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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全空间智能GIS平台



MapGIS 10.6 是由中地数码集团研发的新一代全空间智能 GIS 平台，融合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了超大规模地理数据的存储、管理、分析和应用，为用户提供持续、稳健、高效的 GIS

技术支撑。

MapGIS 10.6 全面提升了跨平台 GIS、全空间 GIS、大数据 GIS、智能 GIS、敏捷开发五大技术体系，基于统

一跨平台内核，提供全新的地理实体模型、大数据治理体系、Unreal Engine 渲染引擎以及低代码开发框架，为行

业应用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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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10.6  
 GIS 

MapGIS 10.6 基于统一跨平台内核，向下适配多种软硬件环境，向上支撑跨平台全系产品，助力跨平台应用

建设及成果迁移。

支持主流 CPU 架构和国产芯片平台，架构包括 X86、ARM、MIPS、Alpha、LoongArch64 等，国产芯片支持飞腾、
鲲鹏、龙芯、申威、兆芯、海光等

支持主流 Windows、Linux、Android、iOS 等操作系统，Linux 操作系统支持 RedHat、CentOS、Ubuntu、
UOS、中标麒麟、银河麒麟、深度、欧拉、中科方德、万里红等

国产数据库支持 DM、HighGo DB、KingbaseES、PolarDB、GaussDB、GBase、BeyonDB、神舟通用、
UXDB、H3C SeaSQL DWS 等

支持主流国产服务器，包括长城擎天、华为泰山、长江计算、海尔、宝德、中科曙光等



基于虚幻引擎的全空间可视化与分析

三维数据标准体系 M3D 2.0 升级

三维数据模型和建模能力提升

 GIS 

MapGIS 10.6 基于《全空间三维模型数据格式及服务接口规范》(M3D) 实现景观模型、倾斜摄影模型、BIM、

激光点云、地质体、栅格体元、地质网格等多源异构数据全面融合，集成 WebGL、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混合现实（MR）、虚幻引擎等新技术，构建地上地下一体化、室外室内一体化、宏观微观一体化、虚拟现

实一体化的数字智慧城市空间，推动全空间新一代三维 GIS 应用。

新增栅格体元数据集，一种表达三维属性场的栅格化模型，支持剖切显示、时态显示、属性过滤等灵活的可视化
表达

新增地质网格类，一种三维地质模型的网格矢量化表达，支持存储多精度的级联网格，支持对多级网格动态更新
多种属性，如渗透率、孔隙度、地下水温度等

支持混合建模方法，一种采用主层地层建模、亚层岩性建模的新型综合建模技术，适用于地质条件复杂、地层无
序分布的建模场景

新增 MapGIS Earth for Unreal 工具产品和 MapGIS 3DClient for Unreal 开发平台

支持 WGS84 坐标系的“ 三维球 ”及 GIS 的交互体验，可动态加载大规模、多源异构的 GIS 数据

支持查询真实地物的属性信息，支持对模型执行通视分析、可视域分析、洪水淹没分析等

升级 M3D 2.0 标准体系，为海量多源异构三维模型数据在不同终端上的存储、表达、传输、共享与交换提供数据
和服务规范

提供多种 M3D 数据处理工具集，包含数据转换、数据入库、缓存构建、服务发布等实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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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 

MapGIS 10.6 推动地理大数据接入、存储、处理、分析和可视化的技术发展，新增图数据库存储和时空大数

据治理体系等，持续提升和挖掘时空大数据价值，进一步实现地理世界深度洞察。

提供关系型数据、切片型数据、实时型数据、非结构数据、区块链和图数据等数据的一体化存储与管理 

新增基于 Nebula Graph 数据库存储图数据，支撑地理知识图谱服务

支持亿级体量图数据的直接存储，持续存储十亿级图数据依然保持较高速度

满足海量地理实体及复杂关系时空大数据的高效存储管理和查询检索要求

提供一套标准的时空大数据治理流程，提高时空大数据质量

打通从时空大数据采集、时空大数据治理、时空大数据分析到时空大数据应用各环节

构建基于元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持续提升和挖掘时空大数据价值

完善基于时空大数据的分布式计算框架和分布式处理流程引擎

丰富不同类型的大数据分析算子，适应更多不同领域不同场景的应用需求

提升矢量大数据、影像大数据和实时大数据的分析能力，从海量数据中提取信息和挖掘知识，辅助科学决策

时空大数据存储能力增强

时空大数据治理体系构建

时空大数据分析能力提升



 GIS 

MapGIS 10.6 融入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挖掘更多的智能 GIS 应用价值，进一步推动智能

GIS 从感知到认知的发展，全方位推动感知世界预测未来。

提供完善的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影像信息提取流程，丰富深度学习模型库，提高多种类型地物的识别精度

提供视频目标识别与追踪能力，基于视频源融合 AI 技术，综合利用时序和上下文信息快速识别视频目标

提供点云语义分割能力，提出适用于室内外多场景的语义分割模型，提高不同场景语义分割的精度和效率

新增图数据存储，集成 Nebula Graph 图数据库，以更直观的图谱方式表达地理实体之间的关系

提供图谱目录构建、图谱可视化、图谱数据查询分析、实体关联等功能，支持地理知识图谱服务

基于地理知识图谱技术，构建不同领域的地理知识图谱，为不同行业的智能化知识服务提供支撑

将 GIS 与 AI 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构建完善的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工作流程

提供即拿即用的智能 GIS 工作流程处理工具，降低智能 GIS 的应用门槛

丰富智能 GIS 的应用场景，满足更广泛和深层次的智能 GIS 应用需求

完善的智能 GIS 工作流程

新增地理知识图谱

增强智能 GIS 信息提取和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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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MapGIS 10.6 推出全新敏捷开发技术体系，构建敏捷开发运维流程，打造全栈开发产品，提供多样化开发方

