǄਟԕṩᦞሩ䊑Ⲵᙗሶ࠶ࡠн਼Ⲵമቲˈҏਟԕṩᦞᙗሶཊњമቲਸᒦᡀঅњമቲ

у仈ᐕާ

ਟԕࡋᔪ઼㇑⨶ MAP ѫ仈ԕᇎ⧠สҾᙗⲴ㠚ࣘㅖਧॆᤲ᧕ˈਟԕ൘മᖒሩ䊑৺᮷ᵜ⌘䇠ઘതࡋᔪ
⮉ⲭ᭸᷌ˈሩঅњሩ䊑ᡆ┑䏣ᙗᶑԦⲴཊњሩ䊑䘋㹼㕙઼᭮䖜ˈ点线距离精细微调。

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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ṩᦞᙗ㠚ࣘ䘄⌘䇠ᡆḷ⌘অњൠമሩ䊑ˈ᭟ᤱ⋯㓯⌘䇠ˈᡆ㘵࡙⭘ḷ⌘ս㖞ǃ⌘䇠ቪረ઼ᧂࡇㅹٿ
ྭ䘋㹼Ոݸḷ⌘ˈࡋᔪ⌘䇠᧙㟌ᡆ knockouts ԕᯩⲴׯ䳀㯿㓯кⲴ⌘䇠ˈ 㤕ᜣᴤྭⲴ᧗ࡦḷ⌘ˈਟ
ԕ֯⭘ MAPublisher LabelPro®üüањสҾ㿴ࡉᒦ㠚ࣘ䘋㹼ߢケỰḕⲴᲪ㜭ḷ⌘ᢙኅ⁑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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ਟԕѪԫᑖᣅᖡۿᡆབྷൠส߶Ⲵ MAP㿶മᔪ・㠚ᇊѹ㍒ᕅǃṬ㖁઼㓿㓜㖁 ˈ᭟ᤱሶሩ䊑㍒ᕅ䗃ࠪ
ࡠ᮷ᵜǄࡋᔪ㠚ᇊѹᤷे䪸઼∄ֻቪ。

ެᇩᙗ

᭟ᤱ Windows ઼ Mac㌫㔏лⲴ Adobe Illustrator⧟ຳ。

功能

描述

䗃ޕ䗃ࠪ

ḻṲṲᕅφ(䗃 & ޕ䗃ࠪ) BigTIFF, ERDAS IMAGINE Raster, ECW, geospatial PDF, GeoTIFF,
JPEG 2000, MrSID*, NITF; (Import only) BSB, BIL, GeoPDF®, MrSID/MG4 LiDAR, PCI EASI/PACE,
SGI, Web Map Service. '(0 Ṳᕅφ ESRI Grid, ERDAS IMAGINE, Grayscale DEM GeoTIFF, USGS
SDTS, DEM, DTED, SRTM. ᢟኋⲺආḽᮽԬφ World (TFW, TIFW, WLD, JPGW, JGW, PGW, SDW,
EWW, BLW, GFW, DMW, BPW), RSF, TAB, ERS. 儈㓗䗃ޕਟԕཊ䘹亩ሬޕཊњ᮷Ԧ。

ൠ⨶৲㘳

᭟ᤱሬޕᡆ࣐᧗ࡦ⛩ᒦԕཊ䖜ᦒ䘹亩ᇎ⧠㋮⺞Ⲵḷ㓐↓ˈ؍ᆈ᧗ࡦ⛩ᮠᦞѪ৲㘳᮷Ԧˈ֯⭘
аࡠєњ䘎᧕⛩䘋㹼ᘛ䙏㓐↓。

䖜ᦒ

ᒯ⌋᭟ᤱཊ䗮ᮠॳൠ⨶ᡆᣅᖡḷ㌫Ⲵ䖜ᦒᡆ䟽ᣅᖡˈާᴹ؍ᆈ㠚ᇊѹḷ㌫Ⲵ࣏㜭。

䮦፼

᭟ᤱሩཊᲟᖡⲴۿᰐ㕍䮦፼。

࠷⡷
ൠ⨶㻱࢚

ਟԕṩᦞ⬖⡷བྷሿᡆᮠᦞሶᖡۿ䘋㹼࠷⡷ˈਟሶ⬖⡷؍ᆈᡀཊᮠᦞṬᔿ。.

