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参加!
MAPublisher 10.2中文版 & Global Mapper 20.0

新产品发布会
时间：2018年9月27日上午 10:30——11:00

地点：德清国际展览中心 B区 新产品发布区

北京易凯图科技有限公司
www.ecartotech.com



关于 北京易凯图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易凯图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为地理信息和地图制图行业用户提供领先的成熟产品和技术服务，公

司先后加拿大Avenza Systems公司，美国Blue Marble Geographics公司、Intermap公司等签署合作协议，

核以产品包括MAPublisher地理信息制图软件（基于Adobe Illustrator），Geographic Imager 地理影像插

件（基于Adobe Photoshop），Global Mapper，Global Mapper LiDAR点云处理软件等，负责产品的销售

和技术培训；同时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地图设计团队，基于Illustrator & MAPublihser承担各种挂图/

地图集/专题地图/展示地图设计服务项目。



关于 AVENZA SYSTEMS

MAPUBLISHER
在Adobe Illustrator中
使用地理空间数据创
建高质量的地图。

GEOGRAPHIC IMAGER
在Adobe Photoshop中
操作高分辨率地理空
间栅格图像。

AVENZA MAPS APP
移动设备上的地图应
用。从Avenza地图商
店下载地图。

Avenza Systems Inc.是一家加拿大软件公司，主要为制作和使用地图的用户开发
GIS制图软件和移动地图应用程序。

Avenza Maps



地理空间制图工作流和解决方案

桌面端——MAPublisher/Geographic Imager

 从任意数据创建自定义的地图

 强大的地图编辑工具和编辑能力

 输出多种格式GIS数据
移动端——AVENZA MAPS APP

 Avenza Maps 应用平台: 移动 app 和 地图商店

 基于iOS, Android, 和 Windows的移动App

 离线使用地图

 使用GPS跟踪实时移动

 标绘地标，照片，记录位置和数据



目前，测绘行业地图编制主要采用GIS软件和平面设计软件，或者采用两种软件
相结合方式，后者是将GIS软件处理后的数据输出能够识别的交换格式（如
AI/PDF等），再导入地图出版软件中作为底图进行成图。这种制图方法主要有
3个弊端：

一是难以利用空间数据库驱动制图，因GIS数据转换成纯图形数据，没有空间数
据原有的地理参考与属性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制图的重要依据

二是难以利用已有制图数据再制图，因每种地图都单独编制，处理好的数据很难
复用，数据重复生产，地图生产效率低

三是由于空间数据和制图数据不同步，难以利用制图成果更新空间数据库

国内测绘行业地图编制现状及问题





基于Adobe® Illustrator®的强
大的地图制图设计工具

在GIS与平面设计之间架设桥梁，将GIS的灵活性与
图形设计软件的强大可视化效果相结合，显著提升地
图制图的效率与效果！
GIS软件的根本缺陷是它们无法有效地制作地图数据供出版，制图人员和GIS人员一直寻求在

图形程序中制作地图文件的能力，以便利用基中包含的图形工具。结合Adobe Illustrator，

MAPublisher通过允许空间数据文件在图形程序中创建地图，彻底改变了地图制作的艺术。

MAPublisher弥合了GIS和高端图形设计软件之间的差距，允许所有的制图任务在他们应该完

成的地方执行，即在强大的图形环境中处理和管理GIS数据，同时保持对各种地图要素（如坐

标、比例尺、属性）的精确控制，使用户在创建地图产品时享受图形程序的全部图形能力和精

度，让用户创建视觉精美又具有地理精度的地图产品。



基于Adobe® Photoshop®的
地理影像处理工具包

在保证地理精度的情况下，方便高效的处理地理影像。

 突出Photoshop打开大数据量的瓶颈限制，支持处理上百G大数据量影像

 支持十几种Photoshop 本身不支持的GIS行业数据格式的输入输出

 在处理影像的同时能完整保留其地理参考信息

 支持批处理，实现处理任务的自动化

 支持在Adobe Photoshop环境下对地理影像进行空间操作，包括自动镶

嵌、生成瓦片、裁切、DEM晕渲、重投影以及基于控制点的坐标纠正等。



MAPUBLISHER 概述

 用于Adobe Illustrator的制图工具，MAPublisher完全集成到Adobe 
Illustrator中。

 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高端图形设计软件之间的架设桥梁。

 MAPublisher将GIS的最佳功能与Adobe Illustrator的强大设计环境相结合，
使您能够使用GIS数据创建高质量，高分辨率的地图。

 对于需要印刷和电子出版的许多行业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illustrator是一种应用于印刷出版、多媒体和在线图像的工业标准矢量插画的软件，该软
件主要应用于印刷出版、海报书籍排版、专业插画、多媒体图像处理和互联网页面的制作等，也可以
为线稿提供较高的精度和控制，适合生产任何小型设计到大型的复杂项目。