式，以降低开发难度，提高开发效率，让开发者更专注业务，从而快速构建多端 GIS 应用。

提供 Objects 组件、云 GIS 服务、桌面端、Web 端、移动端、Unreal Engine 端六大开发体系

支持端 GIS、云 GIS 服务、国产化 GIS 等全栈 GIS 应用开发

新增 QT 开发组件、新研 MapGIS Boot 微服务后台开发框架、丰富前端开发产品资源，提升全产品开发能力

支持全量开发，提供覆盖全 GIS 功能的 SDK 包、示例及开发配套资源，支持灵活定制行业 GIS 应用

支持敏捷开发，提供组件式、搭建式、配置式等敏捷开发方式。支持采用低代码或“ 零 ”代码的方式，快速构建

多端 GIS 应用

通过自动化软件“ 交付 ”和“ 变更 ”的流程，构建从软件开发、测试、打包、部署运维的全流程 GIS 敏捷开发模
型，以更敏捷的支撑多端 GIS 应用

敏捷开发 & 运维流程

全栈开发产品体系

多样化开发方式



MapGIS 10.6  

 

 

MapGIS 10.6 是中地数码集团推出的新一代全空间智能 GIS 平台，具备全空间一体化、云端深度融合、全栈

敏捷开发等特性，全面满足自主可控、多端应用的构建需求。

MapGIS 10.6 云产品：由云存储、云 GIS 服务器、云运维管理和云应用组成，统称为 MapGIS 大数据与云平

台。提供时空大数据的一体化存储与高效管理、高性能多样化的地图服务与分析服务，实现智能化的集群部署与

运维管理，满足各类 GIS 资源的在线共享与协同。

MapGIS 10.6 端产品：依托云产品强健的功能支撑，在 Desktop 端、Web 端、Mobile 端的基础上，扩展 

Unreal Engine 端，新增 MapGIS Earth for Unreal 和 MapGIS 3DClient for Unreal 产品，全面满足新技术应用、

新业务定制以及多端自主可控的应用场景需求。

云 存 储：MapGIS SDE 空 间 数 据 引 擎 与 
MapGIS DataStore 分布式存储引擎无缝融合，
新增图数据库，实现多种类型各种规模的全空
间数据安全稳定、方便易用的存储管理。

云 GIS 服 务 器：在高性能地图服务器  MapGIS 
IGServer、大数据 GIS 服务器 MapGIS IGServer-X、
智能 GIS 服务器 MapGIS IGServer-S 的基础上新增
微服务版，共同构成云之根基。

 云运维管理：依托 GIS 云引擎构建云运维管理
产 品 MapGIS Cloud Manager，新 增 MapGIS 
Cloud Manager for K8S 版 本，从 数 据、服 务
和应用三个维度深度满足高性能集群并发调度、
大数据分析展示和应用集成部署需求，辅助一
站式自动化运维管理。

云应用：面向跨行业用户对地理信息服务资源
的 应 用 需 求，推 出 云 门 户（MapGIS Cloud 
Portal）、全空间一张图（MapGIS Pan-Spatial 
Map）和 云 工 作 空 间（MapGIS Cloud 
WorkSpace）三个应用级产品，满足多维展示
及应用分析需求。



多源数据统一存储

多维目录统一管理

多类数据库一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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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Data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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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DataStore 是一个以分布式方式存储和管理关系型数据、切片型数据、实时型数据、非结构数据、

区块链数据及图数据的混合数据库，与 MapGIS SDE 无缝融合，形成完整的地理大数据存储管理方案。

集成 PostgreSQL 和 MongoDB，管理海量关系型数据和切片数据，实现矢量数据的分布式存储、查询与访问

集成 Elasticsearch，管理大规模时空型数据，实现实时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和快速检索

集成 HDFS 和 HBase，统一存储大规模空间及非结构数据，实现分布式存储、查询和分析

集成 IPFS，实现地理大数据的版本和追溯管理，为区块链存储奠定基础

集成 Nebula Graph，以图谱方式存储地理实体数据，支撑地理知识图谱服务

以多维目录统一管理关系型数据、瓦片型数据、实时型数据、非结构数据、区块链数据和图数据等

基于分布式目录服务，提供统一的访问服务和查询分析服务

内置简单快捷的安装程序和配置向导，无需专业数据库知识即可一键安装

支持按需安装，可按需选择安装一个或多个类别的数据库



全方位的高性能GIS服务 可聚合的多源异构GIS服务

高效的服务扩展方式

精细的服务管理机制

 GIS     GIS 

MapGIS IGServer
MapGIS IGServer 既是跨平台的高性能 GIS 服务器产品，也是浏览器端 GIS 应用与开发的平台软件，提供强

大的数据管理、分析、可视化和共享服务以及 WebGIS 应用开发与扩展，支持单体版和微服务版两种运行模式。

地图服务，支持发布地图服务、瓦片服务及第三方地图
服务等，提供地图服务的可视化和交互处理

场景服务，支持发布场景服务、地形服务及 M3D 服务，
提供场景服务的可视化与专题表达服务

要素服务，支持发布要素服务并基于要素服务进行查询、
编辑和统计等

第三方地图服务，支持发布 WMS、WFS、WMTS、CSW 
等 OGC 服务 ，天地图、高德、百度等在线地图服务及
第三方异构 GIS 平台服务

空间分析服务，提供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网络分析、
三维分析等 100 多种高级 GIS 分析服务

