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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EMAP快速入门
最近更新功能列表

软件版本更新内容

更新时间：2018年01月19日

更新内容：

1、调整聚合的算法，使得聚合更完整；
2、修改聚合后标注图层叠加时下载卫图，不能叠加完整标注数据的问题
3、修改导入进标注圆时不能再新添加新圆的Bug
4、修改了导入CAD的dxf文件时，部分多组合的图形(多多边形等)不能导入的问题
5、在坐标系中增添了横轴墨卡托投影，使得可以定义自己的坐标参数，从而支持某些地方坐标系
6、在坐标系中增添了自定义基准面（椭球体）
7、增加了系统自动通过代理方式来进行网络访问

更新时间：2018年01月09日

更新内容：

1、增加了高精度的行政边界选择范围，且提供到乡镇级别；
2、增加了天地图内蒙古、宁波
3、在专题图中增加了全国行政边界（边界线及标注）
4、矢量标绘中添加了“线转面、面转线”的功能
5、自动调整谷歌地图有偏移地址，使得下载更稳定
6、天地图四川调整级别为20（部分城市的电子地图有20级的电子地图）
7、在矢量标绘中对点增加了聚合功能
8、增加E都市福州
7、修改了已知Bug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20日

更新内容：

1、对网络请求进行了优化；
2、在标绘中，针对点、面的标注名称可进行位置设定；（点的文字位置：上下左右；面的文字位置：上
下左右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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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绘中增加了对两条线进行合并的功能
4、标绘中增加了对某一线进行续接绘制功能（正向续接，反向续接）
5、标绘中的图层管理树可进行多选图元树节点（须按Ctrl键）
6、标绘中的图层管理树增加了多选树节点进行删除、复制、移动功能
7、标绘中的图层管理树增加了通过对图元节点的拖动进行排序的功能
8、修改了标绘中发现的Bug（对面、线进行整体移动，导出时坐标未改变）
9、天地图山东增加了历史影像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8日

更新内容：

1、修复部分电脑显示三维地球，不能加载影像的Bug（白球的情况）
2、增加下载OurxMaps瓦片库格式
3、增加下载Bigemap瓦片库格式
3、修复了一键HOST，部分网络环境返回的错误代码造成不能继续检测的bug
4、新增了在不支持三维地球的电脑上自动禁止三维的功能。
5、交换了通过鼠标中键变换三维地球视角角度的方向
6、优化了三维地球在山脊或山谷中拖动地图抖动的问题
7、增加地质地图 图例
8、优化了三维显示，在放大拖动时自动调整及裁剪面及照相机姿态

更新时间：2017年12月1日

更新内容：

1、增加天地图全国电子地图的标注层显示与否及下载（底图层和标注层）
2、为arcgis online的影像添加街道图层（天地图的路网图层）
3、优化了导入dxf某些文字及颜色的显示
4、添加E都市重庆、北京、上海、成都

5、标注中线的名字的轮廓批量修改颜色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3/584

6、标注中线如果显示名字时，切换地图后，名字不再显示的bug
7、添加了全国地质图源（5个）

8、添加了百度个性风格地图源（11个）

9、添加了专题图图源（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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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调整了海图，并添加了海图图源（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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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三维制作步骤

 

同步视频教程(一)：http://www.iqiyi.com/w_19ruc41go1.html

（二）：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相关教程：3DMAX三维地形图制作教程

相关教程：全球高程下载、等高线矢量（DWG）下载

工具准备

     1、BIGEMAP地图下载器

     2、ARCGIS10.2

      3、global mapper 

   ARCGIS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Global mepper 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资料准备

      下载你需要 区域的DEM数据和 卫星影像数据。

http://www.iqiyi.com/w_19ruc41go1.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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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须使用BIGEMAP地图下载器中Google Earth无偏移影像，并具有无Google小水印、免封IP、影像
更新更快等特点。

        首先在图源列表中选中Google Earth图源，只有此图源可实现高清卫星图像下载和高程
等高线下载。在此通过矩形区域选择下载边界（当然你也可以选折对应的 行政区域下载或者多边形框下
载）（如图 1所示），以下载重庆的某块区域为例加以演示：

   下载卫星图像

   选定一个区域，下载卫星图像，如下图：

   

注意：红色箭头的地方。

   下载高程数据

   同一个矩形区域，再次双击，选择高程，选择级别，开始下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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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下载的高程和卫星图像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对应级别，不需要两个的级别都选择一样，建议：
高程下载16级或者17级，卫星图像级别越高，生成的三维越清晰，越详细。）

    下载完成之后,由于是经纬度坐标信息的需要转成大地坐标系的，方便高程海拔高度显示。本案例
以转换成UTM(WGS84)为例子。转换步骤如下图：

  

  点击【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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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投影】，在投影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UTM】，其他默认不变，点击【确定】，之后保存为DEM，
如下图：

 选择【输出海拔网格格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M】，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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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程的预处理已经完成，同样的方式将卫星图像也处理成UTM投影方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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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打开ARC SCENE ,打开ARC SCENE过后，打开转换后的卫星影像，打开过后步骤如图：

  点击箭头所指的【+】号，首先添加刚才转成UTM投影的卫星图像，打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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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鼠标指到左边打开的卫星图像的文件名，点击【右键】，弹出属性框，选择【属性】，如下图：

  在上图中，选择红色【1】箭头指向，打开刚才转换之后的DEM高程数据，然后【添加】，然后【确
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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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三维已经生成好了，三维的图像效果清晰度和你下载的卫星图像级别有关系，高程级别越高，
三维轮廓越精细，卫星图像级别越高，三维效果越清晰，另外属性框里面还可以设置海拔高度的缩放比例
系数，以及精细化的程度，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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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对话框红色框选处设置高程的缩放比例，例如设置为2，则高程放大2倍。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15/584

   上图中的红色框选处，设置三维的渲染效果，计算机允许的情况下，可设置为最高。

     增加三维底座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如需进行以上测试，可联系客服人员索要数据（任意地方）

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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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EMAP软件概览
 

同步视频教程：BIGEMAP入门介绍  如何下载卫星图像  如何下载高程等高线  
如何下载矢量路网

 

高清卫星影像 等高线地形图 （点线面）标绘

ArcGis无偏移套合 AutoCad套合 路网矢量

 

1、如何下载卫星图像/历史影像？ 2、如何下载等高线地形图（高程数据）？
3、如何下载路网矢量、水系矢量? 4、如何生成等高线（Autocad）？
5、什么是无偏移地图？ 6、如何转换成54坐标系？
7、如何转换成80坐标系哦？ 8、无偏移卫星影像套合配准(Argcis)?
9、如何转成CGCS2000坐标系？ 10、如何选择分度带/中央子午线？
11、无偏移卫星影像套合配准(Autocad)? 12、Arcgis制作三维地形图
13、3DMAX制作三维地形图 14、什么是【火星坐标系】？
15、如何发布离线地图/离线地图本地应用？ 16、如何【购买】软件？
17、如何获取软件【正版】授权方式？

   

      联系方式： QQ： 384720499

电话： 400-028-7262
400-118-5459

(028)65472965

同步视频教程：BIGEMAP入门介绍  如何下载卫星图像  如何下载高程等高
线  如何下载矢量路网     

http://www.iqiyi.com/w_19ru9gw2v5.html#vfrm=8-8-0-1
http://www.iqiyi.com/w_19ru9gw2v5.html#vfrm=8-8-0-1
http://www.iqiyi.com/w_19ru9gwq19.html?t=1487047056082#vfrm=8-8-0-3
http://www.iqiyi.com/w_19ru9i1drp.html#vfrm=8-8-0-1
http://www.iqiyi.com/w_19rvgy5k9h.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40.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5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40.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5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7.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5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7.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7.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5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7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7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html
http://www.le.com/ptv/vplay/27395190.html?ch=qqllq
http://www.le.com/ptv/vplay/27395190.html?ch=qqllq
http://www.le.com/ptv/vplay/27395226.html?ch=qqllq
http://www.le.com/ptv/vplay/27394629.html?ch=qqllq
http://www.le.com/ptv/vplay/27394629.html?ch=qqllq
http://www.iqiyi.com/w_19rvgy5k9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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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无偏移影像

无偏移：是指可以和实际测量的经纬度坐标完全重合，而不会发生偏差。

有偏移：是指地图经过加偏算法对地图的图像和经纬度进行重新排列，是一种强制混淆地图的做法，经过

加偏后的

地图不但经纬度错误，地图也是扭曲的，不可能通过纠偏改变，只能减少误差。

        有偏移误差一般为几百米到几公里。

        有偏移（国内俗称：火星坐标）

        只有下载 无偏移 的数据才能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作用，包括 定位、测绘、测量、设计、

规划、套合CAD图纸等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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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火星坐标系

   参见【火星坐标系】。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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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下载及安装BIGEMAP

本产品支持主流winodws操作系统（xp sp3,vista,windows 7,windows 8及windows 10），

可通过访问大地图官网(http://www.bigemap.com/）获取本产品，用户可根据需求下载相应的版本。

如下图所示为软件下载。

 

本产品所有版本都具备在线自动升级，以保证用户实时获取到最新的地图数据和增值软件服务。

软件下载    

  下载完成后，双击安装包按照安装向导即可完成安装。温馨提示：请尽量不要把软件装在系统盘，

如：C盘。

安装过程如下所示：

http://www.bigem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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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如果你使用的是64位操作系统，请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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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案例

