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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数码集团是专业从事地理信息系统 (GIS) 研究、开发、应用和服务的云 GIS 软件平台和解决方案提供商。精耕行

业三十余年，中地数码始终保持自主核心技术的领先地位。 

集团以我国著名 GIS 专家吴信才教授为技术核心，致力于发展自主可控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产 GIS 软件 : 从成功研

制出“中国第一套可实际应用的彩色地图编辑出版系统 MapCAD”，到率先研制出“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理信

息系统 MapGIS”；从“引领 GIS 新潮流，创开发模式新纪元的 MapGIS K9”的横空出世 , 到全球首款云特性 GIS 软件平台

MapGIS 10 的隆重推出；如今 , 中地数码从“芯”出发，推出 MapGIS 10.5 Pro 系列产品，进一步升级云技术，打造全国

产化开放生态。集团始终以 GIS 科技创新为基石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了一次次的历史性跨越，并先后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四项 , 三等奖一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四项。

践行“GIS 平台 + 生态发展”战略，中地数码集团真诚为行业用户与伙伴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与服务。在实际应用中，

MapGIS 既为神舟系列飞船、嫦娥探月工程保驾护航，获赠“有功单位”；又在智慧城市、自然资源、地质、农林、气象、交通、

公安、应急、环境、民政、军事等领域有着广泛应用，服务于国计民生。

集团总部目前位于武汉 , 下辖北京中地、深圳中地、西部基地、苏州中地、湖南中地、新疆中地等，拥有全国四百余

家合作伙伴。中地数码将继续以一流的技术、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专业、真诚、便捷、高效”的服务保障。

以云 GIS 软件平台推出为契机，秉承“让人人享有地理信息服务”的伟大愿景，中地数码已开启云 GIS 智能服务。

集团介绍

让 人 人 享 有 地 理 信 息 服 务

北京中地时空

武汉中地

北京中地 深圳中地

苏州中地西部基地



吴 信 才
● 中地数码集团创始人

●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

● 长江学者首批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 

地理信息系统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及其应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 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次、三等奖1次、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4次

03

中地数码集团的发展是一部中国地理信息系统的开拓史，以吴信才教授

为核心的中地团队开创了一条自主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目前集团公司员工平均年龄 29 岁，其中硕士、博士、教授占 60% 以上 ，

中高级人才数百人。公司开创产学研模式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和 MapGIS 软

件产业化经验，积极培养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培

育输送卓越人才。

团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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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诚信务实 积极进取 

企业哲学
利天下者，
       方能利己

企业愿景
让人人享有
   地理信息服务

企业精神
开拓创新 勇攀高峰

经营理念
人才是基础  知识是财富

企业使命
致力于空间信息的持续
进步，为客户创造价值

发展历程

MapCAD
1991

1995
MapGIS

MapGIS K92009

2012MapGIS IGSS

MapGIS Mobile 9 2012

2013MapGIS IGSS 3D

MapGIS 102014

2016MapGIS 10.2

MapGIS 10.32018

中国第一套彩色地图编辑出版系统的问世，结束了

我国千百年来传统手工制图的历史。

全球领先的高度共享集成开发平台，打破了制约信

息产业发展的瓶颈，创造新一代开发模式，迎来软件

生产的大变革。

彻底架起了从端到云的桥梁，依托 MapGIS IGSS

共享服务平台提供丰富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让地理

信息价值无处不在。

具有“云”特性的 GIS 软件平台，基于创新的 T-C-V

架构和全新的“框架 + 插件”的开发模式，能够为用

户提供可以纵生、飘移、聚合、重构的丰富的 GIS 云

应用。

将全空间的理念、大数据的洞察、人工智能的感知

通过 GIS 的语言形象化为能够轻松理解的表达方

式，实现了超大规模地理数据的存储、管理、高效集

成和分析挖掘。

平台基于自主可控的技术架构，通过统一的内核

重构和跨平台升级改造，构建了全国产化适配技

术体系，完美兼容国产芯片、操作系统以及数据库

等。               

为升级的新一代 GIS 产品；云 GIS 平台 MapGIS 

I²GSS，全新云模式，智能云化工具箱，与专业 GIS

产品无缝对接，支持多体量云产品定制。

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大型地理信息系

统，打破了国外 GIS 软件一统天下的局面。

以按需服务、动态聚合的理念，形成“即需即取”的

“服务超市”，提供多层次的应用服务及解决方案，

实现数据、功能、服务的全面共享。

以 MapGIS IGSS 大框架为基础，以 MapGIS TDE

为内核，提供涵盖空中、地上、地表、地下的一系列

全空间真三维可视化、建模、分析应用服务。

Map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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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 Pro 

壹
G I S 平 台

全 国 产 化 丨 全 空 间 丨 大 数 据 丨 智 能 化

MapGIS 10.5 Pro云产品：云GIS产品统称为MapGIS大数据与云平台，提供不同层面的空间大数据存储、计算、运维及应

用的一体化能力，提高数据获取、处理及分析响应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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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各种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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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GIS服务器产品MapGIS IGServer、大数据GIS服务器产品MapGIS IGServer-X、智能GIS服务器产品

MapGIS IGServer-S构成云之根基，为上层应用提供高性能的GIS服务、大数据计算服务以及智能GIS服务

云运维管理：依托GIS云引擎构建云运维管理产品MapGIS Cloud Manag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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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pGIS 10.5 Pro端产品：依托云平台强健的功能支撑，结合各应用领域多年积累，沉淀出PC端、Web端、移动端、组件端

