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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 + MAPublisher制图技术流程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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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陕西省宝鸡峡灌区专题图编制为例，探讨ArcGIS+MAPublisher制图技术流程及其在灌区专题图方面的应用，并分析

该制图流程相比于其他制图流程的优势所在。实践研究表明该技术流程在地图工艺、制图效率等方面有一定优化，可以为相关

行业地图制图人员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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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rcGIS + MAPublisher Mapping Technica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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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Baojixia irrigation district thematic map of Shaanxi Province for example, we discussed the technical process of ArcGIS+MA-

Publisher mapp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rrigation district thematic map, and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of this mapping process compared with oth-

er mapping processes.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the technical process is optimized in map technology and mapping efficiency, which can

provide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mapping personnel in re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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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对于地图出版管控严格，对地图从

业人员的要求日益提高[1]。因此，地图从业人员亟需

提升自身职业技能，以便适应行业发展趋势。随着技

术的快速更新和互联网的普及，制图流程的变得更加多

样和规范[2]。国内常用的几款专题地图编制的软件包括

ArcGIS、Adobe Illustrator （后文简称“AI”）、Corel⁃
Draw（后文简称“CDR”）、MAPubulisher等，目前主

流采用的制图方案是2个或多个软件结合的方式[3-4]。

MAPubulisher是加拿大公司Avenza开发的一款基

于AI的插件，它集成诸多GIS软件功能，例如支持坐

标系统、数据属性编辑、注记生成和编辑、制图数据

自由导出等，弥补了专业制图软件的GIS相关功能的

不足[5-6]。本文涉及的版本为10.4（见图1）。
目前国内关于 ArcGIS + MAPublisher 地图制图技

术流程的应用研究较少。本研究依托宝鸡峡信息系统

平台建设项目，以宝鸡峡灌区专题图为例，参考《水

利基础要素空间样式》等行业规范 [7]，阐述 ArcGIS +
MAPublisher 制图技术方案的应用，并将之与其他制

图技术流程进行比较。

1 ArcGIS+MAPublisher制图技术流程

1.1 MAPublisher功能介绍

导入和导出。 MAPublisher 可以将来自 ESRI、
MapInfo等平台的数据完整无损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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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操作。属性信息是地理数据最重要的部分之

一，它与许多 MAPublisher 功能密切相关，例如 MA⁃
Publisher 标签引擎、MAP 主题、MAP 选择和 MAP
Web Author。

数据创建和处理。MAPublisher 支持点线面要素

类型的创建和编辑。同时还具有点线面连接、缓冲、

路径批处理等特色制图工具，极大的方便了编图者在

平面设计软件里完成地理数据的创建和处理。

智能标注。MAPublisher有3种要素标注方式，分

别是单独标注、普通标注和智能标注。其中智能标注

基于注记规则、注记样式，可以实现基于要素属性的

快速、智能、高效的注记摆放。注记规则可以保存为

文件，再次导入。

MAP 主题。MAPublisher 支持基于属性创建点线

面样式，以及饼图、柱状图、点密度等专题表达。

其他工具。MAPublisher 还拥有十几种制图常用

工具，使用方便且高效。

1.2 制图技术流程

1） 明确地图需求，制定设计方案。根据需求收

集整理相关数据，如基础数据（行政中心、道路、河

流等）、专题数据（水电站、涵洞、渠道、灌区范围

等）、遥感影像和DEM等。确认数据后，对数据做预

处理工作。同时设计对应数据的 AI 符号库 （见图

2），包括各类符号、画笔、图形样式等。

图2 地图符号和样式

2） AI数据导入。在MAP视图窗口中，设定地图

幅面和比例尺大小，之后对图层进行上下调整以及合

并拆分，尽可能满足图层压盖规则（见图3）。如果发

现数据不满足制图需求，且在AI中处理难度较大时，

可以利用ArcGIS软件重新编辑后再导入AI。
3） 应用AI符号库。应用符号（点要素）、画笔

（线要素）以及图形样式（线要素和面要素），及时修

改不合适的符号和样式。

图3 MAP视图和图层窗口

4） 注记编辑和地图整饰。生成要素注记，并对

其进行字体优化、增删、挪动等编辑操作。

5） 导出地图和地图模板。根据要求添加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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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要素，如图名、图例、格网、图框、花边等，对专

