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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rcGIS软件能够满足用户地图制图要求,统一管理制图数据。基于此,本文主要以ArcGIS制图表
达为例,分析ArcGIS制图表达制作内容及制作流程,以此为基础,结合某城市地图制图要求,提出ArcGIS制
图表达应用措施,从而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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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nalysis of ArcGIS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in Map Car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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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cGIS software can meet the map cartographic requirements of users and manage mapping data
uniforml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ArcGIS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production content and production process of ArcGIS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mapping requirements of a c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application measures of ArcGIS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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