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赋能绘图创意，提升办公效率

亿图图示 产品分享



办公云时代 软件SAAS化 软件国产化

• 在线化

• 多人协作

• 跨端协作

• 高性价比

• 数字化运营

• 生产力提升

• 产业政策

• 信息安全

行业趋势

◆ 46%的全球公司有跨地域团队，33%的全球公司用协同场景工具改善工作效率。

◆ 79%的知识工作者有分散式协同工作的场景需求，其中82%都表示跨设备文件传输在工作效率中扮演重要角色。

◆ 49%的数字营销人员会选择能跨端的产品做视觉类的图像处理，只有11%的用户会用不同的工具解决不同的需求的产品。

越来越多的企业期望用一款绘图软件解决企业办公日常需求



一站式跨平台综合办公绘图软件
涵盖280余种办公绘图类型，流程图、思维导图、组织结构图、网络图、平面布置图，图文混排，一软搞定

亿图图示



亿图图示解决企业多场景办公作图需求

工程师 IT人员 运营人员 产品经理 管理人员 教育相关 企业咨询

网络工程、管理工程、建筑
工程、机械工程、电子电气
工程、医疗工程、食品工程

软件研发、开发运维
软件架构、服务支持

商业分析、项目管理、流程
管理、图文混排、数据分析

客户旅程、产品设计
产品路线、需求设计
项目管理、商业画布

商业策划、项目管理、流程
管理、组织架构、数据分析

科学图示、课程管理、K12
图示、头脑风暴、教育演示

商业分析、问题诊断
质量管理、战略策划

由于价格、市场环境等因素，希望

能找到一个平价替代解决方案，他

们希望这款产品不仅可以满足Visio

同样的绘图需求，还可以导入并编

辑原来的Visio文件。

某些职场办公人士需要在多种场景下

使用可视化表达，例如流程展示、工

作汇报、数据分析、项目管理、商业

策划、头脑风暴等。他们需要一款一

站式具有综合功能的办公绘图软件。

部分职场人士需要经常出差或者去不

同办公场地，他们需要通过登录在线

端随时随地使用软件，并且通过云存

储实现跨端协同。

有专业领域绘图需求，但是苦于专业

绘图软件学习门槛高，他们需要通过

一款易上手，并且有模板可以套用的

软件迅速解决绘图需求。

Visio 替代 多场景可视化异地办公小白用户



操作简单
绘图小白也能轻松上手

将复杂的绘图变得简单易用，无需掌握复杂的专业知识，

全拖拽式操作，即学即用，不论背景，轻松上手。



拥有280+图形解决方案，26000+绘图符号，1000+

专业模板，一款软件就能承包你的日常绘图。

海量素材
赋能多场景绘图需求

20+主题样式 280+绘图类型

10000+绘图模版 26000+符号



支持导入Visio常用格式，包括早期的VSD和VSDX，并达到工业级标准。

可以一键导出WPS、Word、PPT、PDF、SVG和常用图片格式，支持一

键发布到社交平台。

兼容性强
常用格式都能一键导入导出



网页版支持在线协作，轻松共享、管理团队文件；同时支持一

键分享到微信、微博、QQ等社交平台，让沟通更便捷。

协作共享
随时随地分享你的视觉作品



在亿图图示，您的数据是私密、安全和可靠的。所有信息和文件传输都受

到高级别的专业加密保护，未经许可，任何人都无法访问您的数据。

企业级安全
为您的隐私保驾护航 Dependable



280种绘图类型，一款软件统统搞定

降低学习成本，降低文件转化成本，降低企业采购成本，助您成为职场作图达人



多格式兼容

国内唯一可替代Visio软件，兼容Visio格式
以及常用文档类、图形类办公软件格式
无需担心迁移成本，延续已有操作习惯

绘图功能拥有智能、高效的业务逻辑，符号拖
放、极速连线、快速对齐、智能形状等操作
便携用户操作，让作图更轻松

智能绘图

提供个人云文档，一端创作，多端同步
让你随时随地记录，跨设备协同操作

云端存储 支持跨端协作

兼容 windows、Mac、Linux、Web以及小程序
完美适配各主流芯片和操作系统，让办公更高效

数据可视化

轻松完成数据和图形的交互

帮你实现所有数据、想法与灵感的可视化呈现

UGC社区，拥有丰富的优质模版资源。萃取数
万达人精华素材，小白都能DIY出大神级作品

资源模版社区

六大核心功能优势，解决企业办公绘图痛点



Visio的功能相对较复杂，在图形与数据库的交互、宏处理上具有领先优势；亿图

图示专注于消费级用户，软件更加简单易用，通过更加丰富的符号、实例和绘制

逻辑让作图软件更加简单易用。

模板风格单一，缺乏新意

绘图类型少

符号图形库无法提前预览

不支持跨平台使用

生态封闭，仅支持Windows系统

软件更新升级需要付费

产品价格昂贵

体验不友好 平台单一 部署成本高

Visio的不足之处

项目 Visio 亿图图示

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 Windows，Mac，Linux，银河麒麟，统信UOS