多个通用工具产品及系列开发SDK，全面满足用户即拿即用和个性化的扩展开发需求。

MapGIS 10.5 Pro 产品体系

工具产品

开发产品

云产品

图例：        云存储 MapGIS SDE MapGIS DataStore

        云GIS服务器 MapGIS IGServer MapGIS IGServer-X MapGIS IGServer-S

       云运维管理
MapGIS Cloud Manager

        云应用 MapGIS Cloud Portal MapGIS Pan-Spatial Map MapGIS  Cloud WorkSpace

Cluster Service EngineBig Data Engine Application Integration Engine

MapGIS Desktop

MapGIS 3D SceneBuilder

MapGIS  3D GeoModeler MapGIS Desktop SDK

MapGIS Objects SDK

MapGIS 3DClient for WebGL

MapGIS Client for JavaScript

MapGIS Mobile Explorer

MapGIS Mobile Collector

MapGIS Mobile SDK

桌 面 端 W e b 端 移 动 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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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 10.5 Pro 全国产化技术能力持续提升，从内核架构、技术能力以及产品能力等维度全面升级，助力国产化应

用建设及成果迁移。

全国产化GIS技术

MapGIS ��.� Pro技术升级 

全空间GIS标准体系完善九州Pro 强化中国芯

九州Pro 技术再升级

九州Pro 产品新体验

全空间场景渲染性能优化

全空间模型构建能力提升

MapGIS 10.5 Pro 通过开放的《 全空间三维模型数据格式及服务接口规范 》( 简称 M3D ) 标准实现景观模型、倾斜摄

影模型、BIM、激光点云、地质体等多源异构数据的全面融合；集成 WebGL、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 (AR)、游戏引擎、

岩性建模、管线建模等新技术，构建室外室内一体化、宏观微观一体化、地上地下一体化的数字智慧城市空间，推动新一

代全空间 GIS 的发展与应用。

全空间GIS技术体系

制定开放的《全空间三维模型数据格式及服务接口规

范》，即 M3D 团体标准（2021 年 3 月 9 日正式发布

实施）

M3D 团体标准提出一种开放式、可扩展的三维模型

数据格式及服务接口规范

基于 M3D 团体标准，提供数据解析算法及转换工具

丰富 M3D 数据接入类别，新增支持动态属性模型和

多精度网格数据

提供专业的融合工具，实现全空间数据的一体化融

合，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通过坐标转换、数据配准、镶嵌等技术，实现景观、

倾斜摄影、管线、地质体和地形影像的无缝融合

支持 TB 级倾斜摄影数据秒级加载和城市级 BIM 模

型高性能渲染

支持亿级点云数据的高效加载和千万级三角网的地

质体高效渲染

新增基于 UE4 的三维 GIS 游戏引擎插件，实现沉浸

式的场景渲染

支持动画特效，实现三维场景的高品质渲染

全空间 GIS 技术体系

全空间数据融合工具增强
新增含地层重复 / 倒转、透镜体和带断层约束的地质

模型构建算法

新增基于克里金（GIK）指数的岩性建模方法，具备

创建复杂岩性地质模型的能力

强化九州生态圈，从底层软硬件环境到上层应用，拥抱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环境，全面助力国产生态建设

升级内核架构，基于统一的跨平台内核、空间数据引擎和二三维渲染引擎，实现无缝的跨终端协同体验

升级安全机制，内核、服务、数据层层安全加固，提供全方位的安全防护机制

数据存储能力升级，支持文件型、关系型及非关系型数据库，可通过数据中间件直接读取异构数据

空间分析能力升级，提供 7 大类 60+ 种空间分析算法，全面覆盖地理空间数据分析处理需求

制图可视化能力升级，支持更多样化的地图表达及制图输出效果，满足专业地图制图需求

服务能力升级，提供多种服务的统一发布与管理，新增支持异构标准服务类型，实现无差别直接访问

采用全新 UI 界面，新增暗色系风格，提供更直白清爽的视觉体验

优化界面交互，简化用户操作，全面提升用户体验

全面提升国产化产品能力，强化桌面端、服务器以及云平台产品的功能体系

全国产化 GIS 技术体系

动态建模— 岩性建模 钻孔建模 属性建模剖面建模 景观建模地下管线建模

全空间三维模型数据格式 (M 3D)

地形、影像数据地质体数据场模型数据 城市景观模型数据 倾斜摄影数据激光点云数据 BIM 数据 地下管线数据

全空间三维模型数据服务 (M 3D Service )

全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全空间数据存储技术全空间数据融合技术

VR AR “零”客户端三维WebGL 云端像素流渲染 游戏引擎

M apGIS
 Pan-Spatial M ap M apGIS Desktop 

M apGIS 3D
 GeoM odeler

M apGIS 3D
 SceneBuilder

M apGIS 3DClient 
for W ebGL

M apGIS for 
Unreal Plugin

产品

三维交互与输出

全空间
数据模型及服务

建模技术

文文件件管管理理 内内存存管管理理

GDI+ QTDirect 3D OpenGL

进进程程管管理理线线程程管管理理

跨跨平平台台扩扩展展数数据据解解析析引引擎擎跨跨平平台台地地理理数数据据库库引引擎擎跨平台文件数据引擎

细粒度并发机制 多处理机调度与管理机制 跨平台驱动规则

AARM MIPS IInntteell XX8866 AAllpphhaa

 

空间数据模型映射 异构数据库集成驱动多源数据互操作

2D自适应渲染技术 3D自适应渲染技术

跨平台二维渲染引擎 跨平台三维渲染引擎

数据管理 地图制图 三维场景 编辑处理 空间分析 影像分析 出版打印

云GIS软件移动GIS软件服务器GIS软件桌面GIS软件

HDB DM M ySQL Oracle 其他

““一一次次编编译译，，到到处处运运行行””
• 类型大小
• 字节顺序
• 字符编码

功能层

GIS
内核层

应用层

统
一 

二 

三
维

渲
染
引
擎

统
一
跨
平
台

内
核

统
一
空
间

数
据
引
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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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大数据GIS技术体系 智能GIS技术体系

地理大数据分布式存储能力增强  

MapGIS 10.5 Pro 专 注 地 理 大 数 据，持 续 推 动 大 数 据 接 入、存 储、计 算、分 析、可 视 化 和 应 用 的 技 术 发 展，在

MapGIS 10.5 的基础上，新增区块链存储和分布式地理处理流程引擎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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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型数据以及非结构数据等数据的一体化存储与管理