        可通过本产品官网(http://www.bigemap.com/）获取帮助信息和行业案例。

    BIGE MAP下载器在农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勘测定界中的应用

    BIGEMAP地图下载器在城市道路数据库更新中的应用

    BIGEMAP地图下载器和ARCMAP软件进行影像配准

    BIGE MAP地图下载器在农村新型社区调查中的应用

    BIGE MAP地图下载器在水土保持监测中的应用

    BIGE MAP谷歌卫星地图下载器在林业(外业调查和内业区划)应用简介

    BIGE MAP谷歌卫星地图下载器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中的应用

    BIGE MAP谷歌卫星地图下载器在水利应急指挥系统中的应用

    BIGE MAP谷歌卫星地图下载器在遥感行业的应用

    BIGE MAP地图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的应用简介

    BIGE MEP在城市轨道交通应用

    利用BIGMAP下载卫片作为测量底图

    BIGE MAP谷歌卫星地图下载器在林业征占用地中的使用

http://www.bigemap.com/
http://wenku.baidu.com/view/9701e219561252d381eb6e5e.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9701e219561252d381eb6e5e.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7422916cb7360b4c2f3f644f
http://wenku.baidu.com/view/7422916cb7360b4c2f3f644f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259d405b4b73f242326c5f56
http://wenku.baidu.com/view/259d405b4b73f242326c5f56
http://wenku.baidu.com/view/75ed0bf6ec3a87c24128c451
http://wenku.baidu.com/view/75ed0bf6ec3a87c24128c451
http://wenku.baidu.com/view/388a666fa300a6c30d229f50
http://wenku.baidu.com/view/388a666fa300a6c30d229f50
http://wenku.baidu.com/view/99b3ca71de80d4d8d05a4f53
http://wenku.baidu.com/view/99b3ca71de80d4d8d05a4f53
http://wenku.baidu.com/view/8d64b3abd15abe23492f4d52
http://wenku.baidu.com/view/8d64b3abd15abe23492f4d52
http://wenku.baidu.com/view/83d9c722f01dc281e53af071
http://wenku.baidu.com/view/83d9c722f01dc281e53af071
http://wenku.baidu.com/view/68d65bf5bceb19e8b8f6ba71
http://wenku.baidu.com/view/68d65bf5bceb19e8b8f6ba71
http://wenku.baidu.com/view/fabcfc7690c69ec3d5bb7571
http://wenku.baidu.com/view/fabcfc7690c69ec3d5bb7571
http://wenku.baidu.com/view/fabcfc7690c69ec3d5bb7571
http://wenku.baidu.com/view/6b9e2a48b90d6c85ed3ac60c.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b9e2a48b90d6c85ed3ac60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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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下载并生成等高线

同步视频教程：http://www.le.com/ptv/vplay/27394629.html?ch=qqllq

BIGEMAP高程数据主要特点：

覆盖全球
(任意范围下载) 精度准确 等高线细腻效果好

高程矢量数据可编辑 支持AutoCAD/南方CASS
（DXF、DWG、DAT） 支持三维(STL)

支持多格式转换
(kml/kmz/shp/dxf/txt等)

支持投影转
换(Xi'an80,Beijing54,WGS84,CGCS2000) 支持公里网格

 

案例：等高线完美套合卫星影像教程

          高程点数据转成南方CASS的DAT格式(教程)

                DEM(高程)的应用（坡度坡向、提等高线、
可视性分析、地形剖面）

               DEM应用之-水文分析 

               Arcgis下DEM水分分析（二）

第一步：需要的工具

      1. BIGEMPA地图下载器（全能版已授权）  下载地
址：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2. Global Mapper 14.     下载地址：Global Mapper 14.1汉化版.rar

测试数据下载地址

第二步骤：通过BIGEMAP下载高程数据

       1. 启动BIGEMAP地图下载器软件，查看左上角是否显示【已授权：所有地图】，如果没有
该显示，请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如下图所示：

http://www.le.com/ptv/vplay/27394629.html?ch=qqllq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7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download.bigemap.com/testDEM.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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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选择左上角属性选项，选择【高程】，如下图：

   

    3. 选在你要的区域，双击下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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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选择下载的级别，建议尽量下载16级的，16级为最好级别。如果16级不能勾选，请选择下
载小一点的范围，高程为矢量数据，超过20M大小，一般电脑都很难处理生成的等高线。下载之后的数据
为tiff格式，实际为dem高程数据。

      6. 启动安装好的Global Mapper软件，启动中文版在安装好的目录下有个chs或则chinese
的启动图标，如下图所示：

    7. 将下载好的高程数据（下载目录下的后缀为tiff格式）拖入到global mapper中，如下
图所示：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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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生成等高线，在global mapper中选择【分析】->【生成等高线】，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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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往下，等高距可以任意设置，一般情况我们设置为10，即10米等高线，设置登高线越小，对
电脑的配置要求越高，生成的时间也越长。

     点确定后，要等一会，电脑越差的时间越长。完了后你看到的是一团颜色，把他放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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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生成3D地形效果：选择【工具】->【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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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去掉背景，只留下等高线：选择【工具】->【控制中心】，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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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中，把你不需要显示的图层勾去掉即可。

    9. 等高线如何做投影转换(生成xi'an80，Beijing54)

       高程数据下载的默认坐标系是WGS84坐标系，由于在我国的GIS应用中经常会用
到xi'an80，Beijing54坐标系，因此，特别讲出如何对投影进行相应的转换。

     选择：【工具】->【设置】，选择里面的【投影】，如下图所示：

     

    由于xi'an80或者beijing54都是国家保密坐标系，在各地的测绘局或者国土部门都保留着转换用
的7参数或者3参数，由于我们不能提供参数，因此选择通过分度带来转换投影，分度带分为3度带和6度带，
均可以实现转换。【如何选择分度带】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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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①中是选择分度带，可选在3度带： ；也可以选择6度

带： ；  

   上图②中是选择要转换区域的对应分度带的带号，如下图：

      如何选择分度带的代号？   

    上图③是选择要转换的目标投影，可以选xi'an80 ;

也可以选择beijing54 ；

     选择好以上步骤之后，点击确定，完成投影转换，这时候看到的，或则要输出保存的
都是你的投影变换之后的坐标系了。

 

    10 .  网格显示，由于下载的高程数据默认的是经纬度坐标，网格需要将投影转成xi'an80或
者beijing54以大地坐标系的方式来显示网格【投影转换】；如果要用WGS84，则直接选择UTM，在选择对
应的【分度带】；即变成XY坐标，单位为米。选择：【工具】->【设置】，选择里面的投影，选择
【UTM】，如下图所示：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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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确定】，然后在选择【工具】-》【设置】-【一般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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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目前投影网格”，并在“网格间距”中选择“定制”“1000”的地面单位。这代表图上一方格长
宽皆是1000米（由于地球的不规则形状，UTM方格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正方形，只是近似正方形，但不影响使用，
它的优点是非常方便估算两点间的距离和定位，不需要借助比例尺进行计算），你也可以选择用坐标网格，那
么他标的就是坐标了。这样，也可以很快地知道现在看的是哪里，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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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设置显示比例尺：选择【视图】-》【按比例缩放】，输入10000（即表示按照1：10000 的比例
尺显示）如下图：

    如下图显示为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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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此比例尺的图像用作打印：选择【文件】-》【输出】-》【输出光栅/图像格式】，选择你要的
格式，点击【确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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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选红色框选地方，保存即是按照设定的比例尺保存的大小。

    12.  导出CAD格式矢量等高线 DXF格式、DWG 格式  

     选择【文件】à【输出】à【输出矢量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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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DXF 或者 DWG 格式；   点【确定】。

     还可以输出：kml、kmz、shp、stl等等常见的格式

     同时， 选择【文件】à【输出】里面还有很多格式，包括dem,txt高程点，stl等等。

    如何按照指定区域裁剪高程数据？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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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进行以上测试，可联系客服人员索要数据（任意地方）

》》下一篇：矢量道路路网、水系如何下载？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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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下载高清卫星地图

 同步视频教程：如何下载卫星图像

   相关链接：全国矢量地图数据（路网：公路、铁路）水系、水域下载？

   相关链接：如何下载使用等高线地形图?

 1、BIGEMAP地图下载器提供了全世界主流地图源（16种）

 2、可下载到全球任意地方的高清卫星地图/历史地图、电子地图、等高线地形图、
路网矢量

  鼠标指向左上角【选择地图】，弹出地图源 如下图：

  选择一种地图源，软件主窗口会自动打开该地图源的地图信息。

  注意：综合排名：第一名：谷歌地球；第二名：谷歌地图(无偏移)【注：什么是
无偏移】；第三名：天地图(地方高清)。第四名：其他。

 谷歌地球：全球影像覆盖>95%，更新周期：约3-6个月， 最高清晰度：0.25米像素
分辨率；可查看拍摄卫星拍摄时间和海拔高度(正式版右下角)。如下图：

http://www.iqiyi.com/w_19ru9gwq19.html?t=1487047056082#vfrm=8-8-0-3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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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地图(国外)：（国外）是指从国外服务器下载数据。全球影像覆盖>95%，更
新周期：约1年， 最高清晰度：0.25米像素分辨率，有谷歌自带小水印

 天地图(地方高清)：国内覆盖>40%，更新周期：约1年， 最高清晰
度：0.25-1.0米像素分辨率

 其他：国内影像覆盖：50%左右，更新周期，1-2年，最高清晰度：0.5-1.0
米像素分辨率

 软件右上角【地名查找】，输入你要查看的地方，如下图：

 当选择某一种地图源查看的地方不够清晰的时候，可以切换到其他地图源作为补充，
不同地图源提供的清晰度不一样。

 每一种【地图源】都有对应的属性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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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代表电子地图；卫星：代表卫星地图；地形：代表地形图；高程：代表DEM
和等高线地形图

  上图中有√的地方，表示可选，×的地方表示该地图源没有这项属性。

  通过矩形框或者多边形框选你所需要的区域进行下载：

 

  框选好以后，直接双击下载：

  具体下载说明，请点这里：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7.html

  下一篇：如何下载使用等高线地形
图：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技术咨询QQ：384720499   电话：028-65472965   400-028-7262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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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切换外网IP地址