题地图效果进行美化提升。最终成图还可以作为地图

模板，通过裁切和复制MAP对象等功能，快速编辑同

系列或类似样式的其他地图。

2 多种制图技术流程的比较

2.1 制图效率、效果对比

对于灌区平面分布图而言，“灌溉渠道”是最突

出、最重要的专题要素之一。比较专业平面设计和

GIS 软件，发现前者的制图效率和效果明显优于后

者。使用ArcGIS实现渠道的 3D效果，需要用到欧氏

距离、制图表达、多环缓冲区、山体阴影等工具，步

骤较复杂且不易记忆；而同样的效果在AI中，仅需复

制两层、底层加阴影、顶层加渐变三步即可实现最终

效果（见图4）。
实际测试结果表明，一整套灌区系列专题图的制

作，只用 ArcGIS 需要约一周时间，而使用 ArcGIS +
MAPublisher制图技术流程，3~4 d即可完成。

2.2 制图技术流程对比

以陕西省宝鸡峡灌区专题图为例，将多种制图技

术流程的对比分析如下（见表1）。

与ArcGIS制图相比较， ArcGIS + CDR/AI制图具

有以下3个突出特点[8]：

1）制图细节更专业。具有文字转曲、快速对齐等功

能。

2）效率更高。可以实现快速对多图层应用同一

种样式规则，地图编辑操作不卡顿。

3）图表样式更加自由且丰富。

与 ArcGIS+ CDR/AI 相比，ArcGIS + MAPublisher
制图的优势突出特点有：

1） 保证数据不失真，包括空间信息和属性信

息，并可以基于这些信息进行进一步地图编辑。

2）快速标注生成和放置，同时保留被压盖注记。

3） AI文档之间的地图数据转移更加便捷，可同时

转移图形、字体样式以及MAP主题、MAP选择等特有

表1 多种制图技术流程的对比

对比
方面

坐标系
及投影

要素
属性

数据格式
及编辑

地图组织

标注和
注记

符号设计

色彩效果

排版设计

自动化
程度

编图效率

共享发布

单独ArcGIS制图

支持坐标系统的定义和相互转换，数据导入时
自动检测其投影并同时进行多图层的动态投影

可方便对属性进行编辑、添加、删除、连接和
查询，通过要素属性提取相关数据

支持ESRI自带的GIS数据格式导入，其他地理
数据需要先进行格式转换才可导入，数据编辑
完成后不可逆

具有空间和属性选择功能，可以根据属性对图
层合并或拆分，但合并图层只能存储于GDB或
MDB中

根据属性自动标注，支持Maplex标注引擎，但
标注无法单独编辑，而注记增删、注记移动等
操作不方便。

可以制作符号库模板，通过模板自动将符号赋
予相同类型的地图，但较难实现复杂符号的编
辑，尤其是虚线符号的效果较差

只支持RGB颜色输出，不适合出版印刷

排版不易操作，文字和花边较难设计

自动化程度较高，但操作流程复杂

编图效率一般，部分功能卡顿

支持地理数据共享和地图发布

ArcGIS+
CDR
无坐标系及投影设置

无要素属性

支持多种矢量和图像数据
格式导入，但会丢失数据
坐标系和属性信息

调整图层上下层关系进行
组织

人工手动进行注记标注

单个符号制作

支持 RGB、CMYK 颜色输
出，适合出版印刷

排版设计灵活、多样

人工手动编图

编图效率较高，操作流畅

数据无坐标，共享程度低

AI MAPublisher
支持数千种已有坐标系统及用户自定义坐标系统，数
据导入时自动检测其投影并同时进行多图层的重投影

可方便对属性进行编辑、添加、删除、连接和查询，
通过对要素属性提取相关数据

支持绝大部分常用的GIS数据格式输入，包括来自ES⁃
RI、MapInfo等平台的数据可以完整无损（属性及地理
坐标）的导入，数据编辑不影响数据本身

通过空间、属性和选择过滤器创建MAP选择，实现数
据的快速选择和查询。可以根据要素的属性分到不同
的图层，也可以将多个图层合并成单个图层

根据属性智能标注，支持沿线注记，或者利用标注位
置、注记尺寸和排列等偏好进行优先标注

可以制作符号库模板，通过模板自动将符号赋予相同
类型的地图，可以实现复杂符号的编辑。

支持RGB、CMYK颜色输出，适合出版印刷

排版设计灵活、多样

自动化程度高，操作流程相对简化

编图效率高，操作更加流畅

支持更多格式的地理数据共享和地图发布，AI文档还
可以作为地图模板进行二次加工编辑

图4 渠道3D效果对比（左图为ArcGIS效果，右图为AI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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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关乡镇界线标准画法的相关技术规范和规定的编

写和设计工作，研究提出乡镇界线的标准画法。

5 结 语

本课题通过分析陕西省乡镇界线的分布特点，根

据影响乡镇界线在地图上表示的诸多因素，提出乡镇

界线在地图上的关系处理原则与表达方式要求。结合

多年的制图表达经验，探讨了陕西省乡镇界线的标准

画法，明确了在绘制乡镇界线时如何协调、处理乡镇

界线专题要素与地理要素的关系[7]。为陕西省乡镇界

线的规范表示提供了参考，为今后相关项目的立项和

实施奠定了基础，为今后的项目生产提供了理论储备

和技术支持，可在区县乡镇行政区划地图和区县乡镇

地名图集绘制等方面进行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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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4）实现需求的解决方案更多，如样式的应用既

可以直接使用AI图形样式，也可以利用MAP主题完

成更多样化的配置。

2.3 不足之处

ArcGIS + MAPublisher制图技术流程并非完美，仍

存在许多问题。在地图编制过程中发现，MAPublisher
的部分功能不够完善，例如自带的配色模板、符号库

和图形样式库等不足以支撑地图制作，需要编图者自

行设计；水系标注批量倾斜、道路标注批量变换文字

方向等实用工具有待开发；在AI图层未锁定状态下，

容易出现误操作，改变数据位置等。

3 结 语

不同软件的功能侧重点不同，综合利用不同软件

的优势，有助于提高制图效率，达到更好的成图效

果。在专题地图制图领域，ArcGIS更擅长数据管理和

地图组织，AI则更侧重色彩、符号和版式设计，MA⁃
Publisher依托于AI平台，整合ArcGIS核心功能，能够

快速实现数据处理和更新，并且增加了许多前两者均

不具备的制图工具，进一步提升地图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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