新增基于 IPFS 文件系统存储地理数据，避免单一节点的损坏而丢失数据

采用多种加密机制和可追溯机制，避免篡改数据，确保数据可追溯

构建共识机制，实现 GIS 数据的版本管理

地理大数据 GIS 技术体系

提供矢量大数据、影像大数据、实时大数据与文本大数据四大类服务

新增分布式地理处理流程引擎，基于可视化建模环境，快速搭建地理处理模型

提供 300+ 覆盖更多场景、粒度更细的分布式算子，便于构建复杂业务流程

地理大数据分布式处理能力提升

地理大数据可视化渲染能力提升
集成 OpenLayers、Leaflet、MapBoxGL、Ceisum、MapV、Echartsgl 和 D3 等多种开源可视化引擎

优化海量矢量数据渲染性能，实现海量矢量数据不切片实时发布与秒级浏览

多样化表达 分级渲染 矢量瓦片

PostgreSQL ElasticSearch HBase IPFSMongoDB HDFS MinIO

分布式地理处理引擎

Spark分布式计算框架

分布式分析算子

矢量大数据分析算子 影像大数据分析算子 实时大数据分析算子 文本大数据分析算子 机器学习分析算子

MapGIS  DataStore MapGIS  IGServer-X MapGIS  Client for JavaScript

产品

可视化渲染技术

分布式分析技术

分布式存储技术

MapGIS 10.5 Pro 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新技术，基于主流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更丰富的人工智能模型，更简捷专业的

流程处理，更多元的智能产品，全方位推动感知世界预测未来。

增强数据准备阶段的数据增强工具，强化模型的泛化能力

增强模型应用阶段的数据后处理工具，提升模型推理结果的整体精度

提供即拿即用的智能处理流程工具，降低智能 GIS 的应用门槛

MapGIS 智能 GIS 技术休系

提供流程分析、资源管理与监控等工具，提升智能产品的运维管理能力

新增在线科学计算等工具，提升智能产品的扩展应用能力

新增多种训练模型，提升模型的预测能力

丰富应用场景，可用于更广泛的应用领域

强化流程处理工具能力

提供更丰富的人工智能模型

更多元的智能GIS产品

数据

框架 Spark MLlib TensorFlow Keras PyTorch

功能

数据准备
模型构建
模型应用

流程工具 功能库

地理图像处理
地理空间数据融合

智能标签

视频目标检测
点云语义分割
多元变化检测

在线创建
共享服务
运行脚本

科学计算服务模型库

Efficient Net
Transformer

Attention Unet

Deeplabv3
YOLOv4

产品

地理实体提取和变化监测 图文数据语义关联匹配 三维单体化建模 基于多元变化检测的土地利用分析

MapGIS SDE MapGIS DataStore

应用

MapGIS  Desktop MapGIS  IGServer-X MapGIS  IGServer-SMapGIS  IG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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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式开发框架搭建式开发框架

基于组件式开发标准化、高内聚低耦合、可复用、多人并行开发等特性，推出 MapGIS Client forJavaScript 组件式开

发产品。

MapGIS ��.� Pro敏捷开发 

组件式开发

搭建式开发采用“积木式”搭建的方式构建 web 应用。

以微件的形式提供搭建所需的“积木”，以鼠标拖拽微件交互

式 的 完 成 页 面 设 计 和 参 数 配 置 , 推 出 MapGIS 

WebAppBuilder 和 MapGIS MapDataV 两款搭建式开发产品。

搭建式开发
配置式开发将行业标准抽象成一套标准开发框架，通

过可视化配置定制数据、功能、应用等资源的管理规则，

将规则驱动为展示页面，实现行业一张图产品的快速定制， 

推出 MapGIS Pan-Spatial Map 配置式开发产品。

配置式开发

云中台技术体系

技术中台

全空间数据中台

MapGIS WebAppBuilder

MapGIS MapDataV

数据视图
微件库

3D 23D
大数据可视化
2D

�图表

主题库
大屏应用主题集
Web 应用主题集

功能微
件库

工具 可视化效果

文字
图层
分析 图片 视频

应用模
板微件

Web 应用模板集
大屏应用模板集

配置
微件

数据配置 样式配置
�交互联动配置

微件
管理

微件管理 第三方微件管理
状态管理 �

数据视图
微件库

3D 23D
大数据可视化
2D

�图表

主题库
大屏应用主题集
Web 应用主题集

功能微
件库

工具 可视化效果

文字
图层
分析 图片 视频

应用模
板微件

Web 应用模板集
大屏应用模板集

配置
微件

数据配置 样式配置
�交互联动配置

微件
管理

微件管理 第三方微件管理
状态管理 �

丰富的微件和应用模板 所见即所得的可视化搭建框架 Web 地理信息应用高效的扩展模式 =+ +

主题微件
应用模
板微件

数据视
图微件 功能微件 配置微件

保存运行

应用系统标题

规则展示

数据
资源

功能
资源

�

行业资源 MapGIS Pan-Spatial Map 开发框架

规
则
驱
动

配置数据管理规则

配置功能使用规则

配置应用样式规则

可视化规则配置

页面展示
数据规则库

功能规则库

样式规则库

规则库

标准可视化 内容规则化 接口统一化

资源管理

公共接口层

规则管理

��

用户权限
管理

日志管理

规则可视化

View 视图

M/VM
模型/视图模型

基础库

二维地图

视图组件 图层组件

Geojson 图像图层

画布图层

视图图层 栅格图层

模型图层 要素图层

工具组件 分析组件 可视化组件

UI库/前端框架

Marker Popup

绘制测量 卷帘 导航

属性表

比例尺 图层树 全屏

客户端计算

网络分析空间分析 三维分析

矢量大数据分析

影像大数据分析

实时大数据分析

客户端专题图

三维专题图

热力图

散点图 轨迹图

蜂窝图

渐进线 飞线图

千万级要素渲染

粒子特效

三维后处理特效

OpenLayers

����

map -vm visial -vm chart -vm layer -vm ui-vm util -vm overlay -vm

三维场景

图表组件
�

MapGIS 10.5 Pro 采用中台思路搭建 GIS 领域的技术中台、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消除各业务之间的壁垒，快速适应业