     在使用地图下载器的过程中，由于访问的国外网络，所以网络的运行商（电信、移动、联通）
会根据各地的情况封锁你要访问的国外地址，在封锁的过程因为不可能封锁所有的国外访问，所以只是屏
蔽了你的IP地址，这时候我们只需要重新获得一个新的IP地址就可以继续使用了。具体如下：

    第一步：我们可以看下我们现在的IP地址是多少？

    在浏览器里面打开www.baidu.com ，然后输入  IP  搜索，如下图：

    查询的结果第一条就是你正在使用的外网 IP 地址。

    第二步：更换一个新的 IP 地址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里面，现在几乎都是光纤接入的，光纤接入的就会有个光猫的设备链
接，如下图：

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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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连接的拨号路由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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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家里是 第一种设备【光猫】拨号；办公室是第二种设备【路由器】拨号。

     弄清楚了哪种设备在 拨号上网 ，然后断电或者重启设备，我们就可以获得新的IP地址。

     验证新的IP地址

      同样的在百度输入 IP 搜索，

     出现的搜索结果与之前的搜索结果不一样，就表明获取新的IP地址成功，然后重启bigemap软件，
就可以正常加载数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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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启动软件：无法连接服务器解决方案

软件在启动的时候，出现无法访问网络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一）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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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出现以上的情况请用以下的方式解决：

    解决方式一：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是Win7、Win8、Win10等，鼠标指着我们的安装文件，点右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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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式二：重新安装我们的软件，安装过程中请选择安装到D盘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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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方式三：添加到杀毒软件白名单，由于杀毒软件会误报，导致不能链接网络，所以有的电
脑需要添加到杀毒软件白名单，如下图【QQ电脑管家】：

     如果你安装的是360安全卫士，选择【木马查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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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信任区】，选择BIGEMAP安装目录，添加到白名单，详情，点这里。

 

     解决方式四：如果以上方式还没有结局登陆问，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QQ：384720499，电话：
028-65472965，谢谢你的关注。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c74d60007fc34d0f6a595d20.html?pic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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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卫星影像
BIGEMAP地图源列表
    BIGEMAP地图下载器提供了16种不同的地图源，这些地图源代表了不同的功能和需求，每一种也有
不同的属性信息：投影方式、坐标系、偏移、电子地图、地形图、卫星图、高程等等。

 

 地图源
 

选择地图源 地图名称 投影/坐标系 有无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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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地球

经纬直投
WGS84 无偏移

谷歌地图（国外服务器）

魔卡托
WGS84 无偏移

谷歌地图（国内服务器）

魔卡托
WGS84

火星坐标系
 

有偏移

百度地图

魔卡托
WGS84

火星坐标系
 

有偏移
2次加偏

高德地图

魔卡托
WGS84

火星坐标系
 

有偏移

必应地图（微软）

魔卡托
WGS84
 

无偏移

搜搜地图（腾讯）

魔卡托
WGS84

火星坐标系
 

有偏移

搜狗地图

魔卡托
WGS84

火星坐标系
有偏移

天地图（经纬直投）

经纬直投
WGS84 无偏移

天地图（魔卡托）

魔卡托
WGS84
 

无偏移

Aacgis Online

魔卡托
WGS84
 

无偏移

阿里云

魔卡托
WGS84

火星坐标系
 

有偏移

超图地图

魔卡托
WGS84

火星坐标系
 

有偏移

Open Cycle

魔卡托
WGS84
 

无偏移

Open Street

魔卡托
WGS84
 

无偏移

Map Quest

魔卡托
WGS84
 

无偏移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22.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21.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21.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20.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25.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17.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18.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19.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15.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15.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12.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24.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23.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13.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14.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01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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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偏移？无偏移？
    有偏移（国内俗称：火星坐标）是指下载地图的坐标位置和实际测测量经纬度位置存在偏差，导
致定位不准或者计算经纬度坐标不准，这中偏差范围是几百米-几公里。

    只有下载无偏移的数据才能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作用，包括 定位、套合等等。

什么是地图投影？
    地图投影是利用一定数学法则把地球表面的经、纬线转换到平面上的理论和方法。由于地球是一
个赤道略宽两极略扁的不规则的梨形球体，故其表面是一个不可展平的曲面，所以运用任何数学方法进行
这种转换都会产生误差和变形，为按照不同的需求缩小误差，就产生了各种投影方法。【百度百科】

什么是地图坐标系？
    坐标系统是描述物质存在的空间位置（坐标）的参照系，通过定义特定基准及其参数形式来实现。
坐标是描述位置的一组数值。按坐标的维度一般分为一维坐标（公路里程碑）和二维（笛卡尔平面直角坐
标、高斯平面直角坐标）、三维坐标（大地坐标、空间直角坐标）。为了描述或确定位置，必须建立坐标
系统，坐标只有存在于某个坐标系统才有实际的意义与具体的位置。【百度百科】

    我们在国内接触的主要坐标系包括：xi'an80；Beijin54；CGCS2000；WGS84。BIGEMAP地图下载器
下载的地图都是属于WGS84坐标系。

为什么要投影/坐标转换?
    不同的坐标系选择的参照点不一样（原点不一样），地图上的同一地点在不同的坐标系表达的值
不一样，在工作中不同坐标系的地图不能实现拼接、套合、定位等等因素，因此需要把不同的坐标系转换
成同一坐标系才能使用。【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06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10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98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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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地图源下载地图

第一步： 选择图源
    鼠标指向软件左上角图标会自动弹出如下列表: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56/584

    
    左键点击，选择你想要打开的地图图源

第二步： 选择图源类型
       图源类型分为电子地图、卫星图像、地形图

    
    不是每一种图源信息都包含有三种类型的地图数据，鼠标可选表示可以打开，如果类型
是灰色不可选，则表示没有对应的类型。

第三步： 选择图源类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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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区域表示类型的属性，勾表示选中属性：选中属性对于下载为所见即所得，即如果
选中街道，则下载的卫星图像上有街道信息，如不选中街道，则下载的卫星图像没有街道信息。

第四步： 完成图源选择
     完成以上三步，就可以看到软件的主窗口显示出了你所选择的对于类型的地图属性，你可
以 任意放大，缩小，拖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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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指定多边形区域下载地图
特别BIGEMAP地图下载器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下载方式，方便用户得到不同的应用当中：

1、矩形框选择区域下载

2、多边形选择区域下载

3、根据行政区（省市县区）域边界选择下载

4、导入外部边界文件下载（支持kml/kmz/shp格式）

5、标准分幅下载

6、指定矩形框经纬度范围下载

 

本文主要介绍应用多边形如何下载想要的区域

 

第一步：选在多边形工具

        打开BIGEMAP软件，在软件的最上面工具栏选择【 】，单机左键选择。

第二步：通过单击【鼠标左键】在地图上任意位置开始绘制多边形，选择你要下载的区域；双击【鼠标左
键】完成选择，如下图所示：

以下是红色箭头指向的数字所代表的含义：

① 代表选择的多边形区域，也是即将下载的区域

② 代表你选择的区域所处在的经纬度范围，以及选择下载区域的周长和面积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3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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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鼠标点击箭头【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

④ 导出你所绘制的多边形边界线，保存为kml格式，下次可以直接导入这一区域下载【本文开头提到的
第4种下载方式】

⑤ 当前选择的哪种地图源用于下载使用，可重新切换地图源、地图类型，不会影响你的选择

⑥ 你所看到的当前页面地图所显示的级别，可滚动鼠标放大缩小该级别

⑦ 当前鼠标停留点的经纬度坐标，鼠标左键点击【经纬度】三个字，可切换为度分秒显示

 

第三步：准备下载

        确认好选择的多边形区域即：要下载的区域后，鼠标移动到选择的区域范围内，双击
【鼠标左键】，弹出下载提示对话框

任务名称：下载任务的名称，可重命名

http://123.56.133.43/Home/Help/one/id/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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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度范围当前下载区域所在的经纬度范围，不可更改

保存路径：下载你选择区域的文件保存的地方，可更改

图层: 图层分为混合图和分层图，混合图就是道路信息和卫星图像混合为一个图层下载下来不能分离；
分层图是指：下载下来的卫星图像和道路图层是分开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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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不是每个地图源都可以分层下载的，如果不能选中分层，表示此地图源不能分层下载。

选项：这个选项是配合【在线标注】功能，只有当界面有标注的内容时，这个选项才可以勾选。

存储选项：

        存储选项是用来设定下载完成内容的形式的：

        拼接：是指你所下载的内容自动拼接成一张整图，无论你下载多大都只有一个文件（提
示：若下载的文件超过2G，请使用标准分幅下载，不然下载下来的文件一般电脑会因为太大而打不开，导
致无法使用）

        瓦片：谷歌：是指下载下来的图像是原始的未进行拼接的，每一张瓦片大小是256*256
（像素），冒号后面的谷歌意思是保存的瓦片是以谷歌提供的二次发布API访问的目录结构存储的，是为
了以谷歌API二次发布而提供的。

        瓦片：TMS：这种方式获取的TMS瓦片文件目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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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下载的瓦片从0级开始算，0级把平面地图划分为两块，每往下一级，进行四分，1级分
为8块,横轴4分，所以有4个子文件夹，纵轴2分，所以每个文件夹下有2个切片。切片以左下角为坐标原点，
每个切片的左下角坐标为该片的起始坐标。如下图所示:

          瓦片库：MBTiles:是一种瓦片数据库格式，相当于把每一张瓦片都储存在数据库中，
需要的时候可以取出来拼接或者生成其他任意格式的。【MBTiles】

          图片格式选择：默认为tiff格式，下载的下来的数据包含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信
息。其他格式还有jpeg,png,bmp等等格式。

         选在下载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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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方框的，表示是我们可以下载的级别，大多数时候 我们只需要勾选一个级别进
行下载，勾选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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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的级别显示了当前下载的地图的下载分辨路（像素分辨率）、比例尺、尺寸、以及
下载下来的文件大小（这里显示超过2G大小，请选择标准分幅下载）。