ൠᖒᲅ③

ሩൠᖒᮠᦞ˄DEM˅䘀⭘㠚ᇊѹⲴ㢢䱦ˈवᤜൠᖒᲅ③઼ݹᖡ䘹亩。

ެᇩᙗ
License 䇨 ਟ䘹亩

ṩᦞۿ㍐ǃབྷൠḷᡆ㘵㤳തሩᖡۿ䘋㹼㻱࠷ˈᒦަ⮉؍ൠ⨶৲㘳ᙗ。
᭟ᤱ Windows ઼ Mac㌫㔏лⲴ Adobe Photoshop⧟ຳ。
MAPublisher઼ Geographic Imager൷ᨀ⚥⍫Ⲵ License䇨ਟ䘹亩ˈवᤜঅᵪǃ୶ъǃᮉ㛢ǃཊ⭘ᡧ઼⎞⛩
˄㖁㔌˅䇨ਟ。

 ူุگ,OOXVWUDWRU0$3XEOLVKHU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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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p+Geographic Imager突破了在PS中打开大数据量的限制，可以直接对多景大数据量遥感
影像进行镶嵌及匀色处理，下图为高分二号影像调整前后对比图。

A-1 4景高分二号原始图像

B-1 6景高分二号原始图像

A-2 镶嵌匀色处理后图像

B-2 镶嵌匀色处理后图像

客户评价
“我觉得 MAPublisher 无论从专业人员的角度还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伟大的制图软件 ”
——Steve Pelletier, 加拿大弗来明大学

“衷心感谢你们的专业服务和独创性的软件，帮助我在国家地理杂志创建了特别精美的地图”
—— Carl Mehler, 国家地理杂志
“Geographic Imager 是一款我希望能够持续使用多年的产品 ”

—— Tom Patterson,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我们都认为MAPublisher是一款很棒的软件"

—— 张凤, 云南省地图院

MAPUBLISHER / GEOGRAPHIC IMAGER 用户
覆盖全球范围的私人机构、政府和学术组织都依靠 Geographic Imager 和 MAPublisher 来创
建基于 GIS 和地 理影像数据的内容丰富、视觉精美的地图产品。
政府
各种层次的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 ， 英 国 军 械 署 ， 中 央 情 报 局 ， 阿 姆 斯 特 丹
市 ，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国家地理情报局。
学术
主流学术机构如密歇根州大学， 马来西亚玛拉科技大学, 德国柏林工程应用技术大学和华盛顿史密斯学会。
出版
图集和地图出版机构，包括国家地理、加州汽车协会，也包括福布斯、纽约时报、彭博社、多伦多星报等主流

新闻媒体杂志社。

Avenza 典型客户
1. 国外客户
政府

教育

商业



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



纽约时报



联合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



英国国防部



柏林工业大学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彭博财经



荷兰住房、空间规划与



纽约州立大学



华盛顿邮报

环境部



史密斯学会



时代周刊



英国水文局



加拿大弗莱明学院



新闻周刊



新加坡武装部队



中央密苏里大学



马来西亚测绘局



巴布亚新几内亚理工






华尔街日报
今日美国

美国国家公园服务中心

大学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美国国务院

斯德哥尔摩大学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国防部

甘尼斯维尔州立大学







侨福商业地产

美国地质调查局

苏丹卡布斯大学







ABC 电视台

美国中央情报局

英国考文垂大学







阿纳达科石油公司

联邦调查局

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赫克拉矿业公司

澳大利亚国防影像与地



Nystrom/Herff Jones



摩托罗拉



Schubert & Franzke

理空间组织

(奥地利和罗马尼亚)

2. 中国客户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中国地图出版社





测绘出版社





上海市测绘院





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江西测绘资料档案馆



国家测绘局第一航测遥感院 
福建省制图院

云南省地图院

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新疆第一测绘院

山东省国土测绘院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



河北工程大学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解放军 96633 部队



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



总参测绘信息技术总站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



总装测绘大队



香港大学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澳门地图绘制与地籍局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





宁夏国土测绘院
广东省地图院
内蒙古自治区测绘院
中国海监北海航空支队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
中心
陕西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北京易凯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体育场南路2号219室
网址：www.ecartotech.com
邮箱： info@ecarto-bj.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