务发展和赋能业务创新。

MapGIS 10.5 Pro创新推出组件式、搭建式、配置式三大Web敏捷应用开发方式。

云中台技术体系

提供服务注册、发现、负载均衡、弹性伸缩及认证授权等能力

按需扩展服务，保证技术架构的开放性

全空间数据中台，建设基于“空中 + 地上 + 地表 + 地下”的全空间数据体系

以数据汇聚和数据融合为抓手，基于数据治理的统筹建设，实现“数据 + 能力”共享开放

智能化业务中台

按照“共建、共用、互联、共享”原则，统一包装和抽象可复用的组件资源和服务资源

实现应用快速云上构建，避免重复投资和复杂的日常运维，满足业务的快速变化和增长需求

MapGIS client for javascript 组件库 

全
空
间
智
能
中
台
标
准
体
系

全
空
间
智
能
中
台
安
全
管
理

流程管理中心 任务管理中心 业务管理中心

智能化 业务中台（ Flexes）

用户中心 数据处理中心 API开放中心

全空间 数据中台（Atlas）

全空间数据治理 全空间数据开放

全空间数据汇聚 全空间数据融合 全空间数据可视化

技术中台

服务注册 服务发现 服务路由 负载均衡 弹性伸缩 认证授权

微服务架构 分布式服务框架 实时监控服务 人工智能服务

全空间数据资产

计算资源池 存储资源池 网络资源池 数据库资源池



中地数码基于中台体系对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进行重构，将智慧城市前端应用中的公共、通用的数据和业务需求

下沉，构建智慧城市数据中台与业务中台，实现面向应用的数据治理、管理与服务，推进数据价值化、服务组件化，助力

打造高效协同的智慧城市应用体系。

智慧城市数据中台以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为底板，旨在满足行业应用共性需求，在完成城市多源异构数据汇聚、融合的

基础之上，面向业务应用需求构建数据资源目录和数据治理体系，实现公共专题数据、行业专题数据的资源整合利用，动

态挖掘分析物联网实时感知数据、互联网在线抓取数据等各类数据资源，打造智慧城市时空数据的应用服务标准。

智慧城市行业中台

数据中台

智慧城市业务中台是从应用需要的角度出发，将智慧城市各类应用中的通用业务技术能力进行沉淀，依托 MapGlS 

10.5 中台技术体系将其聚合、封装为可复用、组件化、微服务化的业务技术能力，快速响应应用需求。业务中台包括数据

管理中心、运维管理中心和能力开放中心，三者互相协同，既满足智慧城市行业中台的运行需要，同时支撑智慧应用快速构建。

业务中台

15 16

智慧市政 智慧公安 智慧应急

数据汇聚 数据治理 数据服务

业务中台

数据管理中心 能力开放中心 运维管理中心

数据中台

微服务
数
据
沉
淀

业
务
沉
淀

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

智慧园区 智慧社区 智慧校园

智慧气象

智慧机场

贰
行 业 中 台 及 应 用 解 决 方 案



时空大数据管理（三维场景）时空大数据管理（二维场景）

应用开发支撑时空信息服务

全国产化技术适配体系，全面适配国产化软硬件环境

全空间、动静态、二三维多源异构数据汇聚、治理、

融合与可视化应用

方案特色
海量时空大数据高性能分析计算能力

多层次、多类型的时空信息服务能力

面向多端应用的二次开发支撑能力

河南三门峡时空信息云平台

智慧罗田时空信息云平台

� �

典型案例
国家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基础信息库云服务平台

深圳市城市基础信息大数据平台一期

智慧光明时空信息云平台

深圳大鹏新区空间地理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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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GIS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

MapGIS 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是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依托 MapGIS 云平台汇集基础地理信

息数据、公共专题数据、行业专题数据、物联网实时感知数据、互联网数据等城市时空信息，实现时空数据资源的汇聚治理、

融合管理、统一服务，打造智慧城市应用基座。

智慧化工园区智慧园区

智慧校园智慧机场

MapGIS 智慧园区解决方案

MapGIS 智慧化工园区解决方案

MapGIS 数字孪生工厂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MapGIS 智慧机场解决方案

MapGIS 智慧校园解决方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数字化校园暨银校合作项目

之校园 GIS 平台系统

上海海事大学感知校园 GIS 地图系统

上海财经大学虚拟校园系统

典型案例
北京亦庄智慧园区

武汉未来城智慧园区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智慧园区

武汉天河机场智慧机场 AGIS 系统

MapGIS智慧园区解决方案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二三维一体化等技术，围绕“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的业务主线和“动态感知—

资源融合—业务协同—智能服务”的信息化主线，以地理空间为框架，整合区域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园区业务管理部门

和企业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采用“平台加应用”的建设模式，通过地理信息与相关业务信息的有机结合，实现基于地理

信息的多业务内容的分层、分类查询、分析和可视化模型化展现，为园区的规划、建设、管理、服务提供全面的信息保障

和可靠的决策支持。



综合管网二三维一体化

智慧排水综合监管平台

MapGIS 供水综合运营调度平台

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信息化建设二十余年，致力于全国市政行业 GIS 信息化建设，已为供水、燃气、排水、热力、综合

管网等领域提供了管网 GIS、巡检维修、应急抢险、工程管理、DMA 分区漏损控制管理、综合信息集成等方面的咨询、产

品和服务，助力企业信息化建设，携手共建智慧市政、智慧住建。

MapGIS智慧市政解决方案

智慧水务解决方案

智慧排水解决方案

智慧燃气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智慧热力解决方案

综合管网信息化解决方案

智慧住建解决方案

成都兴蓉智慧排水综合管理平台

深圳市可视化三维建模项目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校区三维地下管线信息系统

浙江省温州市瓯江口新区市政物联网

典型案例
济南水务智慧管网平台

桂林自来水智慧水务管网主动漏损管理系统

桂林自来水智慧水务 GDI 数据集成平台

舟山水务综合运营调度指挥平台

深圳龙岗智慧排水综合监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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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管理 人口管理