第四步：  

        点击确定，开始下载。

第五步：

        下载任务列表，在软件的右上角，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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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指过去会显示任务列表详细信息，如下图：

        上午的任务列表显示了当前任务下载的进度，包括已经下载了3916张瓦片，总共需要下
载225225张瓦片，下载的是14级的瓦片，总进度1%

         在这个下载任务界面里面，我们可以暂停下载任务，可以删除下载任务，可以查看已
经完成的下载任务

         鼠标左键【双击】下载任务进度条，会打开下载任务的文件夹，即下载数据保存的文
件位置。

第六步：

        下载完成后，打开下载文件的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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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l文件是你所选择的下载范围的边界值

        tdb文件是保存你下载瓦片的数据库文件，为断点续传做记录

        tfw文件是下载文件的四角坐标，有些工具打开需要用到次文件

        tif文件就是我们下载的地图文件，这个文件可以在win7之后的操作系统直接用看图软件
打开（文件小于4G）；如果是XP，需要转成JPEG格式打开（查看格式转换），tiff 文件里面包含了地图
的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用GIS工具打开，可自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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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框选矩形范围下载地图

特别BIGEMAP地图下载器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下载方式，方便用户得到不同的应用当中：

1、矩形框选择区域下载

2、多边形选择区域下载

3、根据行政区（省市县区）域边界选择下载

4、导入外部边界文件下载（支持kml/kmz/shp格式）

5、标准分幅下载

6、指定经纬度矩形范围下载

 

本文主要介绍应用矩形区域选如何下载想要的区域

 

第一步：选在矩形工具

        打开BIGEMAP软件，在软件的最上面工具栏选择【 】，单机左键选择。

第二步：通过单击【鼠标左键】在地图上任意位置开始绘矩形，鼠标拍【左键】松开，移动数遍到结束位
置，再点一次鼠标【左键】，完成矩形框绘制，如下图所示：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3.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3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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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箭头①所指的位置，为你所绘制的矩形区域，双击鼠标【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

以下是红色箭头指向的数字所代表的含义：

① 代表选择的矩形区域，也是即将下载的区域

② 代表你选择的区域所处在的经纬度范围，以及选择下载区域的周长和面积

③ 鼠标点击箭头【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

④ 导出你所绘制的矩形边界线，保存为kml格式，下次可以直接导入这一区域下载【本文开头提到的第4
种下载方式】

⑤ 当前选择的哪种地图源用于下载使用，可重新切换地图源、地图类型，不会影响你的选择

⑥ 你所看到的当前页面地图所显示的级别，可滚动鼠标放大缩小该级别

⑦ 当前鼠标停留点的经纬度坐标，鼠标左键点击【经纬度】三个字，可切换为度分秒显示

 

第三步：准备下载

        确认好选择的矩形区域即：要下载的区域后，鼠标移动到选择的区域范围内，双击【鼠
标左键】，弹出下载提示对话框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1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1
http://123.56.133.43/Home/Help/one/id/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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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名称：下载任务的名称，可重命名

经纬度范围当前下载区域所在的经纬度范围，不可更改

保存路径：下载你选择区域的文件保存的地方，可更改

图层: 图层分为混合图和分层图，混合图就是道路信息和卫星图像混合为一个图层下载下来不能分离；
分层图是指：下载下来的卫星图像和道路图层是分开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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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不是每个地图源都可以分层下载的，如果不能选中分层，表示此地图源不能分层下载。

选项：这个选项是配合【在线标注】功能，只有当界面有标注的内容时，这个选项才可以勾选。

存储选项：

        存储选项是用来设定下载完成内容的形式的：

        拼接：是指你所下载的内容自动拼接成一张整图，无论你下载多大都只有一个文件（提
示：若下载的文件超过2G，请使用标准分幅下载，不然下载下来的文件一般电脑会因为太大而打不开，导
致无法使用）

        瓦片：谷歌：是指下载下来的图像是原始的未进行拼接的，每一张瓦片大小是256*256
（像素），冒号后面的谷歌意思是保存的瓦片是以谷歌提供的二次发布API访问的目录结构存储的，是为
了以谷歌API二次发布而提供的。

        瓦片：TMS：这种方式获取的TMS瓦片文件目录,如下图所示

        所下载的瓦片从0级开始算，0级把平面地图划分为两块，每往下一级，进行四分，1级分
为8块,横轴4分，所以有4个子文件夹，纵轴2分，所以每个文件夹下有2个切片。切片以左下角为坐标原点，
每个切片的左下角坐标为该片的起始坐标。如下图所示: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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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片库：MBTiles:是一种瓦片数据库格式，相当于把每一张瓦片都储存在数据库中，
需要的时候可以取出来拼接或者生成其他任意格式的。【MBTiles】

          图片格式选择：默认为tiff格式，下载的下来的数据包含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信
息。其他格式还有jpeg,png,bmp等等格式。

         选在下载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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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方框的，表示是我们可以下载的级别，大多数时候 我们只需要勾选一个级别进
行下载，勾选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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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的级别显示了当前下载的地图的下载分辨路（像素分辨率）、比例尺、尺寸、以及
下载下来的文件大小（这里显示超过2G大小，请选择标准分幅下载）。

第四步：  

        点击确定，开始下载。

第五步：

        下载任务列表，在软件的右上角，如下图：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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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指过去会显示任务列表详细信息，如下图：

        上午的任务列表显示了当前任务下载的进度，包括已经下载了3916张瓦片，总共需要下
载225225张瓦片，下载的是14级的瓦片，总进度1%

         在这个下载任务界面里面，我们可以暂停下载任务，可以删除下载任务，可以查看已
经完成的下载任务

         鼠标左键【双击】下载任务进度条，会打开下载任务的文件夹，即下载数据保存的文
件位置。

第六步：

        下载完成后，打开下载文件的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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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l文件是你所选择的下载范围的边界值

        tdb文件是保存你下载瓦片的数据库文件，为断点续传做记录

        tfw文件是下载文件的四角坐标，有些工具打开需要用到次文件

        tif文件就是我们下载的地图文件，这个文件可以在win7之后的操作系统直接用看图软件
打开（文件小于4G）；如果是XP，需要转成JPEG格式打开（查看格式转换），tiff 文件里面包含了地图
的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用GIS工具打开，可自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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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指定矩形区域经纬度范围下载地图

特别BIGEMAP地图下载器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下载方式，方便用户得到不同的应用当中：

1、矩形框选择区域下载

2、多边形选择区域下载

3、根据行政区（省市县区）域边界选择下载

4、导入外部边界文件下载（支持kml/kmz/shp格式）

5、标准分幅下载

6、指定经纬度矩形范围下载

 

指定范围下载地图属于矩形框区域下载地图的一个功能点

 

第一步：选在矩形框工具

        打开BIGEMAP软件，在软件的最上面工具栏选择【 】，单机左键选择。

第二步：通过单击【鼠标左键】在地图上任意位置开始绘矩形，鼠标拍【左键】松开，移动数遍到结束位
置，再点一次鼠标【左键】，完成矩形框绘制，如下图所示：

        红色箭头⑨所指的位置，用鼠标点击，出现以下对话框：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3.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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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你要下载的区域坐标，点击【完成】，

以下是红色箭头指向的数字所代表的含义：

① 代表选择的矩形区域，也是即将下载的区域

② 代表你选择的区域所处在的经纬度范围，以及选择下载区域的周长和面积

③ 鼠标点击箭头【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

④ 导出你所绘制的矩形边界线，保存为kml格式，下次可以直接导入这一区域下载【本文开头提到的第4
种下载方式】

⑤ 当前选择的哪种地图源用于下载使用，可重新切换地图源、地图类型，不会影响你的选择

⑥ 你所看到的当前页面地图所显示的级别，可滚动鼠标放大缩小该级别

⑦ 当前鼠标停留点的经纬度坐标，鼠标左键点击【经纬度】三个字，可切换为度分秒显示

 

第三步：准备下载

        确认好选择的多边形区域即：要下载的区域后，鼠标移动到选择的区域范围内，双击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1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1
http://123.56.133.43/Home/Help/one/id/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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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左键】，弹出下载提示对话框

任务名称：下载任务的名称，可重命名

经纬度范围当前下载区域所在的经纬度范围，不可更改

保存路径：下载你选择区域的文件保存的地方，可更改

图层: 图层分为混合图和分层图，混合图就是道路信息和卫星图像混合为一个图层下载下来不能分离；
分层图是指：下载下来的卫星图像和道路图层是分开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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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不是每个地图源都可以分层下载的，如果不能选中分层，表示此地图源不能分层下载。

选项：这个选项是配合【在线标注】功能，只有当界面有标注的内容时，这个选项才可以勾选。

存储选项：

        存储选项是用来设定下载完成内容的形式的：

        拼接：是指你所下载的内容自动拼接成一张整图，无论你下载多大都只有一个文件（提
示：若下载的文件超过2G，请使用标准分幅下载，不然下载下来的文件一般电脑会因为太大而打不开，导
致无法使用）

        瓦片：谷歌：是指下载下来的图像是原始的未进行拼接的，每一张瓦片大小是256*256
（像素），冒号后面的谷歌意思是保存的瓦片是以谷歌提供的二次发布API访问的目录结构存储的，是为
了以谷歌API二次发布而提供的。

        瓦片：TMS：这种方式获取的TMS瓦片文件目录,如下图所示

        所下载的瓦片从0级开始算，0级把平面地图划分为两块，每往下一级，进行四分，1级分
为8块,横轴4分，所以有4个子文件夹，纵轴2分，所以每个文件夹下有2个切片。切片以左下角为坐标原点，
每个切片的左下角坐标为该片的起始坐标。如下图所示: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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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片库：MBTiles:是一种瓦片数据库格式，相当于把每一张瓦片都储存在数据库中，
需要的时候可以取出来拼接或者生成其他任意格式的。【MBTiles】

