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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导航 - 用你的 iPad/iPhone(GPS
持离线和在线地图。你可以

Mobile Atlas Creator (http://mobac.dnsalias.org) 
离线地图，然后用 iTunes 

使用离线地图，地图的显示

机流量费。当你准备旅行前

可以事先进行路径的规划，需

再无需担心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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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导

全球导航
玩转 iPad/iPhone GPS导航

用户手册 1.0 

Phone(GPS 版本) 为你周游全球提供便捷的导航

在互联网上轻松下载到覆盖全球各个区域的离线

://mobac.dnsalias.org) 这个免费的工具在几分

的文件共享将离线地图上传到 iPhone/iPad 中。

及各种操作响应非常快速，而且你不用再支付在

，花几分钟下载目的地的地图然后上传到 iPad/iPhone
需要时候可以调入。无论是开车、徒步、骑行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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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介绍

• 支持超过 30种离线地图源
• 通过 iTunes 进行地图的导
• 支持 7种在线地图。

• 路径规划、保存、调入及

• 轨迹记录、保存、调入及

• 兴趣点、地址管理。

• 本地搜索及全球搜索，快

• 快速显示超长路径或者轨

• 当使用某些普通话版本的

• 便捷大按钮方便快速调出

• 使用在线地图时，内置的

• 自动支持横屏和竖屏。

• 单一程序文件同时支持 iPad/iPhone
• 支持 Retina 显示技术。

离线地图:

支持 RMaps/BigPlanet 地图
己可以快速创建或者从网上

使用 Mobile Atlas Creator 创
盖那些区域的地图，你也可

意选择。根据你的不同用法

离线地图不仅显示快速，而

在线地图:
即时切换到在线地图。支持

语言:
英语和简体中文。

全球导

源 (通过使用 Mobile Atlas Creator)。
导入及导出。

导出。

导出。

速定位全球任何一个地方。

迹。

地图可能出现偏移，启用“火星模式”自动修复偏

各项常用功能。

地图缓存机制保证地图的快速调入及显示。

Pad/iPhone，并且针对各自的特点进行界面优化

图格式 (每个地图为单一的 SQLite 文件，方便导

方便下载覆盖全球各个区域的离线地图。支持超

创建地图时，你可以预先设计你需要到达的区域

以下载整个城市、甚至国家的地图。地图下载时

，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创建离线地图。

且可以为你省钱。

7种流行的在线地图。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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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

化。

导入及导出)。自
过 30种地图源。

域，然后只下载覆

时详细程度可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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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

界面设计基本理念是：简单

当“动作”按钮按下时，会显

置、轨迹、路径相关。

全球导

单、直接和高效。

显示一个动作菜单。这个菜单的各项操作一般都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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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和当前的触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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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菜单选项:

• 重新计算路线

从当前 GPS 位置到已经设

• 设置路线起点

设置路径起点。如果终点

显示在地图上，并且地图

• 设置路线终点

• 设置路径终点。如果起点

显示在地图上，并且地图

• 保存路线

保存当前路线。

• 清除路线

清除当前路线。

• 周边搜索

基于地图中心附近进行搜

• 全球搜索

按照关键字对全球的地址

• 保存书签

将触摸的点或者选择的搜

• 清除轨迹

清除当前轨迹。

• 保存轨迹

保存当前轨迹。

地图选择操作:

• 切换离线地图

点击离线地图按钮，从列

• 切换在线地图

点击在线地图的图标即可

全球导

设置的终点重新计算路径。

点已经设置，则开始在后台计算路径。一旦路径

图定位到路径的起点。需要连接互联网。

点已经设置，则开始在后台计算路径。一旦路径

图定位到路径的起点。需要连接互联网。

搜索。

址进行搜索。

搜索条保存到书签中。

列表中选择离线地图即可。

可切换到相应的在线地图。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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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计算完毕则自动

径计算完毕则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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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路线及轨迹管理:

• 书签查看/删除

点击书签按钮 显示

动手指删除书签。

• 路线查看/删除

点击路线按钮 显示

指删除路线。

• 轨迹查看/删除

点击轨迹按钮 显示

指删除轨迹。

搜索：

• 周边搜索

点击搜索框

图中心开始进行周边搜索

• 全球搜索

点 击 “ 动 作 ” 按

围进行。越符合关键字条

到该地址。

中国地图偏移修正：

点击右上角的地球/火星

下，（东经 73 度，北纬
偏移修正，以匹配某些有

速度显示：

当前的 GPS速度，单位

快速按钮：

全球导

书签，触摸一个书签及将地图定位到该书签所指

路线，触摸一个路线及将地图定位到该路线的起

轨迹，触摸一个轨迹及将地图定位到该轨迹的起

，输入关键

索。搜索结果显示后，点击一个条目定位到该地

钮 ， 选 择 ， 然 后

，输入关键字并搜索。

条件的结果显示在最前面。搜索结果显示后，点

星图标。在地图图标 下，偏移修正将不起作用。

54 度）到（东经 136度，北纬 11度）的区域
有偏移的地图。

位：公里/小时。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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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地址。向右滑

起点。向右滑动手

起点。向右滑动手

键字并搜索。以地

地址。

点 击 搜 索 框

搜索将在全球范

点击一个条目定位

。在火星图标

域坐标将自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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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锁定