人口分析 事件分析

MapGIS 智慧社区解决方案

MapGIS 平安社区解决方案

MapGIS 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典型案例
深圳市龙岗区社会管理工作网和网格管理信息系统

深圳市龙岗区大综管（综治信访维稳）信息管理系统

深圳市龙岗区智慧街道服务系统

淮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社区警务工作平台

MapGIS智慧社区解决方案

智慧社区是通过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区域人、地、物、事、组织和房屋等信息，统筹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

商业服务等资源，以智慧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支撑，依托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社区治理和小区管理现代化，促

进公共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智能化的一种社区管理和服务的创新模式，也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和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目标的重要举措。



深耕公安行业十余年，案例和产品覆盖全国 50 多个地市。基于云 GIS 技术从底层重构智慧公安应用体系，用“开放

平台 + 共享服务”颠覆警务信息化应用模式，致力于将最先进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公安业务场景中，

提供具有全时空感知、多维度可视、动态化交互、智能化服务特色的智慧公安产品链。

MapGIS智慧公安解决方案

安保指挥服务

堵控圈布控大数据可视指挥 移动接处警

可视化智能指挥调度平台

移动警务实战平台 （移动端）

大数据可视化指挥平台 （高分大屏）

智慧警卫安保平台

情报智能研判预警平台

解决方案
公安云 GIS 平台

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

“一标三实”治安管控平台

公安指挥中心集成解决方案

鄂州市公安局智能可视化指挥调度平台 + 政府应急

联动平台

湖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监控指挥中心交通集成指

挥平台

大连市公安局三维可视化安保平台 

永州市公安局 PGIS 二期公安云 GIS 平台

� �

典型案例
江苏省公安厅大数据辅助决策指挥平台

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安保指挥调度平台

第十八届江苏省运动会安保平台

淮安市公安局大数据可视化指挥平台

宜昌市公安局可视化指挥调度系统 

连云港市公安局智能指挥调度平台 

武汉市公安局标准地址公共服务系统

聚焦应急指挥迫切需求，以 GIS、空天地感知、融合通信、知识图谱、移动互联等技术为支撑，突出信息动态感知、

全面汇聚、信息融合、快速展现、上传下达、协同会商、专题研判、指挥调度和辅助决策等支撑能力，建立统一指挥、专常兼备、

反应灵敏、协同联动、可视指挥、科学决策的智慧应急指挥“一张图”平台，有效支撑应急管理部门突发事件处置中枢应

急指挥中心的核心业务，增强应急基础信息资源汇聚、现场信息获取、灾情研判等能力，提升应急管理部门的应急指挥决

策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

MapGIS智慧应急解决方案

公安应急指挥调度城市运行态势监测与应急指挥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一）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二）

MapGIS 智慧应急解决方案

MapGIS 智慧应急指挥系统“一张图”解决方案

MapGIS 移动应急指挥解决方案

MapGIS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应急系统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MapGIS 城镇公共安全立体化网络构建与应急响应解

决方案

MapGIS 安全生产管理与应急决策指挥调度平台解决

方案

典型案例
国家级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系统

四川省地质灾害应急管理指挥地理信息系统

吉林省地震局测震虚拟台网及区域应急指挥系统

湖南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地质灾害应急指挥系统

江苏省公安厅实战指挥平台项目

江苏省公安厅疫情防控维稳可视化大屏

张家港市应急指挥调度系统

鄂州市公安局智能可视化指挥调度平台 + 政府应急联

动平台

阜宁县 GIS 地理信息、城市应急中心管理平台及公安

实战应用平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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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pGIS 技术，利用跨平台、跨系统的高度灵活性与应用性，对气象业务海量空间数据进行管理、应用结果进行

可视化表达，为科学决策提供更为专业化、精细化、定量化的共享服务。为气象部门及相关行业用户提供集气象数据收集、

存储、管理、共享、监控于一体的气象共享服务平台。

MapGIS智慧气象解决方案

四联屏光标联动 风电项目选址推荐

风机自动排布 降水统计

智慧风电服务平台

新一代天气雷达信息共享平台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指挥系统

山洪地质灾害预警监测系统

解决方案
多源气象信息集成应用与服务平台

气象业务一体化管理平台

风能与气象公共服务平台

典型案例
FreeMeso- 风能与气象公共服务平台

风资源管理 APP 产品“记路”

国家气象局大气监测平台

湖北省气象信息三维发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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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资源行业，基于中台体系构建了面向自然资源行业特性和需求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依托自然资源信息化

体系的发展脉络，充分融合以往自然资源行业的信息化基础，沉淀出了行业级的数据中台和业务中台，从数据、服务、工具、

流程、权限等多个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自然资源行业中台

自然资源行业数据中台从数据的资源整合、成果复用、信息挖掘、快速响应等几个维度进行数据的管理和治理，实现

数据资产化和资产价值化。提供了数据与业务之间高效可扩展的桥梁。使数据取之于业务，同时用之于业务。

数据中台

通过对自然资源行业的业务进行梳理，抽取其中的共性需求，进行技术下沉封装，形成了支撑整个行业应用的业务中台，

支持业务的快速孵化和系统的迭代更新，为前台应用提供高效智能的“弹药库”，形成数据驱动，业务协同的闭环。

业务中台

调查监测

调查监测应用体系

行政审批 确权登记 信息公开

“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体系

资产管理 空间规划 生态修复

监管决策应用体系

地质灾害

海洋管理 测绘管理 执法督查 耕地保护

国土空间
基础信息平台

政府部门

用户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数据支撑

数据回归

应用支撑

应用回归

信
息
公
开

参
与
监
督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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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务
协
同

湖北省风能资源管理系统

湖北省天气预报质量检验系统

河南省农业气象信息移动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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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解决方案致力于提供规划编制、审查、实施、监督、评估、预警、决策全生命周期智能化服务，助力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并监督实施。基于 MapGIS 平台，秉承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和自适应的智慧型规划信息化思路，