          图片格式选择：默认为tiff格式，下载的下来的数据包含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信
息。其他格式还有jpeg,png,bmp等等格式。

         选在下载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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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方框的，表示是我们可以下载的级别，大多数时候 我们只需要勾选一个级别进
行下载，勾选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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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的级别显示了当前下载的地图的下载分辨路（像素分辨率）、比例尺、尺寸、以及
下载下来的文件大小（这里显示超过2G大小，请选择标准分幅下载）。

第四步：  

        点击确定，开始下载。

第五步：

        下载任务列表，在软件的右上角，如下图：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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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指过去会显示任务列表详细信息，如下图：

        上午的任务列表显示了当前任务下载的进度，包括已经下载了3916张瓦片，总共需要下
载225225张瓦片，下载的是14级的瓦片，总进度1%

         在这个下载任务界面里面，我们可以暂停下载任务，可以删除下载任务，可以查看已
经完成的下载任务

         鼠标左键【双击】下载任务进度条，会打开下载任务的文件夹，即下载数据保存的文
件位置。

第六步：

        下载完成后，打开下载文件的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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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l文件是你所选择的下载范围的边界值

        tdb文件是保存你下载瓦片的数据库文件，为断点续传做记录

        tfw文件是下载文件的四角坐标，有些工具打开需要用到次文件

        tif文件就是我们下载的地图文件，这个文件可以在win7之后的操作系统直接用看图软件
打开（文件小于4G）；如果是XP，需要转成JPEG格式打开（查看格式转换），tiff 文件里面包含了地图
的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用GIS工具打开，可自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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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根据行政边界（省市区县）下载地图

特别BIGEMAP地图下载器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下载方式，方便用户得到不同的应用当中：

1、矩形框选择区域下载

2、多边形选择区域下载

3、根据行政区（省市县区）域边界选择下载

4、导入外部边界文件下载（支持kml/kmz/shp格式）

5、标准分幅下载

6、指定矩形框经纬度范围下载

 

本文主要介绍通过选择下载区域如何下载地图

 

第一步：选择行政区域

        打开BIGEMAP软件，在软件的右上角选择你的下载区域，如下图：

第二步：选择好行政区域后，软件会根据你的选择自动生成行政区域边界，如下图所示：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3.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3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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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红色箭头指向的数字所代表的含义：

① 代表选择的行政区域，也是即将下载的区域

② 代表你选择的区域所处在的经纬度范围，以及选择下载区域的周长和面积

③ 鼠标点击箭头【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

④ 导出你所所选择的行政区域边界线，保存为kml格式，下次可以直接导入这一区域下载【本文开头提
到的第4种下载方式】

⑤ 当前选择的哪种地图源用于下载使用，可重新切换地图源、地图类型，不会影响你的选择

⑥ 你所看到的当前页面地图所显示的级别，可滚动鼠标放大缩小该级别

⑦ 当前鼠标停留点的经纬度坐标，鼠标左键点击【经纬度】三个字，可切换为度分秒显示

 

第三步：准备下载

        确认好选择的多边形区域即：要下载的区域后，鼠标移动到选择的区域范围内，双击
【鼠标左键】，弹出下载提示对话框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1
http://123.56.133.43/Home/Help/one/id/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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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名称：下载任务的名称，可重命名

经纬度范围当前下载区域所在的经纬度范围，不可更改

保存路径：下载你选择区域的文件保存的地方，可更改

图层: 图层分为混合图和分层图，混合图就是道路信息和卫星图像混合为一个图层下载下来不能分离；
分层图是指：下载下来的卫星图像和道路图层是分开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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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不是每个地图源都可以分层下载的，如果不能选中分层，表示此地图源不能分层下载。

选项：这个选项是配合【在线标注】功能，只有当界面有标注的内容时，这个选项才可以勾选。

存储选项：

        存储选项是用来设定下载完成内容的形式的：

        拼接：是指你所下载的内容自动拼接成一张整图，无论你下载多大都只有一个文件（提
示：若下载的文件超过2G，请使用标准分幅下载，不然下载下来的文件一般电脑会因为太大而打不开，导
致无法使用）

        瓦片：谷歌：是指下载下来的图像是原始的未进行拼接的，每一张瓦片大小是256*256
（像素），冒号后面的谷歌意思是保存的瓦片是以谷歌提供的二次发布API访问的目录结构存储的，是为
了以谷歌API二次发布而提供的。

        瓦片：TMS：这种方式获取的TMS瓦片文件目录,如下图所示

        所下载的瓦片从0级开始算，0级把平面地图划分为两块，每往下一级，进行四分，1级分
为8块,横轴4分，所以有4个子文件夹，纵轴2分，所以每个文件夹下有2个切片。切片以左下角为坐标原点，
每个切片的左下角坐标为该片的起始坐标。如下图所示: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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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片库：MBTiles:是一种瓦片数据库格式，相当于把每一张瓦片都储存在数据库中，
需要的时候可以取出来拼接或者生成其他任意格式的。【MBTiles】

          图片格式选择：默认为tiff格式，下载的下来的数据包含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信
息。其他格式还有jpeg,png,bmp等等格式。

         选在下载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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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方框的，表示是我们可以下载的级别，大多数时候 我们只需要勾选一个级别进
行下载，勾选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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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的级别显示了当前下载的地图的下载分辨路（像素分辨率）、比例尺、尺寸、以及
下载下来的文件大小（这里显示超过2G大小，请选择标准分幅下载）。

第四步：  

        点击确定，开始下载。

第五步：

        下载任务列表，在软件的右上角，如下图：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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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指过去会显示任务列表详细信息，如下图：

        上午的任务列表显示了当前任务下载的进度，包括已经下载了3916张瓦片，总共需要下
载225225张瓦片，下载的是14级的瓦片，总进度1%

         在这个下载任务界面里面，我们可以暂停下载任务，可以删除下载任务，可以查看已
经完成的下载任务

         鼠标左键【双击】下载任务进度条，会打开下载任务的文件夹，即下载数据保存的文
件位置。

第六步：

        下载完成后，打开下载文件的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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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l文件是你所选择的下载范围的边界值

        tdb文件是保存你下载瓦片的数据库文件，为断点续传做记录

        tfw文件是下载文件的四角坐标，有些工具打开需要用到次文件

        tif文件就是我们下载的地图文件，这个文件可以在win7之后的操作系统直接用看图软件
打开（文件小于4G）；如果是XP，需要转成JPEG格式打开（查看格式转换），tiff 文件里面包含了地图
的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用GIS工具打开，可自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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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导入矢量边界范围下载地图（KML/KMZ/SHP）

特别BIGEMAP地图下载器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下载方式，方便用户得到不同的应用当中：

1、矩形框选择区域下载

2、多边形选择区域下载

3、根据行政区（省市县区）域边界选择下载

4、导入外部边界文件下载（支持kml/kmz/shp格式）

5、标准分幅下载

6、指定矩形框经纬度范围下载

 

本文主要介绍应用多边形如何下载想要的区域

 

第一步：选在多边形工具

        打开BIGEMAP软件，在软件的最上面工具栏选择【 】，单机左键选择，如下
图：

第二步：点击上图中的【确定】（提示：如果不是封闭的下载区域，将无法导入)，如下图所示：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3.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3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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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红色箭头指向的数字所代表的含义：

① 代表选择的多边形区域，也是即将下载的区域

② 代表你选择的区域所处在的经纬度范围，以及选择下载区域的周长和面积

③ 鼠标点击箭头【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

④ 导出你所绘制的多边形边界线，保存为kml格式，下次可以直接导入这一区域下载【本文开头提到的
第4种下载方式】

⑤ 当前选择的哪种地图源用于下载使用，可重新切换地图源、地图类型，不会影响你的选择

⑥ 你所看到的当前页面地图所显示的级别，可滚动鼠标放大缩小该级别

⑦ 当前鼠标停留点的经纬度坐标，鼠标左键点击【经纬度】三个字，可切换为度分秒显示

 

第三步：准备下载

        确认好选择的多边形区域即：要下载的区域后，鼠标移动到选择的区域范围内，双击
【鼠标左键】，弹出下载提示对话框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1
http://123.56.133.43/Home/Help/one/id/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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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名称：下载任务的名称，可重命名

经纬度范围当前下载区域所在的经纬度范围，不可更改

保存路径：下载你选择区域的文件保存的地方，可更改

图层: 图层分为混合图和分层图，混合图就是道路信息和卫星图像混合为一个图层下载下来不能分离；
分层图是指：下载下来的卫星图像和道路图层是分开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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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不是每个地图源都可以分层下载的，如果不能选中分层，表示此地图源不能分层下载。

选项：这个选项是配合【在线标注】功能，只有当界面有标注的内容时，这个选项才可以勾选。

存储选项：

        存储选项是用来设定下载完成内容的形式的：

        拼接：是指你所下载的内容自动拼接成一张整图，无论你下载多大都只有一个文件（提
示：若下载的文件超过2G，请使用标准分幅下载，不然下载下来的文件一般电脑会因为太大而打不开，导
致无法使用）

        瓦片：谷歌：是指下载下来的图像是原始的未进行拼接的，每一张瓦片大小是256*256
（像素），冒号后面的谷歌意思是保存的瓦片是以谷歌提供的二次发布API访问的目录结构存储的，是为
了以谷歌API二次发布而提供的。

        瓦片：TMS：这种方式获取的TMS瓦片文件目录,如下图所示

        所下载的瓦片从0级开始算，0级把平面地图划分为两块，每往下一级，进行四分，1级分
为8块,横轴4分，所以有4个子文件夹，纵轴2分，所以每个文件夹下有2个切片。切片以左下角为坐标原点，
每个切片的左下角坐标为该片的起始坐标。如下图所示: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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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片库：MBTiles:是一种瓦片数据库格式，相当于把每一张瓦片都储存在数据库中，
需要的时候可以取出来拼接或者生成其他任意格式的。【MBTiles】