新增标绘服务管理，支持标绘库管理、标绘图层管理以
及态势推演

基于微服务架构提供更高效、更弹性、可实时
更新、运行更稳定的高性能 GIS 服务

支持多种缓存生成机制及调度机制，提供基于
数据缓存和接口缓存的本地存储和分布式存储

支持单体版和微服务版部署模式，满足不同规
模不同操作系统的应用需求，最大化利用资源

提供全方位的安全机制，支持服务级别的访问
控制和用户组、角色等安全管理策略

提供完善的日志管理体系和运行监控机制，管
理更精细

支持将通用标准服务、第三方在线地图服务以
及第三方异构 GIS 平台的地图数据 / 服务快速
发布为 MapGIS 标准地图服务

支持 MapGIS 标准、OGC 等国际通用标准以及
第三方通用标准的 GIS 服务快速聚合

提供基于服务器和客户端两种快速聚合方式

支持符合标准服务规范的自定义服务接入与管理

支持基于可视化工作流扩展功能服务，实现桌面、浏览器、
移动三端共用

支持基于 MapGIS 开发平台实现多端应用开发



完整的时空大数据治理体系 

丰富的时空大数据分布式服务

便捷的分布式处理流程引擎

GIS           09/10

MapGIS IGServer-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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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

数据汇聚

MapGIS IGServer-X 是一款大数据 GIS 服务器产品，集成分布式流程处理引擎，提供矢量大数据、实时大数据、

影像大数据、文本大数据分布式算子和服务，实现多维时空大数据的分析与挖掘，支持单体版和微服务版两种运

行模式。

构建一套标准的时空大数据治理流程，为时空大数据分析提供高质量的数据源

数据汇聚支持 20+ 数据源和 100+ 数据格式的时空大数据快速接入和汇聚

数据目录提供可视化的目录规则配置，基于元数据实现智能搜索以及血缘追踪

数据处理提供不同类型的时空大数据处理工具，满足时空大数据的快速处理要求 

质量控制基于时空大数据质量控制标准自定义质量控制流程，确保时空大数据可控可检

安全机制建立可控的安全预警机制，增强时空大数据的安全防护能力

矢量大数据服务，将 GIS 空间分析与 Spark 计算框架深度融合，提供丰富的矢量大数据分布式分析服务 

影像大数据服务，基于镶嵌数据集提供影像大数据服务，有效提高大规模影像的处理和分析效率

实时大数据服务，提供基于 Spark Streaming/Flink 的实时大数据服务，增强实时数据接入、处理和分析能力

文本大数据服务，提供分布式的文本大数据分析服务，支持动态分词与语义关联，快速提取与挖掘信息

提供分布式处理流程引擎，基于可视化的建模环境，通过拖拽等方式快速搭建地理处理模型

提供矢量、影像、实时、文本以及机器学习等覆盖多种数据类型的分布式大数据分析算子

提供 300+ 大数据分布式处理算子，满足多场景复杂任务处理需求

支持根据全新的业务处理需求自由扩展部件，自定义业务模型，重复使用



遥感影像信息提取

地理知识图谱

视频目标检测

点云语义分割

MapGIS IGServer-S

MapGIS IGServer-S 是一款智能 GIS 服务器产品，基于深度学习框架，提供数据关联与融合、空间分析与预测、

聚类分类与统计等智能化服务，应用于遥感影像变化检测、建筑物提取、语义分割、岩性识别等领域。

丰富深度学习模型库，完善基于深度学习的遥感影像信息提取流程，实现遥感影像信息的快速提取

采用全新的基于注意力机制的多网络分割模型，有效提升影像信息提取模型精度和泛化能力，满足不同地物分割
与识别要求

扩充影像语义分割模型所支持的地物类型，实现遥感影像中的环形交叉口、棒球场、游泳池、船只、城中村等地
物的快速提取

针对视频数据源采用 Yolov5 网络模型进行目标检测，针对性改进和优化模型参数，有效提升视频检测的精度和
效率

基于视频源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通过视频融合等方式增强视频的清晰度和可辨性，充分利用时序和上下文等信
息快速检测视频目标

提出基于膨胀图神经网络的点云局部特征提取深度网络模型算法，适用于室外场景语义分割并有效提高室外场景
语义分割精度

提出新型的点网络 RG-GCN，适用于室内场景的语义分割并有效提高室内场景语义分割精度

基于点云语义分割技术快速实现室内外场景点云语义分割，整体精度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支持构建地理知识图谱，以直观的图谱方式表达地理实体之间的关系

提供基于地理知识图谱的目录服务，支持紧凑树、环形布局等图谱可视化方式

提供地理图谱查询与分析、图谱关联分析等，提升地理现象的动态感知和知识发现等能力

满足众多行业领域应用需求，支撑知识性的地理信息分析和应用



云原生微服务治理

精细化组织管理 一站式运维监控

高性能地图服务智能集群管理

一体化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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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Cloud Manager