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为支撑，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遵循相关的标准与规范，将“国土空间”

通用功能和专业功能进行封装，形成国土空间规划功能仓库，为云服务中心提供功能插件；通过云服务中心以服务的形式

向各级政府、专业人员、社会公众等终端用户提供空间规划丰富的应用功能，优化空间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MapGIS国土空间规划解决方案

全国产化跨平台支持

自然资源全域、全空间一体化三维展示

在线规划成果自动化质检、协同审查

全空间地上、地下一体化自然资源分析评价

建立真实的城市空间模拟可视化表达，模拟推演未

来发展，辅助城市规划决策 

提供人口数据处理工具、基础容积率测算工具、用

地标准化处理工具、15 分钟覆盖率计算工具、两步

移动搜索模型工具、重力模型工具等丰富的规划专

业工具集

特色亮点
宁夏回族自治区空间规划“多规合一”信息系统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

系统项目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智慧规划信息平台项目

宜宾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项目

玉溪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项目

德宏州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项目

大同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项目

曲沃县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项目

临桂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项目

� �

应用案例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国土空间成果辅助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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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丰富的规划工具集

规划数据湖

地块基础容积率测算工具 标准化处理工具 人口自动化处理工具 点数据批量矢量化

规划师工具集

三调数据统计工具 两步移动搜索模型 15分钟覆盖范围计算工具 重力模型工具

供需预警模型工具 生态线核查工具 界桩点位识别工具 标识牌点位识别工具

轨道站点周边建筑覆盖规模工具 分区交通长度和密度统计工具 现状建筑量及容积率计算工具

业务应用数据处理 现状评估 分析评价 城市空间模拟

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

MapGIS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是在《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总体方案》和《自然资源部信息化建设总体方案》

总体目标和建设思路指导下，在自然资源“一张网”、“一张图”基础上，基于 MapGIS 平台，结合跨平台技术，充分利用分布式、

云计算、大数据等科技优势，构建了六位一体（包括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应用中心、运维中心、开发中心和个人中心）

全国产化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解决方案。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安全高效；为自然资源各级主管部门提供数据底板、功能、

应用、接口等服务，为自然资源监管决策、“互联网 + 自然资源政务”服务、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三大应用体系提供科技支撑。

该平台于荣获中国软件行业协会“2020 年度优秀软件产品”称号。

MapGIS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全国产化自主研发、安全高效

自然资源全空间全业务数据中台，构建三维立体自

然资源“一张图”

指标模型快速构建与动态扩展

分布式技术架构 , 资源集群化管理、弹性调度，性

能和稳定性大幅提升

特色亮点
国土空间大数据高性能计算，省级图斑叠加分析计

算更高效，辅助自然资源监管

国土空间数据动态快速渲染，无需切片、秒级浏览、

即刻更新

多级分权限管理，一级部署、多级使用、信息互通

湖南省国土空间基础信息云管理与服务平台

宜宾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应用案例
汉中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高密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自然资源决策分析系统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 多源三维数据融合

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大数据分析决策 数字化底板辅助审批



根据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实施方案》 、《国土调查数据库标准 （试行修订稿）》 等行业规范，结合公司在东莞市、深圳

市等国家试点经验总结，以及河北省、四川省、山东省、新疆建设兵团等地使用该软件完成国土调查和统一时点更新工作

中的意见需求，设计开发、并不断完善的 MapGIS 第三次国土调查系列产品，涵盖内外业一体化采集建库、统一时点更新、

成果管理与共享服务等全业务流程的应用需求，具有高效率、易操作、易维护等特点。

MapGIS第三次国土调查解决方案

东莞市土地调查新技术试点项目

深圳市土地调查新技术试点项目

锦江区第三次土地调查先行项目

河北省县级第三次土地调查数据库与管理系统软件

项目（2020 年中国地理信息行业优秀工程银奖 )

山东省第三次土地调查数据库数据采集与管理软件

项目

德州市级国土调查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数据分析共享

服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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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桌面端⸺高效数据生产、一键成果汇交 移动端⸺精确调查采集、拍照录频举证

建库流程指引

年度对比分析展示 共享定制站点展示

分乡镇变更与批量变更 精确外业采集 调查举证与桌面端衔接

Web端⸺多维分析展示、全面成果共享

27 28

MapGIS 自然资源和规划政务服务解决方案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新技术，按照全业务、全流程信息化

管理思想，以建设“省市县一体化 ' 互联网 +' 政务服务平台”为目标，打造了全国产化化开发框架，建成了集规划、地政、矿政、

防灾、用途管制、综合事务、空间辅助决策以及信息共享于一体的应用服务体系，为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构建基于多终

端的“一站式”、“协同式”的高效智能审批办公工作平台，并充分对接共享各级政府部门，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助力推进

自然资源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

MapGIS自然资源和规划政务服务解决方案

全国产化技术自主研发、安全高效

集规划、地政、矿政、防灾、用途管制、综合事务、

空间辅助决策以及信息共享于一体的应用服务体系

支持多终端的“一站式”、“协同式”的高效智能审

批办公

支持 web 端自定义表单搭建和自定义流程设计

支持流程监控、全程留痕，进一步提高系统安全性

支持全空间带图审批，辅助空间决策

特色亮点
湖南省自然资源电子政务云平台                    

新疆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电子政务系统                

岳阳市自然资源“四全”政务云平台                

张家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服务市县一体化云

平台

淄博市本级互联网 + 精准征地及征后管理系统        

新疆自治区自然资源执法监察三级电子政务系统

� �

应用案例

全空间带图审批

“互联网 +”政务服务

移动办公 移动带图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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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平台

一窗受理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

MapGIS“互联网 + 不动产登记” 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打破“信息孤岛”，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建立部

门间信息共享集成机制，加强部门协作和信息互联互通，提高信息质量和利用效率。通过提供不动产登记外网收件系统、

不动产登记微信服务平台、不动产登记掌上 APP 等多款产品，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网上办”，信息“掌上查”，证书“快递送”，