          图片格式选择：默认为tiff格式，下载的下来的数据包含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信
息。其他格式还有jpeg,png,bmp等等格式。

         选在下载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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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方框的，表示是我们可以下载的级别，大多数时候 我们只需要勾选一个级别进
行下载，勾选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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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的级别显示了当前下载的地图的下载分辨路（像素分辨率）、比例尺、尺寸、以及
下载下来的文件大小（这里显示超过2G大小，请选择标准分幅下载）。

第四步：  

        点击确定，开始下载。

第五步：

        下载任务列表，在软件的右上角，如下图：

http://123.56.133.43/Admin/Help/editView/id/24.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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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鼠标指过去会显示任务列表详细信息，如下图：

        上午的任务列表显示了当前任务下载的进度，包括已经下载了3916张瓦片，总共需要下
载225225张瓦片，下载的是14级的瓦片，总进度1%

         在这个下载任务界面里面，我们可以暂停下载任务，可以删除下载任务，可以查看已
经完成的下载任务

         鼠标左键【双击】下载任务进度条，会打开下载任务的文件夹，即下载数据保存的文
件位置。

第六步：

        下载完成后，打开下载文件的目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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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l文件是你所选择的下载范围的边界值

        tdb文件是保存你下载瓦片的数据库文件，为断点续传做记录

        tfw文件是下载文件的四角坐标，有些工具打开需要用到次文件

        tif文件就是我们下载的地图文件，这个文件可以在win7之后的操作系统直接用看图软件
打开（文件小于4G）；如果是XP，需要转成JPEG格式打开（查看格式转换），tiff 文件里面包含了地图
的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用GIS工具打开，可自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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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下载不同格式的卫星地图

任务名称：下载任务的名称，可重命名

经纬度范围当前下载区域所在的经纬度范围，不可更改

保存路径：下载你选择区域的文件保存的地方，可更改

图层: 图层分为混合图和分层图，混合图就是道路信息和卫星图像混合为一个图层下载下来不能分离；
分层图是指：下载下来的卫星图像和道路图层是分开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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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说明：不是每个地图源都可以分层下载的，如果不能选中分层，表示此地图源不能分层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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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这个选项是配合【在线标注】功能，只有当界面有标注的内容时，这个选项才可以勾选。

存储选项：

        存储选项是用来设定下载完成内容的形式的：

        拼接：是指你所下载的内容自动拼接成一张整图，无论你下载多大都只有一个文件（提
示：若下载的文件超过2G，请使用标准分幅下载，不然下载下来的文件一般电脑会因为太大而打不开，导
致无法使用）

        瓦片：谷歌：是指下载下来的图像是原始的未进行拼接的，每一张瓦片大小是256*256
（像素），冒号后面的谷歌意思是保存的瓦片是以谷歌提供的二次发布API访问的目录结构存储的，是为
了以谷歌API二次发布而提供的。

        瓦片：TMS：这种方式获取的TMS瓦片文件目录,如下图所示

        所下载的瓦片从0级开始算，0级把平面地图划分为两块，每往下一级，进行四分，1级分
为8块,横轴4分，所以有4个子文件夹，纵轴2分，所以每个文件夹下有2个切片。切片以左下角为坐标原点，
每个切片的左下角坐标为该片的起始坐标。如下图所示: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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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片库：MBTiles:是一种瓦片数据库格式，相当于把每一张瓦片都储存在数据库中，
需要的时候可以取出来拼接或者生成其他任意格式的。【MBTiles】

          图片格式选择：默认为tiff格式，下载的下来的数据包含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信
息。其他格式还有jpeg,png,bmp等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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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标准分幅下载地图

 
BIGEMAP地图下载器提供了多种选择的下载方式，方便用户得到不同的应用当中：

1、矩形框选择区域下载

2、多边形选择区域下载

3、根据行政区（省市县区）域边界选择下载

4、导入外部边界文件下载（支持kml/kmz/shp格式）

5、标准分幅下载

6、指定矩形框经纬度范围下载

 

      标准分幅下载的主要目的：当我们的下载超过2G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建议用户选择标准分幅下
载，标准分幅下载的图幅，易于后期使用、管理，保存，是全世界通用的一种分幅下载方式，我们的测绘、
国土流通的地形图都是采用分幅下载、保存和使用的，同时分幅下载也死可以实现自动拼接成一整幅。

 

 

标准分幅的比例尺：

        此处的比例尺，不是影像下载的精度比例尺，而是代表每一幅图所包含区域的面积大小。
假设1：5000 表示每一幅是10平方公里，则1:10000每一幅所包含的面积为100平方公里。【实际并不是这
么大面积，此处只是举例】，在选定比例尺之后，无论你下载的级别是多少，都代表你下载的是形同面积
的范围。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3.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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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选择分幅比例尺

        一般情况下，我们选择1:10000的分幅比例尺，如下图：

第二步骤：按照标准分幅下载

        1、可以选择单幅下载

        2、可以选择多幅下载

        3、可以导出分幅框

        4、分幅后可自动拼接成一整幅、也可以任意拼接其中的某几幅

 2.1 选择单幅下载

           拖动整个屏幕，或者在标准分幅的下拉列表中输入你要找的图幅号，找到你要下
载的某一幅；然后鼠标指到那一图幅【双击左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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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具提示：再次【双击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

        如果选择的图幅不是你要下载的，可以【单击右键】，取消下载，同时回到标准分幅的
开始状态。

  2.2 选择多幅下载 

        在选择标准分幅比例尺之后，在软件的最上面工具栏选择【 】或者【多边
形】，单机左键选择 。 

        用矩形框或者多边形框来选在你要下载的图幅的范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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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具提示：再次【双击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

        如果选择的图幅不是你要下载的，可以【单击右键】，取消下载，同时回到标准分幅的
开始状态。

  2.3 导出分幅框

       选择下图中红色箭头④所指向的位置，然后保存。

 

  2.4 拼接下载的图幅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115/584

       打开下载完成的文件夹，可以看到我下载了多幅分幅图，并且每一幅的名称对应的就是该
幅的分幅号，如下图：

  

       下载安装【global mapper】GIS工具软件。（本网站的软件下载，其他软件里面有提供下
载），打开global mapper（启动中文版，在安装目录下有个一图标是中文启动）,如下图所示：

       将下载的后缀名为【tff】的文件拖到打开的global mapper软件里，可以拖入一幅，也可
以拖入多幅，软件会自动无缝拼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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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我们看出，下载后的和下载前选择的 图幅范围是一模一样的，实现了自动拼接功
能。

        同时，在下载的文件夹里面还有个后缀名为【KML】的文件，这个是分幅的【分幅框】
也一并下载下来了，我们一并拖入到global mapper里面看一看，如下图：

  然后选择工具栏的【数字化工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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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动这个工具框选所有的图幅，如下图：

       框住后，鼠标点右键，选择上图红色箭头所指，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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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上图红色的单选按钮，然后确定，在空白处双击鼠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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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下载任务

 
下载任务列表，在软件的右上角，如下图：

         鼠标指过去会显示任务列表详细信息，如下图：

        上面的任务列表显示了当前任务下载的进度，包括已经下载了3916张瓦片，总共需要下
载225225张瓦片，下载的是14级的瓦片，总进度1%

         在这个下载任务界面里面，我们可以暂停下载任务，可以删除下载任务，可以查看已
经完成的下载任务

        暂停任务

        开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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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任务

        打开任务文件夹

         鼠标左键【双击】下载任务进度条，会打开下载任务的文件夹，即下载数据保存的文
件位置。

第六步：

        下载完成后，打开下载文件的目录，如下图：

        kml文件是你所选择的下载范围的边界值

        tdb文件是保存你下载瓦片的数据库文件，为断点续传做记录

        tfw文件是下载文件的四角坐标，有些工具打开需要用到次文件

        tif文件就是我们下载的地图文件，这个文件可以在win7之后的操作系统直接用看图软件
打开（文件小于4G）；如果是XP，需要转成JPEG格式打开（查看格式转换），tiff 文件里面包含了地图
的投影信息和经纬度坐标，用GIS工具打开，可自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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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谷歌地球

    Google earth的卫星影像，并非单一数据来源，而是卫星影像与航拍的数据整合。其卫星影像部
分来自于美国DigitalGlobe公司的QuickBird（快鸟）商业卫星与EarthSat公司（美国公司，影像来源于
陆地卫星LANDSAT-7卫星居多），航拍部分的来源有BlueSky公司（英国公司，以航拍、GIS/GPS相关业务
为主）、Sanborn公司（美国公司，以GIS、地理数据、空中勘测等业务为主）、美国IKONOS及法国SPOT5。
【百度百科】

选择地图源：

投影: 地理坐标系统(经纬度)

坐标系：WGS84

有无偏移：无偏移

影像覆盖：全球9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高程（矢量）、地形图、历史影像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25米

影像清晰度：高清

描述：

    谷歌地球是目前全球提供的最权威、最全面、最清晰的卫星影像资料；她3-6个月就会更新一
次，是目前全球更新最及时的公开卫星影像资料。

      BIGEMPA支持全球影像下载，下载无大小限制、永久可以访问（即使在谷歌自己的软件不能访
问的前提下我们依然可以访问下载）

http://baike.baidu.com/view/36624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6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62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20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10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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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鸟巢

东方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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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

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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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谷歌地图

    谷歌地图是 Google 公司提供的电子地图服务，包括局部详细的卫星照片。此款服务可以提供含
有政区和交通以及商业信息的矢量地图、不同分辨率的卫星照片和可以用来显示地形和等高线地形视图。
在2014年3月5日谷歌表示印度22个城市的用户已经可以访问谷歌地图中75个在当地比较流行的室内场地地
图，包括位于古尔冈的Ambience Mall，以及德里的Select City Walk购物中心等。【百度百科】