 GIS    

MapGIS Cloud Manager 与虚拟化、容器化平台无缝融合，实现多种资源的统一管理与运维，采用租户机制

实现云 GIS 资源的“ 分级管理、分别维护 ”，提供专业、简洁的一站式运维管理服务。

基于租户机制实现组织机构的精细化管理

采用分级权限实现资源、服务和云应用隔离

支持全方位的安全机制和日志体系，管理更精细

支持按需创建服务集群，可动态加入任意服务节点

支持弹性伸缩，根据 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率等，
实现不同规模集群的动态伸缩

支持集群各节点之间的服务同步以及负载均衡策略

支持高性能矢量地图服务，通过多级索引和动态渲
染等技术，以免切片方式发布高性能矢量地图服务，
实现高并发的秒级浏览和即刻更新

支持高性能影像地图服务，基于镶嵌数据集提供免
切片的实时影像服务，实现影像数据的秒级浏览和
即刻更新

支持可视化监控管理界面，以仪表盘、统计图等
方式监控服务资源以及软硬件运行情况

支持监控报警和统计分析等，运维管理更便捷

基于云原生架构搭建统一的微服务治理中心，
提供更细粒度的微服务管理能力

支持基于 Docker Compose 和 Kubernetes 的
容器自动化部署

支持基于 Kubernetes 容器编排，实现 GIS 服务
的动态调度

提供大数据、集群服务、应用集成等 Docker 容器
节点资源的统一管理

提供地图服务、功能服务以及扩展服务等服务资
源的统一管理

提供 GIS 软件、行业应用以及第三方应用等应用
资源的统一管理



资源统一管理

定制与扩展

服务共享协作

 GIS    

MapGIS Cloud Portal
MapGIS Cloud Manager 与虚拟化、容器化平台无缝融合，实现多种资源的统一管理与运维，采用租户机制

实现云 GIS 资源的“ 分级管理、分别维护 ”，提供专业、简洁的一站式运维管理服务。

整合数据、服务、地图、场景、大屏、典型应用
等资源，实现多种资源的统一管理

支持自定义构建资源目录，可按需动态调整，实
现资源的多样化展示和在线浏览

采用资源列表的方式管理和监控服务状态、服务
名称和服务地址等资源

支持 GIS 资源的分组管理，可按照组织方式实现
不同组织之间的资源隔离

支持公开、受限等多种服务共享方式，实现多组
织和应用之间的共享协作

支持多套 UI 风格动态切换和主题及时更新

支持可视化配置门户数据、功能等资源，实现资源动态配置和个性化展示

具备“ 零 ”代码定制能力，可定制标题、logo、banner 等元素，快速定制专属 GIS 门户

具备全码定制能力，提供 Web API、Rest API、开发示例、开发文档等资源，实现门户深度定制

支持模糊搜索、分类过滤等快速查找方式，便于
用户快速定位所需资源

提供集浏览、查询、专题统计、可视化表达、分
析等二三维功能于一体的在线地图应用



全空间数据一体化管理

全空间数据一体化分析与应用

四维时空模拟与可视化表达

全空间数据一体化展示

行业一张图标准化开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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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Pan-Spatial Map

够

BIM 据

MapGIS Pan-Spatial Map 以全空间信息模型为基础，实现空中、地表、地上以及地下全时空数据的一体化

管理、展示、统计、分析、模拟及专业应用，为“ 行业一张图 ”应用开发提供可定制的支撑框架。

全空间立体化管理，实现矢量、影像、模型、切片、
栅格体元等全空间数据的一体化管理

全种类时空数据关联管理，实现空间数据与实时数
据、IoT、全景、图数据等数据的实体关联管理

支持构建全空间数据目录树，以标准目录方式实现
全空间数据服务规范化管理和统一访问

提供地形分析、模型分析、可视分析、场景分析等
多类三维客户端分析，实现地上下一体化分析

提供多种高性能 GIS 空间分析和多种大数据 GIS 分
析功能，新增接入知识图谱智能 GIS 分析服务

新增 CIM 应用系列微件，包括仿真模拟、规划设计、
BIM 管理等多种功能微件

提供可视化对比、时空漫游、仿真模拟、场景投放等多种功能微件，实现四维时空模拟与对比

新增动态标绘系列组件，提供行业符号资源管理、动态标绘、推演脚本制作与管理、态势推演、二三维场景联
动与漫游等功能，实现行业符号管理一体化、标绘一体化、态势推演一体化等二三维一体化操作

提供专题应用与指标统计功能，支持单值、分段、等级、统计等二三维服务器端和客户端专题图，以及热力图、
蜂窝图、轨迹图、聚合标注、统计图等动静态可视化效果，结合数据统计图表，更直观的展示专题指标

支持多种三维粒子特效、后处理特效，带来更逼真的三维特效表达

产品源码开源，基于 GitHub、Gitee 托管核心代码

提供标准化开发框架，支持采用配置式方式快速构
建一张图行业应用，或基于产品源码深度定制应用

提供可视化配置工具，支持规则可视化配置和资源
动态绑定

提供展示门户，实现规则的动态解析和可视化表达

提供全空间视图，实现空中、地上、地表以及地下
全空间数据的一体化展示

提供多维视图，实现非空间数据、全景数据、图数
据以及业务数据的可视化展示

支持无插件三维客户端，可跨多设备终端，跨多种
浏览器内核



统一的云存储空间

专业化的在线制图

便捷的大屏可视化搭建

零编程的 Web 应用搭建

MapGIS Cloud WorkSpace
MapGIS Cloud WorkSpace 是 GIS 行业工作者专属的云工作空间，搭建“ GIS 数据存储→ GIS 服务发布→

在线制图→模型管理→在线分析→大屏展示→应用搭建 ”的全流程解决方案，满足全流程在线的数据生产和应

用需求。

基于对象存储引擎打造 GIS 行业云盘，实现 GIS 空间数据以及
非结构化数据的统一云存储

支持多种资源安全上云，支持各类空间、非空间数据上传，管理
制图、大屏等应用工程

提供地理大数据的转换、数据分享、空间关联等功能，实现多维
资源的协作共享

提供多种专题制图模板，支持模板自动适配、图标自定义、样式动
态调整、制图成果打印输出

提供丰富的专题图效果，赋予用户数据更多维、更专业的表达效果

支持布局模板快速切换和主题自定义

支持拖拽式搭建专业大屏可视化应用，可快速构建大数据可视化
仪表盘应用和数据洞察 Web 应用

支持组件交互、视图联动、数据关联，实现数据的可视化表达和
应用分析，辅助业务分析决策

提供丰富的组件资源，包括二三维视图、统计图、图片、表格、
文字、关系图、进度条、边框等

采用响应式界面设计，适配多尺寸的屏幕分辨率，支持“ 积木 ”
式搭建 Web 地图应用

提供丰富的微件资源，包括地图 / 场景、绘制、布局、管理、专
题表达等功能微件

支持模板管理，用户可按需选择模板、定制主题，个性化配置应
用程序外观



全空间数据存储与管理

全空间数据编辑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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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Desktop
MapGIS Desktop 是一个专业的二三维一体化桌面 GIS 产品，具备强大的数据管理与编辑、数据制图与可