广泛应用于地图制作、平面广告设计、网页图形制作、插画制作及艺术效果处理等诸多领域。





可视化艺术效果
• 渐变和渐变网格效果

• 多线叠加符号

• 双线边界效果

• 投影效果

• 内发光效果

• 透明效果

• 文字效果

• 三维符号

• ……



花边制作—画笔工具



色带制作—偏移功能



河流渐变—线宽工具

河流渐变
河流是普通地图中重要的标示内容之一，由于比例尺的关系，

河流分为单线河与双线河两类，一般规定图上河宽小于0.4mm的
采用半依比例尺符号表示成单线河流，大于该指标采用依比例尺
符号表示成双线河流，单线河流与双线河流之间的衔接要过渡自
然。

在数字制图中，我们常采用河流粗度渐变的方法表示单线河，
使河流自源头起线宽由细到粗依次变化，从而正确的反映出单线
河的流向及形状，并区分主支流。

宽度工
具

宽度工具
可以在同路径中变换多种路径描边
宽度，并可以使用此工具创建并保
存自定义宽度配置文件。



快速调参—吸管工具

Shift+X，交替填充及描边颜色

Alt+选择工具，快速复制

吸管工具

配合选择菜单，快速选择

前置颜色：Shift+吸管

普通吸管：填充、描边

反向吸管：Alt+吸管



印刷文件的处理—叠印与转曲

叠印
• 颜色互相重叠或彼此相连处，印刷套版不准会导致最终输出中

各颜色之间出现间隙。
• 默认情况下，在打印不透明的重叠色时，上方颜色会挖空下方

的区域。可使用叠印来防止挖空，使最顶层的叠印油墨相对于
底层油墨显得透明。

转曲
• 为防止印刷时，因字体问题导致的错误，可以将文字转

换为一组复合路径或轮廓。
• 字体轮廓信息来自系统上安装的实际字体文件。当创建

文本轮廓时，字符会在其当前位置转换；这些字符仍保
留着所有的图形格式，如描边和填色。

扩
展



谁用MAPUBLISHER?
 制图机构:地图集和地图出版商，包括国家地理
 出版机构:主流的出版社，期刊和新闻社包括美联

社和纽约时报
 政府:包括USGS，英国军械调查局，中央情报局

和北约在内的各级机构
 学术:荷兰ITC，加拿大弗莱明学院和俄勒冈大学

等主要学院
 公司: MAPublisher商业用户包括Sprint，Qwest，

AECOM和世界银行
 公用事业: South Florida Water, Nevada Power 

Company and Southern California Edison



MAPublisher 10.2中文版正式发布！



MAPublisher

免费试用版下载：

avenza.com/download/
www.ecartotech.com/试用下载

在Adobe Illustrator中使用地理空间数据创建精美地图。

®



MAPUBLISHER用户创建的地图

▸ Molokai
Franklin Graphic Services Inc., Makawao, HI, USA



MAPUBLISHER用户创建的地图

 The Dynamic World
Alan Smith, Global Mapping Ltd, Northamptonshire, UK



MAPUBLISHER用户创建的地图

 Muravera
Earth Sciences Department - University of Siena, Italy



MAPUBLISHER用户创建的地图

 Vancouver Coast
Backroad Mapbooks,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国内典型用户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中国地图出版社

星球地图出版社 云南省遥感中心
江西测绘资料档案馆 云南省地图院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甘肃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河北工程大学 广东省地图院
解放军 96633 部队 山西综合地理信息中心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 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
内蒙古自治区测绘院 甘肃省测绘工程院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院 宁夏国土测绘院

福建省制图院 河北省制图院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应急制图服务
基于MAPublisher的决策用图精细化高效制图技术研究



“通过实际编制地图测试，编制一幅A1尺寸的分县图，采用ArcGIS和AI相结合

方式编制成图通常需要2～3工作日，而基于MAPublisher制图方式达到相同的

图面效果只需要1～1.5工作日，制图时间缩短了一半。

实例证明MAPublisher的特性能有效提高AI环境下地图制图的工作效率，且能达

到精细化制图的效果，与现有的其他制图软件系统相比较，基于

AI+MAPublisher制图，在制图效率和精细化方面的优势，能够满足决策用图的

需求。”