谷歌地图分为：谷歌地图（国内下载）、谷歌地图（国外下载）

选择地图源：谷歌地图（国内下载）

投影: 墨卡托投影

坐标系：火星坐标系

有无偏移：有偏移(偏移几百米到几公里)

影像覆盖：全球9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道路、地形图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2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有谷歌自带水印，无法去掉

选择地图源：谷歌地图（国外下载）

投影: 墨卡托投影

坐标系：WGS84

有无偏移：无偏移

影像覆盖：全球9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道路、地形图

http://baike.baidu.com/view/1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1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0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0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28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81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423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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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2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有谷歌自带水印，无法去掉

描述：

    谷歌地图是除了谷歌地球以外的提供全球最全面、最清晰的卫星影像资料；每6-12个月就会
更新一次，使用谷歌地图的用户量也是其他地图无法比拟，拥有最忠实的人群。

      BIGEMPA支持全球影像下载，一次连续下载不能超过10G，否者会被封IP（谷歌公司控制），
解决办法：换一个IP继续下载；或者分次下载，中间间隔一天。下载总体无大小无限制、永久可以访问
（即使在浏览器中打不开，BIGEMAP依然可以访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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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天地图

       “天地图”是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建设的地理信息综合服务网站。它是“数字中国”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公众版。“天地图”的目的在于促进地理信息资源共享和高
效利用，提高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改进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服务方式，更好地满足国家信
息化建设的需要，为社会公众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2012年2月，资源三号测绘卫星为天地图提供了第
一幅国外影像数据。2013年6月18日，天地图的2013版本正式上线，整体服务性能比此前版本提升4至5倍。
新版天地图还开通了英文频道、综合信息服务频道和三维城市服务频道，并更新了手机地图。【百度百科】

选择地图源：

投影: 地理坐标系统(经纬度)

坐标系：WGS84

有无偏移：无偏移

影像覆盖：中国主要城市、部分农村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高程（矢量）、地形图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普通

投影: 墨卡托投影

坐标系：WGS84

有无偏移：无偏移

影像覆盖：中国主要城市、部分农村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高程（矢量）、地形图

下载级别：1-19级

http://baike.baidu.com/view/73201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590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10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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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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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百度地图

    百度地图是百度提供的一项网络地图搜索服务，覆盖了国内近400个城市、数千个区县。在百度地
图里，用户可以查询街道、商场、楼盘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找到离您最近的所有餐馆、学校、银行、公园
等等。2010年8月26日，在使用百度地图服务时，除普通的电子地图功能之外，新增加了三维地图按钮。
【百度百科】

选择地图源：

投影: 墨卡托

坐标系：百度投影（火星坐标系二次加偏）

有无偏移：有偏移（偏移几公里到几十公里）

影像覆盖：国内主要城市(一、二线城市)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电子地图、三维地图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2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

描述：

    百度地图是国内使用比多的，提供了二次开发接口，方便国内其他网站调用，但是由于其偏
移2次，使得深度使用较为困难，坐标往往偏移较大，无法和实际测量的经纬度对准。

      BIGEMPA支持百度影像下载、电子地图下载，下载无大小限制、永久可以访问。

 

http://baike.baidu.com/view/302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3533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1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57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61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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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高德地图

    高德是中国领先的数字地图内容、导航和位置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2010年登陆美国纳斯达
克全球精选市场（NasdaqAMAP）。高德拥有导航电子地图甲级测绘资质、测绘航空摄影甲级资质和互联网
地图服务甲级测绘资质“三甲”资质，其优质的电子地图数据库成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百度百科】

选择地图源：

投影: 墨卡托

坐标系：火星坐标系

有无偏移：有偏移

影像覆盖：国内4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电子地图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

http://baike.baidu.com/view/703373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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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天地图地方高清

     

       “天地图”是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建设的地理信息综合服务网站。它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的公众版。“天地图”的目的在于促进地理信息资源共享和高效利用，提
高测绘地理信息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改进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服务方式，更好地满足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需要，
为社会公众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

      天地图除了国家测绘局提供了发布，各个省市的地方测绘局也进行了各自的发布，并且卫星图像
资料更加清晰，更新更快，比如，浙江省下面的几乎每一个是都有自己的高清晰天地图发布网站，如：天地图
杭州。

      如何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否有高清晰的天地图地方
版？

     步骤如下：

     第一步：打开百度：www.baidu.com

        第二步：在百度中输入：天地图（你要找的省份或者
城市），如下图：

      一般搜索出来的第一个位置就是，然后我们点进去
打开网站，可以看看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高清晰的天地图卫星图
像数据。

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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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是否需要我们提供你所要区域的下载，自
动拼接。

      第四步：如果需要我们帮助，联系我们，我们将为
你量身定制开发出来，如下图：

    

                 
联系方式：

QQ：384720499

电话：400-028-7262  （028）6547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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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搜狗地图

    搜狗地图作为中国电子地图服务市场的领导者，是国内最早的面向公众服务的地图网站，数据覆
盖全国近400个城市3000个区县，数千万poi信息点，提供全国的驾车路线导航，以及130个城市的公交换
乘服务，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地图查询服务平台。搜狗地图除了搜索、公交、自驾导航等地图的基本功能之
外，另外还有多功能商店、路书、卫星图、手机地图等其他特色应用，全方位地满足了人们随时随地掌握
出行生活的需要。【百度百科】

选择地图源：

投影: 墨卡托

坐标系：火星坐标系

有无偏移：有偏移

影像覆盖：国内6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电子地图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

 

 

http://baike.baidu.com/view/249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6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948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655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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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搜搜地图(腾讯)

   

腾讯地图，前称SOSO地图。这是由腾讯公司推出的一种互联网地图服务。用户可以从地图中看到普通的矩
形地图、卫星地图和街景地图以及室内景(详见下面)。用户可以使用地图查询银行、医院、宾馆、公园等
地理位置，有助用户的平时生活出行所需。

通过腾讯地图的街景，用户可以实现网上虚拟旅游，也可以在前往某地之前了解该地点的周边环境，从而
更容易找到目的地。同时，街景地图亦可为购租房屋提供参考信息。【百度百科】

 

选择地图源：

投影: 墨卡托投影

坐标系：火星坐标系

有无偏移：有偏移(偏移几百米到几公里)

影像覆盖：国内主要城市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道路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

 

http://baike.baidu.com/view/7186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862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16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252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116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235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42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011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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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阿里云地图

    阿里云地图是阿里云提供的一项网络地图搜索服务，覆盖全国。在阿里云地图里，用户可以直接
查询街道、行政区划、县市区的地理位置，也可以使用分类搜索找到离您最近的所有餐馆、咖啡馆、超市、
加油站等等。【百度百科】

选择地图源：

投影: 墨卡托

坐标系：火星坐标系

有无偏移：有偏移

影像覆盖：国内3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电子地图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87182/2871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497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63334.htm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136/584

地图源之超图地图

   

选择地图源：

投影: 魔卡托

坐标系：WGS84

有无偏移：有偏移

影像覆盖：全球9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电子地图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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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必应地图

    微软“必应地图”（以前又名 Live Search地图）在美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成熟网络服务，有鸟
瞰地图，三维地图等眩目多彩的服务。【百度百科】

选择地图源：

投影: 墨卡托

坐标系：WGS84

有无偏移：无偏移

影像覆盖：全球6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电子地图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

 

http://baike.baidu.com/view/62686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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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ArcGIS Online

    ArcGIS Online包含了全球范围内的底图、地图数据、应用程序，以及可配置的应用模板和开发人
员使用的 GIS 工具和 API，可用于创建 Web 地图、发布GIS服务、共享地图、数据和应用程序，以及管
理组织的内容和多个用户。【百度百科】

选择地图源：

投影: 墨卡托

坐标系：WGS84

有无偏移：无偏移

影像覆盖：全球2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电子地图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

 

http://baike.baidu.com/view/89101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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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Open Cycle

   

选择地图源：

投影:墨卡托

坐标系：WGS84

有无偏移：无偏移

影像覆盖：全球9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地形图、登高线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等高线地形图（栅格图像）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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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源之Open Street

   OpenStreetMap（简称OSM）是一个网上地图协作计划，目标是创造一个内容自由且能让所有人编辑
的世界地图。这个地图和百度百科，维基百科一样是全民地图。【百度百科】

选择地图源：

投影: 墨卡托

坐标系：WGS84

有无偏移：无偏移

影像覆盖：全球20%以上地区

地图类型：卫星影像、街道、地形图、电子地图等等很多格式

下载级别：1-19级

影像精度：0.5米

影像清晰度：一般

 

http://baike.baidu.com/view/34935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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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图图例

地质图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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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143/584

下载高程等高线数据
BIGEMAP下载等高线(高程)使用教程

 
同步视频教程：http://www.le.com/ptv/vplay/27394629.html?ch=qqllq

专题地图制作视频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vlbep4l.html#vfrm=16-1-1-1

视频教程：如何选择中央子午线或者分度带

BIGEMAP高程数据主要特点：

覆盖全球
(任意范围下载) 精度准确 等高线细腻效果好

高程矢量数据可编辑 支持AutoCAD/南方CASS
（DXF、DWG、DAT）

支持三维(STL)
(二维/三维多段线)

支持多格式转换
(kml/kmz/shp/dxf/txt等)

支持投影转
换(Xi'an80,Beijing54,WGS84,CGCS2000) 支持公里网格

 

案例   等高线完美套合卫星影像教程
          高程点数据转成南方CASS的DAT格式(教
程)
               DEM(高程)的应用（坡度坡向、提等高线、
可视性分析、地形剖面）
               DEM应用之-水文分析

               Arcgis下DEM水分分析（二）

矢量道路路网、水系如何下载？
第一步：需要的工具

      1. BIGEMPA地图下载器（全能版已授权）  下载地
址：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2. Global Mapper 14.     下载地址：Global Mapper 14.1汉化版.rar