视化、空间分析与影像处理、三维可视化与分析等能力，通过“ 框架 + 插件 ”的思想构建，支持按需定制。

数据库引擎升级，新增支持优炫 UXDB、新华三 H3C 等数据库，
新增支持 GBase 8c、 PostgreSQL 15、DM8 版本

数据模型升级，新增支持栅格体元数据集、地质网格类，增强
三维实体数据模型

数据转换升级，新增支持 DGN v8、DWG 2018、国产中望 CAD 
等异构 GIS 数据、Revit2018/2019 文件 /ifc/dwg/CityGML 等 
BIM 数据、xyz/off/ply/pcd/pts/obj 等点云数据的转换

提供镶嵌数据集模型，支持上万幅、TB 数量级的分幅影像管理

提供海图数据管理，支持丰富的标准化符号和海图显示类别

空间参照系升级，新增支持等距方位、高尔立体等投影变换类型，
支持参照系导出

提供 200+ 种地图编辑处理工具、40+ 种拓扑规则，支持拓扑编辑、拓扑错误检查和修复功能

提供可扩展的数据检查框架和丰富的检查、处理工具，实现二三维数据的自动检查与拓扑处理

支持不同来源、不同坐标的三维数据配准，提供矢量校正、椭球变换和投影变换等技术流程

提供 DRG 矢量化工具，支持全自动、半自动、手动等方式提取矢量点 / 线 / 区

提供半自动矢量信息提取工具，支持渐进式增长提取道路线、河流面、建筑物、自然地物等



便捷的数据制图与丰富表达

专业的地图排版输出

高效的全空间一体化分析和统计

快捷的异构 GIS 平台制图成果迁移

即拿即用的工具

三维切割分析

异构GIS平台地图 MapGIS地图

提供 30+ 种地图综合处理工具，支持合并、化简、小间距 / 瓶颈 / 弯曲探测、综合质量评价等

提供 2 套符号管理机制，不依赖符号库，易交换；支持符号制作、组合与异构 GIS 平台的符号库快速接入

预置 1000+ 点、线、面符号，新增支持 SVG 图片标记、混列线、渐变填充等符号样式，支持 TureType 字体转换，
支持区要素的“ 品 ”字形填充、边缘符号破裂处理等处理效果

内置离散、渐变、随机等颜色方案，支持颜色定制

提供单值、分段、热力图、网格聚合图等多种类型的专题表达

支持多版面资源管理，支持多范围、多尺度系列出图

支持版面参考线、版面元素旋转等交互

支持地图注释、html 文本、点 / 线 / 区形状等制图元素

支持输出 GeoPDF 格式，支持高 DPI 大幅面光栅文件输出，支持按专色进行分色输出

提供地图性能分析工具，支持多个比例尺下的性能分析

提供高效的二维矢量空间分析、网络分析、三维分析、DEM 分
析和影像分析等 30 多种分析功能

增强三维叠加、裁剪、融合、缓冲等三维分析功能，提供全新
算法和工具

提供协方差、空间权重矩阵、空间相关性、克里格插值等统计
分析功能

支持异构 GIS 平台地图文档一键式转换为 MapGIS 地图

可保留地图文档属性、图层组织、图层属性、符号化信息、专
题信息、动态标注信息

预置 170 多种 GIS 处理工具，即拿即用

支持基于工作流程的可视化搭建、低代码复用

内嵌 Python IDE 及运行环境，支持轻量级脚本开发、灵活高效



构筑物快速建模

三维数据融合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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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3D SceneBuilder