江西省系列地图（县挂图）





基于MAPublisher的地图生产工艺改进研究（福建省制图院）









地名普查专题图生产
（云南省地图院）



县挂图生产（宁夏国土测绘院）



Geographic Imager在国土三调影像生产中的应用









定期开展MAPUBLISHER 培训

介绍

MAPublisher 概述（PPT演示）

MAPublisher 功能
 导入和转换地图数据
 操作地图属性
 符号化地图数据
 编辑和创建地图数据
 标注要素(基础标注功能) 
 地图选择和地理处理
 MAP LabelPro（高级标注）
 比例尺, 指北针和图例
 网格, 经纬网和索引
 MAP Web Author (HTML5)
 导出 (导出图层, 导出文档到

geospatial PDF, 导出文档到
影像, 导出文档到网络切片)

Illustrator 基础操作

画板与地图尺寸
文字段落
钢笔及形状工具
线面颜色的配置
图形特效（渐变，透明，投影）
线划配置
图形缩放与旋转
图层控制
图表制作

Illustrator 地图设计

 花边制作-画笔工具
 色带制作-偏移功能
 河流渐变-线宽工具
 快速调参-选择工具
 印刷文件的处理-叠印与转曲

同时...
 开放式; 讨论, 协作, 学习
 随时休息
 随时提问



Muravera





 一款经济实惠，具有LiDAR数据处理能力，且易于使用的GIS应用程序；

 可提供无与伦比的多源空间数据格式支持（达300余种），可直接访问大量的
在线数据资源。

 提供大量数字化工具用于创建和编辑地图要素

 包括令人惊讶的大量分析和数据处理工具。如断面、视域、洪水、流域分析等。

 提供恰到好处的GIS功能级别，以满足有经验的GIS专业人员和初级制图人员
的需求。



Pixel-to-Points工具
从无人机图像生成3D点云



• 主动与被动数据采集技术

• 两者都有价值，具体取决于项目要求

• 一般比较

LiDAR vs. PhoDAR

• 预算/成本，预期用途和交付时间是主要的决策因素

LiDAR(激光探测和测距） PhoDAR (摄影测量 点云)

需要飞行计划 UAS/UAV &地面飞行员

需要激光扫描仪 RGB 相机 (20Mpx)

更昂贵 不那么贵

通常点云比较“干净”、“锋
利（ sharp）”

通常需要处理

点云分类已经存在 没有点云分类



• 近年来，无人机（无人驾驶飞行器）的应用迅速发

展

• 无人机现在配备了GPS接收器和小型化照相机

• 1-2厘米的图像分辨率相对常见

• 飞行规定仍在不断发展

– 视线可见

– 400米高度限制

– 仅限白天

– 100 mph 限制

– 机场空域限制

UAS/UAVs 和 Drones



• 垃圾填埋场面积报告要求（国家和地
区机构）

• 监管机构要求定期计算填埋区域体积，
在达到容量时进行项目

• 垃圾填埋场地形定期变化
• 使用由认证飞行员监控的预设飞行路

径的无人机飞行
• 获得200多张图像，进行地理配准

项目挑战



• 拍摄一系列2D照片并使用预定义的飞
行计划

• 导入不同视角的系列图像
• 聚焦于立体重叠
• 建议重叠度:

75% - 85%  
• 使用地理参考点进行三角测量
• 使用地面控制点网络来提高准确性

摄影测量影像



• 获取影像 > 软件工具

• 选取影像(去掉多余的和错误的影像)

• 使用SfM创建高密度3D点云

• 自动分类识别出“地面点”

• 创建高程网格

• 根据区域选择计算体积

过程



Generating a 3D Point Cloud from UAV Imagery

基础图层显示了测量目标区域范围





Generating a 3D Point Cloud from UAV Imagery



Generating a 3D Point Cloud from UAV Imagery



使用每个点，创建连锁三角形，生成带角度的表
面



基于当地样本区域平滑网格，使用一个最低高程的
点



多边形面的高程作为体积计算的基准面



• Pixels-to-Points 工具如何使用摄影测量&三角测量
• 生成带有EXIF地理标记/地理参考像素的点云或...
• 使用地面控制点网络可以获得更高的精确度
• 选择正确的图像（删除额外或错误的图像）
• 分类出地面点云
• 从地面点云内插生成DEM– TIN或Bin，创建“裸地”模型
• 3D 体积测量
• 等高线, 面要素生成

总结 – Pixels to Points 流程



谢谢! 
北京易凯图科技有限公司
www.ecarto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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