芯片支持 Inter X86，AMD Inter X86,  AMD,  龙芯，飞腾，兆芯 ，华为鲲鹏

核心绘图类型
流程图，架构图，项目管理
图，平面布局图，软件开发
图，商务处理，电子工程

流程图，思维导图，架构图，项目管理图，平
面布局图，软件开发图，商务处理，电子工程，

信息图，平面设计

绘图种类 128 280

符号数量 7000+ 26000+

数据驱动图形 数据库模型图，组织架构图 常用图表，组织架构图，地图

宏操作 支持 不支持

预定义符号 支持 支持

符号编程 支持 支持

内置模板 不支持 支持

VSD，VSDX格式 支持VSD，VSDX 支持PDF，SVG，VSD，VSDX

亿图图示 Visio

可完美替代 MS Visio 绘图功

能， 降低企业总拥有成本

兼容 Visio 格式，无缝衔接企业

历史数据，可实现平滑切换

一个账号多端同步，支持云端数

据共享协作，提高办公效率

替换成本低 企业数据平滑迁移 SaaS 跨端协作

亿图图替代方案



私有化部署

数据更安全、服务更稳定、协作更高效

01 02 03
私有化部署
免费试用

根据实际情况
沟通方案

培训服务支持
技术支持

信息安全 功能强大

高性价比 专属服务

数据私有化隔离；容灾备份机制；
算法、密钥双重保险，数据安全可靠。

支持多人实时在线协作，满足企业多场景办
公需求，激发企业办公潜能。

高级定制
可配备独立的二级域名，可定制企业账号联
合登陆，自动同步企业内部账户体系。

鉴权管理
提供企业级用户账号体系接入，

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授权或者解除。

提供授权版本，无论内网还是外网，
都能灵活配置。

提供一对一专属商务对接、客服
咨询、以及技术支持。



私有云部署
将亿图脑图协作版部署到企业内部
私有云服务器中，企业完全自主掌
控，适用于通信，金融等对数据安

全性要求更高的企业。

共有云部署
将亿图脑图协作版独立部署到企业
专属AWS阿里云/腾讯云服务器中，
享受公有云功能与服务的同时，又
具备资源隔离的优势，适用于大多

数中小型企业。

灵活部署 安全可控

主流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兼容适配



深圳市亿图软件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4年 | 隶属于万兴科技集团 用亿图，绘图创意更出彩

亿图软件致力于打造一系列高效便捷的
办公绘图工具，赋能团队协同增效

EdrawMax
亿图图示

MindMaster
亿图脑图

Pixso
协同设计

BoardMix协
同白板

OrgCharting
组织架构

EdrawInfo
亿图脑图

EdrawProj
亿图项目管理

EdrawMath
亿图公式编辑

一直致力于绘图创意软件的研究和开发

国内外专业的绘图创意类软件提供商

拥有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产品研发数十载。主要产品包括亿图

图示EdrawMax、思维脑图软件MindMaster、项目管理软件EdrawProj、

平面设计软件菲果、组织架构图软件OrgCharting。打造中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质量绘图创意软件，是亿图团队矢志不渝的目标。

凭借多年在图形可视化领域积累的经验，亿图已经成为国内外

专业的绘图创意类软件提供商，覆盖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17 年复

杂信息可视化领域技术积累，填补国产软件同类产品空白。



亿图图示产品荣获2019年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优秀产品

亿图团队在华为开发者大赛2020秋季赛中荣获优胜奖

Pixso协同设计获得2021届MVX年度创新金奖



他们都在用亿图
来自科技、金融、教育、互联网、咨询等各个行业的用户



亿图企业官方微信号
https://www.edrawsoft.cn/

亿图在手

绘图创意更出彩
https://www.edrawsoft.cn/edrawmax/

一 站 式 跨 平 台 办 公 绘 图 利 器

亿 图 图 示 Ed r awM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