 据据 CAD

 /  / 墙 /  /  / 

据 据

数据

建模工具

MapGIS 3D SceneBuilder 是一个城市空间三维模型构建工具，提供多样化的建模方法，基于二维矢量或

CAD 数据，实现三维城市部件的快速、批量、自动化构建，融合丰富的粒子特效和三维分析工具，实现智慧城

市的三维专业分析与应用。

提供规则建模、坡屋顶建模、地形约束建模等工具，融合三维符号，实现三维模型的批量构建和可视化表达

基于管线、管点、管网及属性数据，自动读取要素信息，实现地下管网模型的批量构建

支持多种 BIM 数据导入（revit、ifc、fbx、dwg、CityGML 等），实现 BIM 与 GIS 数据的无缝衔接和属性集成

支持对实体模型创建 M3D 缓存，通过实例化、非实例化缓存调度策略，实现 BIM 数据的轻量化处理与高效渲染

支持三维数据配准，通过矢量校正、椭球变换和投影变换的技术流程，实现三维数据配准到真实的地理位置

提供专业的融合工具，通过坐标转换、数据配准、布尔运算、空间校正等技术实现全空间数据的一体化融合

新增静态单体化切割功能，通过建筑物半自动提取和模型切割策略，实现倾斜摄影模型对象的单体化提取



高精度地下空间智能建模

复杂地质模型多精度网格剖分 三维空间分析增强

MapGIS 3D GeoModeler

/ / /
探 据

复/

据

据

MapGIS 3D GeoModeler 是一个三维地学建模、可视化和分析的工具，融合钻孔、剖面、物化探等多源地

学数据，通过自动和半自动化的快速建模技术，构建含断层、透镜体等复杂地学特征的结构和属性模型，实现

地学模型的全流程一体化构建和可视化分析。

有效融合多源地学数据，实现全流程一体化的地学模型智能构建

快速构建多源大工区大体量多精度地质模型，解决传统手工建模效率低、误差大、精度低等问题

新增支持混合建模方法，一种采用主层地层建模、亚层岩性建模的新型综合建模技术，适用于地层无序分布、地
质构造复杂的建模场景

支持将复杂三维地质模型剖分为多个精度的级联网
格，可动态切换不同精度的网格模型

支持网格剖分结果存储为地质网格类，实现 10 亿 + 
多精度网格的分布式存储和高效渲染

支持网格多属性查询，可根据视点位置动态切换不
同精度的网格模型

优化三维模型切割算法，引入碰撞检测、三角形求交、
平差等技术，进一步提升模型切割正确性和效率

新增三维叠加分析、裁剪分析、融合分析、缓冲区分
析等，进一步提升大数据量三维模型分析能力



三维数据查询与分析

三维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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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Earth for Unreal

可动态加载大规模、多源异构的 GIS 数据，包括景观模型、BIM 模型、地质体模型、倾斜摄影数据等，为虚
幻引擎提供具备真实地理坐标的三维地理底图

支持基于 UE5 的大型世界坐标（LWC），可有效提升大体量三维数据的加载性能和渲染精度

提供光照、雾效、下雨、下雪等真实的天气特效，实现三维场景的高质量渲染

支持图层的添加、显示、隐藏、删除、编辑、移动、快速定位等图层操作功能

支持在场景中交互绘制漫游路径，真实模拟场景漫游

支持基于 UE 的模型分析，包括属性查询、通视分析、可视域分析、天际线分析、洪水淹没分析等

支持水库泄洪、楼房爆破、山体滑坡、VR 安全教育等虚拟仿真场景，为用户提供逼真的场景模拟应用，进
一步增强三维 GIS 场景的沉浸感

支持 MR 混合现实应用，能够在虚拟和现实之间自由切换，并支持实时互动，如拾取、编辑、拖拽等

MapGIS Earth for Unreal 是一款基于虚幻引擎（UE5）的三维地球产品，可接入各种类型的三维空间数据，

构建高真实感的三维地理大场景，实现全空间三维 GIS 大场景高性能、高品质渲染。



云到端的快速集成

高效易用的地图浏览器

便捷实用的工具

MapGIS Mobile Explorer

支持 MapGIS 服务规范、OGC 规范、开源地图服务规范等服务资源

一键连接云 GIS 服务器，快速访问云端二三维地图服务数据

移动端地图服务集成，提供创建、浏览、分享地图等地图浏览快捷操作

掌上地图浏览器，提供离 / 在线地图访问模式，支持矢量、影像、地形及各类三维模型等数据浏览

灵活的图层管理实现各类数据快速叠加，地图数据融合显而易见

便捷的地图与场景设置，支持全局显示设置、快速切换底图等，地图浏览随需而变

提供搜索、量算、截图、收藏等辅助工具，注重用户体验，操作更友好

实时定位，依托 GPS、北斗导航等定位系统，实时显示用户精确位置

MapGIS Mobile Explorer 是一款移动端地图浏览器产品，对接 MapGIS 云门户和云 GIS 服务器的地图服务

资源，提供地图浏览、定位、量测等功能，支持用户随时随地访问在线云端资源，通过简便的交互操作实现高

效的地图制作与浏览。



全面灵活的数据管理

智能的终端轨迹记录

强大的数据采集功能

丰富的采集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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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Mobile Collector

融合 MapGIS 地图服务、开源地图服务等资源，
支持快捷创建地理底图

高效的地图浏览，支持离 / 在线模式接入，实现海
量数据移动端快速出图

提供丰富的图层管理功能，支持新建 / 添加图层、
图层排序、图层信息展示等操作

支持采集点、线、区、多媒体、轨迹数据等多种数
据类型

提供准心、手绘、追踪等多种地理信息采集模式

支持采集成果一键导出功能

支持用户自定义采集图层，个性化定制显示效果和
属性字段

提供轨迹记录功能，支持智能采集路线轨迹，
并支持轨迹续录，简洁易用

提供轨迹记录文件管理，支持历史轨迹模拟，
实现轨迹在地图上的完美呈现

提供搜索、截图、缩略图、收藏、清除缓存等辅
助工具，便捷实用

提供定点拍照功能，随时随地拍照采集，地图上
同步呈现照片与定位标注，场景即刻记录

量测工具灵活易用，提供各种操作方式满足多场
景应用需求

MapGIS Mobile Collector 是一款移动端数据采集器产品，用于数据采集、管理、编辑与共享，能够实现空

间信息、属性信息、图片、视频等多源数据的采集与更新。



支持跨平台多语言开发

提供丰富的开发资源

MapGIS Objects SDK

开发平台  -  桌面端开发平台

MapGIS Objects SDK

MapGIS Core

GIS 封

Desktop APP

MapGIS Objects SDK 是一款组件式地理信息开发平台，提供全空间数据存储、管理、显示、编辑、查询、

分析、制图输出等二三维一体化核心 GIS 功能，提供 C++、QT、.NET、Java、Python 等开发资源，接口简单

易用，性能优越，具备跨平台开发能力。

MapGIS Objects C++：面向 C++ 开发环境的跨平台组件式 GIS 开发平台

MapGIS Objects QT：面向 QT 开发环境的跨平台组件式 GIS 开发平台

MapGIS Objects .NET：面向 .NET 开发环境的组件式 GIS 开发平台

MapGIS Objects Java：面向 Java 开发环境的跨平台组件式 GIS 开发平台

MapGIS Objects Python：面向 Python 开发环境的组件式 GIS 开发平台

提供跨平台开发，一次开发、多平台部署

支持国产软硬件环境

提供多语言开发，适配多种开发环境，支持 C++、QT、.NET、Java、Python 等开发

提供覆盖全 GIS 功能的开发接口，涵盖二三维一体化的 GIS 数据管理、编辑、分析与可视化

提供丰富多样的组件、控件资源，可自由组合，多层封装，即拿即用



支持灵活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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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Desktop SDK