切换 GPS地图位置锁定

• 绿色：动作

执行各项动作。

• 红色：轨迹记录

开始或者停止轨迹记录。

状态条： 

在系统设置应用里，可以

则会在顶端显示一个状态

地球模式下:
“(纬度, 经度) A:海拔

火星模式下:
“Z:缩放级别 (GPS纬度
点数”

全球导

定。锁定后，地图的中心将和 GPS位置保持锁定

。

以设置“全球导航”的几个选项。其中，“状态文

态文本条。显示的内容如下：

拔 T:轨迹点数”

度, GPS 经度)=>(修正后纬度, 修正后经度)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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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如果打开，

A:海拔 T: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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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

步骤:

1. 设置起点
点击起点位置，然后在

2. 设置终点
点击起点位置，然后在

3. 自动开始进行路径规划
且定位到路线的起点。

4. 点击“锁定”开始导航

全球导

在动作菜单中选择“设置路线起点”：

在动作菜单中选择“设置路线终点”：

划。请确认有互联网连接。规划结束后，路线就显

航。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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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地图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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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中，当前的 GPS速度将
小于 80公里/小时为绿色，

导航中，如果偏离预先设置

行重新路径规划。

“全球导航”还没有实现语

路线偏移：

在下面的情况下会碰到“路

� 在中国地区使用某些国

为了避免路线偏移情况，在

已经做过偏移处理的地图。

全球导

将显示在地图上。根据速度的不同，显示的字体颜

80～120公里/小时为橙色，超过 120公里/小时

置的路线，可以使用“重新计算路线”以 GPS当前

语音导航及转向提示导航。

路线偏移”现象。这不是一个软件的错误：

外的地图。比如：OpenStreetMaps等。 

在中国导航时尽量使用中国发行的地图，或者是 G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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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会有变化：

时为红色。

前位置为起点进

Google地图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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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地图、书签、

使用 iTunes 进行离线地图

1. 将 iPhone/iPad连上 USB
2. 启动 iTunes，选择 iPhone/iPad

离线地图文件名： “.sqlitedb
书签文件名： “places.plist
路线保存的目录： “route
轨迹保存的目录： “track

3. 从电脑（Windows 或者
iPad/iPhone中。.

4. 从 iPhone/iPad将文件拖

文件目录结构的详细图解：

全球导

路线、轨迹的导入导出

、书签、路线和轨迹的导入导出。

SB线缆
one/iPad设备名，在“应用程序”页， 

sqlitedb”; 
s.plist”; 
oute”; 
rack”. 

者 Mac）将文件拖拽到 iTunes 文件区，即可将

拖拽到电脑中，即可将这些文件复制从 iPad/iPhone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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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文件上载到

one导出到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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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可以看到一些以 “.sqlite” 

iTunes文件共享的大图：

places.plist 
offline-map-1.sqlitedb
offline-map-2.sqlitedb
offline-map-3.sqlitedb
route/ 
track/ 
other-files.sqlite
other-files.sqlite

全球导

te” 结尾的文件。那些是在线地图的缓存，可以

litedb
litedb
litedb

te
te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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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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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离线地图

离线地图的创建非常有趣、

建离线地图。下载地址： h

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该软件

握了，创建地图就是几分钟

1. 下载并安装 Mobile Atlas Creator;
2. 启动 Mobile Atlas creator;
3. 选择地图数据源，比如
4. 选择要创建的区域;
5. 选择缩放级别;
6. 选择导出的格式为 “Rmaps 
7. 点击 “Create Atlas”开始

地图创建完毕后，即可根据

全球导

简单、直接。“全球导航”使用免费的 Mobile Atlas Creator
http://mobac.dnsalias.org.

件的使用教程。有的教程显得有些复杂。其实，几

钟的事情:

as Creator;
ator;
：OpenStreeMaps；

maps SQLite”; 
始创建。

据上面地图导入导出的说明将其导入到 iPad/iPho

使用 Mobile Atlas Creator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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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as Creator来创

几个基本的步骤掌

ne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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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需求

• iPhone 3GS, iPhone 4, iPad 
• 需要 iOS 4。
• 离线地图的导入导出需要

• 创建定制离线地图需要使

• 路径规划、周边搜索、全

全球导

iPad 带 GPS硬件。

要使用 iTunes。
使用 Mobile Atlas Creator。
全球搜索需要互联网连接。

导航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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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历史

• 1.0 
第一个发行版，基于 iOS SD
支持 iPhone 3GS, iPhone 4, iPad (
支持 iOS 4.1 
 

• 1.1 
第一个发行版，基于 iOS SD
支持 iPhone 3GS, iPhone 4, iPad (
支持 iOS 4.2 
 

全球导

S SDK 4.1构建。
ne 4, iPad (带 GPS硬件)

S SDK 4.2构建。
ne 4, iPad (带 GPS硬件)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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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访问 http://globalnav.yolasite.com/
们，将您的意见、建议发给

版权所有© Acamar 2010 
 

全球导

site.com/ 以得到最新的支持信息。可以通过下
给我们： http://globalnav.yolasite.com/contact.php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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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链接联系我

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