已成功应用于四川、湖南、山西等多地。

MapGIS“互联网+不动产登记”解决方案

 “网上办”实现不动产登记服务“不打烊”

 “掌上办”提供便捷服务，便民利民

 “预约办”实现办事更高效快捷

 “自助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特色亮点 典型案例
湖南省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项目

衡阳市不动产“最多跑一次”及便民服务

昌吉市不动产登记与房产管理一体化平台

吉木萨尔“互联网 + 不动产登记”一体化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 �

交易登记一体化

外网收件平台

微信公众号

不动产掌上app

数
据

共
享

服
务

平
台

一窗受理平台

不动产登记平台短信服务平台 自助查询打证平台

在地质大数据时代，数据是地质信息化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地质大数据云平台的数据中台以数据采集和数据汇聚为

抓手，形成庞大的数据资源体系，包含基础地理、基础地质、水工环、物化遥、矿产海洋、地质环境等各专题数据资源，

对其进行数据采集、汇聚、脱密、上载、质量检查等数据整合工作，根据成果表达与分析需求，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专业处理，

形成专业的二维图件、三维模型，最终以数据服务的形式实现“数据 + 能力”共享开放。

数据中台

将地质行业业务规则、流程、逻辑与业务进行隔离，整合封装成前台友好的可复用共享的微服务、组件，为了贴合地

质行业需求，将这些微服务、组件汇聚成多个业务服务中心，每个中心代表一项业务能力，通过数据来驱动业务协同，呈

现地质业务应用价值。

业务中台

通过对地质行业数据服务能力和业务服务能力进行沉淀、复用，基于中台体系，形成智慧地质行业中台，在中台的强

力支撑下，构建地质大数据云平台，使得前端的云门户、全空间一张图、辅助决策支持等变得更敏捷，真正赋予地质业务

快速响应和创新的能力。

智慧地质行业中台

地
质

数
据

存
储

     
       

                              地
质

智
能

分
析 地

质
信

息
共享服务

三
维

模
型

分析服务

地质信息智能检索
服

务

地质专业分析应
用

服
务

智慧地质
行业中台

地质环境信息化

地震信息化

城市地质信息化

地质灾害监测

矿产资源信息化

工程地质勘查

海洋地质信息化



面向城市地质、矿产资源、地下空间、工程勘察、地质环境、海岸带、地震地质等众多领域，开展集数据采集、处理、标准化、

辅助成图、三维建模、分析评价、信息共享于一体的信息化应用，为城市规划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工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陆海统筹、地震防灾减灾提供个性化的综合地质信息服务。

MapGIS智慧地质信息化解决方案

城市地质地上地下一体化解决方案

智慧矿山解决方案

三维工程勘察信息化解决方案

野外地质调查数据采集系统

解决方案
地质环境信息化解决方案

海洋地质信息化解决方案

地震信息化解决方案

东海半边山地下水监测系统

宁德海岸带数据库及平台建设与陆海一体化三维模型

构建

城市抗震设防基础数据三维可视化服务系统

吉林省地震局市（州）测震虚拟台网及区域应急指挥系

典型案例
上海市三维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广州城市地质数据库与三维可视化信息系统

山西数字煤田信息系统

河南小秦岭地区金矿地质勘查信息集成软件

中佳工程勘察信息管理平台

苏电岩土三维辅助设计系统

野外数据采集系统

地质信息化业务全流程 

地上地下一体化展示

矿体品位模型显示 

工程勘察信息服务平台

三维建模

专题评价 专业成图

政府决策功能服务管理

硬件资源管理 地质成果 / 科普

三维可视化数据服务管理

资源监控

数据加工、分析 数据应用数据共享发布

数据采集

数据处理

数据入库、检查

数据采集

储量动态监管服务平台

依托云计算、互联网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消除数字鸿沟，整合共享数据资源，建设具有高弹性、高效率、高可靠

性等特点的地质大数据智能平台。对地质相关的数据资源，服务资源、应用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并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给终端层，

提高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通过辅助决策支持、云门户、全空间一张图，实现地质信息高效共享和精准服务，支撑地质

业务智能化工作模式。

MapGIS地质大数据云平台

解决方案

云南省地质大数据平台

浙江省地质大数据管理与服务平台

典型案例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云” 

湖北省地质局地质大数据平台

江西省地质大数据平台 

省级地质大数据云平台解决方案

湖北省地质局地质大数据平台 地质云

江西省地矿局地质大数据平台 云南省地质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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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于城市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紧紧围绕城市面临的地质问题，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需要，充分发挥地

质工作的学科优势。建立多要素三维城市地质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平台，综合评价城市发展的资源保障、环境承载能力和

城市安全性。为政府部门提供可视化辅助决策、可视化应急指挥；为地质专业人员提供地质资料数据以及专业的分析应用；

为社会公众提供基于地质资料数据的科普服务。

MapGIS城市地质地上地下一体化解决方案 

建设内容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城市地质信息管理服务平台

银川都市圈三维城市地质信息系统

天津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苏州市城市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

厦门城市地质信息管理系统

典型案例
成都市城市地下空间资源地质调查应用系统开发及

数据整合建库项目

武汉市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示范项目

中山市多要素三维城市地质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系统

雄安新区三维地质模型数据分布式集成管理系统软件

湖南省三维可视化城市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与管理系统

城市地质数据管理与维护系统

城市地质专业分析评价系统

城市地质三维建模系统

城市地质二三维一体化展示分析系统

地质资源环境监测预警系统

城市地质政府辅助决策应用系统

城市地质信息共享服务系统

三维地质模型 全空间一体化展示

政府辅助决策应用 地质信息共享服务
地质环境监测预警大屏展示地质环境一张图

核电厂地下核素运移可视化地下水污染物运移四维模拟

MapGIS地质环境信息化解决方案

构建地质环境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建立各类地质环境应用系统，有效支撑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地下水监测与保护、