定制化高效开发

可视化快速搭建

MapGIS Core

Workflow 
Library

Function 
Warehouse

Interactions
Tools Views
Plugins Library

MapGIS Visual StudioDesigner Tool

Desktop App

MenuBar ToolBar ContentViewPlugins 
Framework

MapGIS Desktop SDK 是一款插件式地理信息开发平台，提供高度可扩展的 MapGIS 桌面框架、丰富的 

GIS 插件资源与灵活的扩展机制，具备零编程、巧组合、易搭建等特性，可异地、异步开发。

MapGIS Desktop .NET：面向 .NET 开发环境的插件式 GIS 开发平台

MapGIS Desktop Java：面向 Java 开发环境的插件式 GIS 开发平台

提出独创的纵生式开发模式，降低开发门槛，支持异地异步开发、快速聚合、重构 GIS 应用

提供高度可扩展的开发框架，丰富的组件、控件及插件资源库，全面覆盖桌面端 GIS 功能

提供灵活的扩展机制，多层可扩展，支持框架、插件自定义扩展

支持功能高效复用，基于插件资源可快速搭建应用系统，有效控制成本及风险

基于司马云 GIS 生态圈共享功能插件库，不断丰富 GIS 功能资源

可视化应用开发扩展，支持 IDE 工具箱拖拽，设计面板直接拖放功能控件，所见即所得

可视化应用搭建扩展，基于 MapGIS Visual Studio，采用拖拽化模式快速构建桌面 GIS 应用系统

高度的可伸缩性，支持按需定制开发，灵活配置功能组授权，有效控制项目成本与风险

多层扩展开发能力，基于微内核架构，支持内核、组件、控件多级扩展

融入界面框架，支持灵活定制界面主题，支持多种主流的应用主题风格



MapGIS Client for JavaScript

开发平台  -  Web 端开发平台

灵活的开发方式 深度融合的开源框架

高效的客户端运算与可视化表达 专业的二三维一体化分析与场景特效

染 染 UE 染 据 染

MapGIS Client for JavaScript 为云 GIS 网络客户端开发平台，对接 MapGIS 云 GIS 产品，提供高性能 

GIS、大数据 GIS、智能 GIS 等全 GIS 服务能力。集成多种地图开源框架和可视化库，提升客户端可视化表达、

计算和分析应用能力。

支持 H5 原生 JavaScript 开发、Vue 组件式开发，开
发方式更灵活

支持本地离线、CDN 在线、NPM 安装等方式引入，
项目管理更便捷

基于 GitHub、Gitee 两大平台托管核心代码，长期维
护，定期更新，获取更直接

支持客户端运算，包括缓冲、叠加、泰森多边形、Tin 
三角网、插值计算、光滑曲线、中心点计算等

支持 MVT 开放标准，支持 Web Mercator、WGS84、
CGCS2000、Beijing54、Xian80 等坐标系

支持时空动静态数据可视化表达，包括热力图、散点图、
迁徙图、三维建筑图、O-D 图、聚类等可视化效果

支持覆盖高性能空间分析、三维分析、大数据分析、
智能分析等 100+ 种服务端一体化分析功能

提供丰富的客户端分析功能，覆盖矢量分析、地形
分析、模型分析、场景分析、可视分析等 30+ 种
分析

支持多种三维粒子特效，以及多种后处理效果

集成 OpenLayers、Leaflet、MapboxGL、
Cesium 四大开源地图库

深度融合 ECharts、ECharts-GL、MapV、D3 等
优秀的可视化库，集成 Turf.js 客户端计算库

支持融合 Apache Cordova、Electron 等跨平台
框架，开发跨平台、跨终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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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组件资源

全空间时空数据可视化

全空间专业分析与处理

全空间场景特效表达

MapGIS 3DClient for WebGL

染 扩

MapGIS 3DClient for WebGL 是基于 WebGL 的轻量级三维 GIS 网络客户端开发平台，提供全面的三维 GIS 

应用开发能力，实现跨终端、跨浏览器、无插件的三维 GIS 应用开发，为用户打造全空间一体化的跨平台多端

应用体验。

提升 Cesium 内核，支持海量三维数据高效渲染

支持矢量、瓦片、地形、模型、物联感知数据等
全时空数据一体化展示，新增接入栅格体元数据

对接开放的 M3D、3D Tiles 等标准，支持多类型、
多格式的三维数据可视化与分析

全空间数据互操作，支持二三维数据的多样化查询、统计、编辑等功能，增强单体化功能

全空间多维度量算，支持距离量算、面积量算、高度量算、表面积量算、三角量算、角度量算等功能

全空间一体化分析，支持模型压平、动态剖切、阴影率分析、控高分析、场景投放等三维分析功能

支持城市生长、积水仿真、建筑生长、应急调度等时空模拟功能

增强粒子特效，支持自定义粒子效果与运动轨迹，
提供雨雪雾、火焰、水面、动态草地等效果

多样化的后处理特效，支持动画漫游、动态围墙、
动态圆、雷达扫描圆、泛光、景深、扫描线等

提供视图、场景、图层、可视化表达、分析、模拟仿真、UI 等 300+ 个组件

新增 CIM 应用组件，包括规划设计、不动产智治、BIM 管理、仿真模拟、综合分析等多类组件

增强动态标绘系列组件，实现行业符号资源管理、动态标绘、态势推演等二三维场景一体化管理和联合操作

新增 CIM 大屏模板，包括城市概况、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 4 大版块 20 多个子模块，支撑城市运营

新增多套 UI 主题，支持一键切换主题



全面的跨平台支持 强大的全功能支撑

高效的云端协同

MapGIS Mobile SDK

开发平台  -  移动端开发平台

OGC

MapGIS

MapGIS Mobile SDK 是移动端全功能 GIS 开发平台，能实现二三维一体化的离 / 在线的地图显示、查询、

编辑与分析，并提供专业的定位导航、POI 搜索、AR 等移动应用功能，帮助用户快速打造适用于各主流智能移

动设备的移动 GIS 应用。

内核跨平台，基于统一跨平台 GIS 内核，实现移
动端、桌面端、服务器端三端内核统一

数据跨平台，三端同源使用 HDB 高性能文件数据
库，文件更小，性能更出色，无迁移

开发跨平台，提供开源产品 ReactNative SDK，
一次开发多平台适用

高效的数据采集，支持准心、手绘、追踪采集方式，
覆盖地理要素与多媒体信息

全空间数据管理，支持离 / 在线的栅矢、精细模型、
倾斜摄影、BIM、点云等 20+ 种数据格式

全空间分析统计，全面支持二三维矢量分析、栅
格分析、统计分析等，易扩展

室内外路径规划导航，支持行业、自采等道路数据，
支持室内外一体化路径计算及导航

新技术深度融合，支持时空大数据渲染、矢量瓦片，
支持三维 AR 应用

无缝对接 MapGIS 云 GIS 服务器与云门户的地图
服务资源、OGC 服务资源、第三方服务资源，移
动端快速呈现

支持多用户采集数据，离 / 在线多端采集，同步
更新到服务器端，桌面工具统一处理



海量 GIS 数据可视化 强大的三维查询与分析

高效的跨终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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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平台  -  UE 端开发平台

MapGIS 3DClient for Unreal

MapGIS 3DClient for Unreal 是基于虚幻引擎（UE5）的 GIS 开发平台，提供海量 GIS 数据的高效可视化，

丰富的三维场景交互、拾取、分析等功能，帮助用户快速构建面向智慧城市、数字孪生等领域的高性能、高逼真、

大场景 GIS 应用系统。

支持 M3D 2.0 数据和服务标准

支持 WGS84 坐标系的“ 三维球 ”及 GIS 的交互体验

支持基于 UE5 的大型世界坐标（LWC），可有效提升
大场景三维模型的渲染精度

支持加载地形数据（Terrain 文件服务、地形场景服
务）、影像数据、瓦片数据等

支持加载基于 M3D 标准的倾斜摄影模型数据、景观
模型数据、BIM 数据和 3D Tiles 数据

支持图层的显示、隐藏、添加、删除、快速定位等图
层操作功能

提供丰富实用的数据处理与分析功能

支持查询真实地物的属性信息

支持模型拾取、场景漫游等操作

提供通视分析、可视域分析、天际线分析、动态
剖切分析、洪水淹没分析等功能

支持云端像素流渲染，客户端无需依赖任何三维
引擎，即可在多种客户端如移动设备、VR、MR 
等体验高质量的三维渲染



CIM

务

村

不

划

 

划

MapGIS 10.6 新一代全空间智能 GIS 平台已经在实景三维、CIM 平台、数字孪生、自然资源、智慧城市、

智慧地质、智慧农业、智慧水利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全面赋能空间信息数字经济创新应用。

CIM+ 应用构建于建筑物、基础设施等模型

之上，用于表达和管理城市三维空间，是支撑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行的基础性操作平台。

MapGIS 构 建 了 CIM 基 础 平 台、不 动 产 智 治、

城市运营、城市应急、城市规划等产品，全面

覆盖城市微观、中观、宏观领域。

智慧城市行业重在对实时数据汇集、城市

运行状态及指标进行监控，具有数据体量大，

实时性要求高等特点。结合行业特性，MapGIS 

构建了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平台、智慧园区运营

平台、智慧乡村管理平台、智慧城市时空信息

云平台、智慧城市资源一张图等智慧城市应用

产品。

在自然资源行业，MapGIS 封装自然资源行

业应用级微件库，基于此微件库，构建了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平台、自然资源空间规划模拟、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第三次国土调查决策

分析平台 、自然资源和规划政务服务系统等应

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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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在智慧地质行业，结合行业专业性、定制

化等特点，MapGIS 对地质业务进行组件化封装，

形成地质业务组件库，构建地震地质信息系统、

地质辅助决策系统、城市地质共享服务系统、

城市地质一张图产品等应用产品。

MapGIS 基于物联感知、三维仿真、大数据

分析等技术，实现各类水利数据的集成、管理。

通过建立水科学模型，对水位、流速、流向等

关键要素进行时空演变模拟，为城市流域防洪

减灾、洪水风险分析、灾情评估等提供分析支撑。

基于 MapGIS Earth for Unreal 实现水库的数字

化映射仿真场景，真实再现水库蓄水、泄洪全

过程演变，辅助水利工程建设与规划。

智慧农业以数字农业为背景，结合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通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

代信息技术，MapGIS 扩展了丰富的行业应用功

能，实现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立体化展示、空

间分析与应用等功能，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