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恢复治理、水土地质环境监测、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控、地质遗迹调查与管理等多领域的应用，实现地

质环境调查、监测和服务信息的数字化、集成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地质环境保护、开发利用提供地质环境信息共享与

动态管理，综合分析与预测服务，提升对政府决策支持、专业科学研究和社会公众需求的全方位服务能力。 

地质环境信息化解决方案

水文地质信息化解决方案

地质灾害信息化解决方案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系统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系统解决方案

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信息系统解决方案

地质灾害防治管理信息系统解决方案

江西省地质环境“一张图”

宜昌市地质灾害气象监测预警服务系统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信息系统

湖北省地质灾害信息管理系统

福建省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系统

典型案例
淄博市大武水源地三维可视化信息系统

湖北省地质调查院“金土地“成果应用平台开发项目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核电厂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平

台

上海水土地质环境综合分析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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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中 地 数 码 生 态 体 系

中地数码践行“平台自主、生态创新”的战略发展思路，以生态之势拥抱合作伙伴，搭建 1+3 生态体系，即 MapGIS 

10.5 Pro 自主创新生态 + 营销生态、产品与解决方案生态和人才生态。其中自主创新生态是基石，为产品与解决方案生态

打造坚实的自主可控底座，中地数码与合作伙伴共同搭建的营销生态是实现市场共赢的关键平台，与高校合作构建的人才

生态将为地理信息产业持续注入血液。

中地数码�+�生态体系

中 地 数 码 I S V伙 伴

平 台 开 发 生 态

解 决 方 案 生 态

营销生态 产品与解决方案生态 人才生态

二次开发
平台能力

产品与服务

中 地 数 码 SP伙 伴
行业中台
应用产品

行业应用
联合方案

赋能
开放

赋能
融合

自主创新生态体系
与国产 CPU、操作系统、数据库、云平台等自主品牌建立基础产品联合测试认证机制，持续投入新产品新技术的联合

研发与测试，实现基础 GIS 平台、行业 GIS 中台软件与自主软硬件产品的互融互通与性能调优，同时借助信创适配平台完

成 GIS 平台与整套国产化底层环境的适配与调优。

�
� �

�
� � � �

KDB

GaussDB

G I S产 业 链

人 才

中地数码    +      高校

联合
培养

产业
输送

线 上 线 下

中地数码+伙伴

Smaryun
司马云

渠道共享
区域辐射

联合解决方案
信创伙伴自主可控软硬一体化



产品与解决方案生态
基于信创产业基座和 MapGIS 10.5 Pro 基础平台，进一步开放 MapGIS 平台的二次开发能力，通过技术赋能帮助 ISV 生

态伙伴在更多细分领域基于 GIS 技术研发核心产品。在自然资源、智慧地质和智慧城市等领域，基于行业中台去赋能伙伴，

通过架构设计、产品研发、方案融合、集成验证、联合营销等关键环节，与 SP 生态伙伴联合打造出更具竞争力、端到端的

行业解决方案。

MapGIS Mobile

自然资源 智慧地质 智慧城市 水利 交通 环保
. . . 

MapGIS Desktop Java

MapGIS IGServer Java

行业赋能

GIS基础平台
MapGIS 大数据与云平台

架构设计

产品开发

联合方案

联合营销

国产CPU

国产OS
国产数据库 国产中间件 国产云平台

国产整机
信创生态伙伴以软件平台与应用为核心，构建面向地理信息领域的需求收集、软件开发、软件交易、软件服务、集成应用等为一体

的全新软件与服务生态链。2017 年上线至今，已有上百家国内领先的 GIS 企事业单位入驻，千款软件项目及相关服务产

品在线运作，覆盖自然资源、地质矿产、智慧城市、抗震防灾、高校教育等多个行业领域。

营销生态
通过线上营销平台 + 线下渠道共享的合作模式，将生态伙伴联合输出的产品、方案、服务，进行市场联合推广与区域覆盖，

共同服务终端用户，实现市场双赢。

司马云生态圈

长沙力智

开发世界

集成世界

交易中心

服务世界
Smaryun
云生态圈 

产品买卖地

开发团队

市场/客户

需求/创意地

服务团队

需求中心

一朵云，两个中心，三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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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创 新

市 场 互 补

渠
道

经
销

商
     

      
                                   渠

道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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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传 统 渠 道 生 态营 销 云 生 态

司
马

云
    

     
      

            
                               市

场

合作伙伴

行业用户

I S V生 态 伙 伴 S P生 态 伙 伴



参与载人航天工程有功单位 神七载人航天做出积极贡献表彰 抗震救灾 GIS 服务特殊贡献单位

人才生态

中地数码与 200 多所院校达成 GIS 教育合作，与院校共建实践平台、职业认证平台、学术交流平台和实习就业平台，

投入资源共建 GIS 教学实验室、培养师资力量，为学生提供技能大赛、创业孵化器、在线云课堂等学习提升平台，与高校

共同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为产业链持续注入血液。

中地数码携手伙伴及GIS院校，打造集教学、培养、就业为一体的GIS产学研教平台，面向行业输送人才，共建人才生态

+ +

G I S 产 业 链

以行业发展为驱动， 携手生态圈与学

校共创 GIS 人才培育沃土

以 MapGIS 自主创新技术为基础，提

供一站式专业提升与认证平台

以专业学习就业为出发点，为 GIS 学

生提供一站式的平台与资源

中地数码+生态伙伴+GIS院校

建平台 助教学

输送 人才

伴成长

输送 人才

企业荣誉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6 年 )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6 年 )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8 年 )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2 年 )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9 年 )

地理信息科技进步奖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百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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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企业资质

41 42

甲级测绘资格证书 CMMI5 证书

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企业信用 3A 等级证书

领导关怀

时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测绘局局长徐德明指导工作

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中地

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视察指导 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参观中地展台

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观看 MapGIS 产品演示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参观中地展台

时任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参观指导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参观中地展台

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视察中地 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王旭东视察指导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
刘晓明参观指导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参观中地展台

ITSS 二级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