测试数据下载

http://www.le.com/ptv/vplay/27394629.html?ch=qqllq
http://www.iqiyi.com/w_19rvlbep4l.html#vfrm=16-1-1-1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7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9.html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download.bigemap.com/testDEM.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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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骤：通过BIGEMAP下载高程数据

       1. 启动BIGEMAP地图下载器软件，查看左上角是否显示【已授权：所有地图】，如果没有
该显示，请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如下图所示：

       2. 选择左上角属性选项，选择【高程】，如下图：

   

    3. 选在你要的区域，双击下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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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选择下载的级别，建议尽量下载16级的，16级为最好级别。如果16级不能勾选，请选择下
载小一点的范围，高程为矢量数据，超过20M大小，一般电脑都很难处理生成的等高线。下载之后的数据
为tiff格式，实际为dem高程数据。

      6. 启动安装好的Global Mapper软件，启动中文版在安装好的目录下有个chs或则chinese
的启动图标，如下图所示：

    7. 将下载好的高程数据（下载目录下的后缀为tiff格式）拖入到global mapper中，如下
图所示：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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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生成等高线，在global mapper中选择【分析】->【生成等高线】，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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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往下，等高距可以任意设置，一般情况我们设置为10，即10米等高线，设置登高线越小，对
电脑的配置要求越高，生成的时间也越长。

     点确定后，要等一会，电脑越差的时间越长。完了后你看到的是一团颜色，把他放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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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生成3D地形效果：选择【工具】->【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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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去掉背景，只留下等高线：选择【工具】->【控制中心】，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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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中，把你不需要显示的图层勾去掉即可。

    9. 等高线如何做投影转换(生成xi'an80，Beijing54)

       高程数据下载的默认坐标系是WGS84坐标系，由于在我国的GIS应用中经常会用
到xi'an80，Beijing54坐标系，因此，特别讲出如何对投影进行相应的转换。

     选择：【工具】->【设置】，选择里面的【投影】，如下图所示：

     

    由于xi'an80或者beijing54都是国家保密坐标系，在各地的测绘局或者国土部门都保留着转换用
的7参数或者3参数，由于我们不能提供参数，因此选择通过分度带来转换投影，分度带分为3度带和6度带，
均可以实现转换。【如何选择分度带】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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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①中是选择分度带，可选在3度带： ；也可以选择6度

带： ；  

   上图②中是选择要转换区域的对应分度带的带号，如下图：

      如何选择分度带的代号？   

    上图③是选择要转换的目标投影，可以选xi'an80 ;

也可以选择beijing54 ；

     选择好以上步骤之后，点击确定，完成投影转换，这时候看到的，或则要输出保存的
都是你的投影变换之后的坐标系了。

 

    10 .  网格显示，由于下载的高程数据默认的是经纬度坐标，网格需要将投影转成xi'an80或
者beijing54以大地坐标系的方式来显示网格【投影转换】；如果要用WGS84，则直接选择UTM，在选择对
应的【分度带】；即变成XY坐标，单位为米。选择：【工具】->【设置】，选择里面的投影，选择
【UTM】，如下图所示：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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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确定】，然后在选择【工具】-》【设置】-【一般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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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目前投影网格”，并在“网格间距”中选择“定制”“1000”的地面单位。这代表图上一方格长
宽皆是1000米（由于地球的不规则形状，UTM方格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正方形，只是近似正方形，但不影响使用，
它的优点是非常方便估算两点间的距离和定位，不需要借助比例尺进行计算），你也可以选择用坐标网格，那
么他标的就是坐标了。这样，也可以很快地知道现在看的是哪里，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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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设置显示比例尺：选择【视图】-》【按比例缩放】，输入10000（即表示按照1：10000 的比例
尺显示）如下图：

    如下图显示为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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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此比例尺的图像用作打印：选择【文件】-》【输出】-》【输出光栅/图像格式】，选择你要的
格式，点击【确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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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选红色框选地方，保存即是按照设定的比例尺保存的大小。

    12.  导出CAD格式矢量等高线 DXF格式、DWG 格式  

     选择【文件】à【输出】à【输出矢量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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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DXF 或者 DWG 格式（二维多段线 / 三维多段线）；   点【确定】。

     还可以输出：kml、kmz、shp、stl等等常见的格式

     同时， 选择【文件】à【输出】里面还有很多格式，包括dem,txt高程点，stl等等。

     如何按照指定区域裁剪高程数据？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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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进行以上测试，可联系客服人员索要数据（任意地方）

》》下一篇：矢量道路路网、水系如何下载？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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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置等高线坐标系并输出

投影设置及数据导出
       矢量等高线生成完成后（详细生成过程参加上一章节：矢量等高线生成）,我们就能够设置
投影和导出等高线数据。

投影设置
       我们生成等高线默认的坐标是WGS84地理坐标系，我们可以通过标题栏->工具->设置->投影
来设置我们想要目标投影系。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为将投影设置成平面wgs84坐标系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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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所示将投影设置成3度带，XIAN80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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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经纬度网格
       可以指定经纬度网格，可以通过标题栏->工具->设置->一般设置来设置我们想要目标投影
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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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显示比例
       可以通过标题栏->视图->按比例缩放来设置显示比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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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线格式导出
生成等高线和设置好投影后，我们可以把矢量的等高线输出成shp、dwg、dxf【Auto Cad】格式。如

下图所示。

通过控制中心只保留等高线图层显示，隐藏其他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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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菜单栏->文件->输出->输出矢量格式可以选择输出格式和指定输出范围，如下图所示。
可以选择生成shp、dwg、dxf【Auto Cad】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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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下图所示为选择需要输出的等高线范围。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169/584

矢量等高线和影像插入CAD
实例内容：将前面章节的地理wgs84影像和等高线转换成平面wgs84坐标系,并将矢量等高线插入

到auto cad 2008。

生成矢量等高线，并且设置投影成wgs84平面投影

参加前面教程，生成矢量等高线，并且将等高线设置从wgs84平面投影，在Global Mapper 14.0中，
选择工具栏->工具->设置->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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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投影为UTM,基准面设置成WGS84,地区系统是自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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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地区是系统自动识别的，我们一定要记录好这个地区号，后面转换影像投影的时候要用到
这个数据，此处的地区号为48.

设置完成后导出DWG矢量格式的等高线数据。

wgs84地理投影影像转换成wgs84平面投影

使用BIGEMAP全能版，使用投影转换工具将wgs84地理投影影像转换成wgs84平面投影，如下图所示：

详细可参见投影转换章节

http://123.56.133.43/Home/Help/one/id/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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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转换时，选择源文件、指定输出文件和目标投影。注意：目标投影选择“更多…“。

弹出对话框 选择投影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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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中我们知道，投影的地区号为48，现在我们选择wgs84/UTM zoom 48N。

转换完成，打开转换后的目录我们发现多生成了3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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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后UTM影像文件

      转换后坐标信息

将矢量等高线和影像插入auto cad 2008

打开auto cad 2008打开等高线矢量dwg。

再通过菜单栏插入->光栅图像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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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文件 ，可以看到如下信息。

将左下角X,填入到CAD插入点X, 将左下角Y,填入到CAD插入点Y,将实际宽度填到CAD缩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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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点击确定按钮即完成矢量等高线和影像文件的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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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高程数据(等高线)转换成xi'an80或者beijing54坐标系

 
       高程数据下载的默认坐标系是WGS84坐标系，由于在我国的GIS应用中经常会用
到xi'an80，Beijing54坐标系，因此，特别讲出如何对投影进行相应的转换。
     选择：【工具】->【设置】，选择里面的【投影】，如下图所示：

     
    由于xi'an80或者beijing54都是国家保密坐标系，在各地的测绘局或者国土部门都保留着转
换用的7参数或者3参数，由于我们不能提供参数，因此选择通过分度带来转换投影，分度带分为3
度带和6度带，均可以实现转换。【如何选择分度带】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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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①中是选择分度带，可选在3度带： ；也可以选择6度

带： ；  
   上图②中是选择要转换区域的对应分度带的带号，如下图：

      如何选择分度带的代号？   

    上图③是选择要转换的目标投影，可以选xi'an80 ;也可以

选择beijing54 ；
     选择好以上步骤之后，点击确定，完成投影转换，这时候看到的，或则要输出保存的都是
你的投影变换之后的坐标系了。
    10.  导出CAD格式矢量等高线 DXF格式、DWG 格式  

     选择【文件】à【输出】à【输出矢量格式】，如下图: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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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DXF 或者 DWG 格式；   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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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等高线叠加到卫星图像上(应用到AutoCAD)

 
同步视频教程：等高线在AutoCAD中叠加卫星图像

工具准备
AutoCAD2008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bnhpWth （最好是2008版本以上的）

AutoCAD2014（64位）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o6pItVs

BIGEMAP地图下载器：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Global Mapper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tool/id/4.html

第一步  影像下载/高程数据下载
影像须使用BIGEMAP地图下载器中Google Earth无偏移影像，并具有无Google小水印、免封IP、影像

更新更快等特点。

        首先在图源列表中选中Google Earth图源，只有此图源可实现高清卫星图像下载和高程
等高线下载。在此通过矩形区域选择下载边界（如图 1所示），以下载重庆的某块区域为例加以演示：

   下载卫星图像

   选定一个区域，下载卫星图像，如下图：

   

注意：红色箭头的地方。

http://www.iqiyi.com/w_19ruasijqd.html#vfrm=8-8-0-1
http://www.iqiyi.com/w_19ruasijqd.html#vfrm=8-8-0-1
http://www.iqiyi.com/w_19ruasijqd.html#vfrm=8-8-0-1
http://pan.baidu.com/s/1bnhpWth
http://pan.baidu.com/s/1o6pItVs
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tool/id/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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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高程数据

   同一个矩形区域，再次双击，选择高程，选择级别，开始下载，如下图：

  第二步：投影变换

   由于AutoCAD不支持经纬度坐标，需要用到大地坐标，所以需要将下载的卫星图像和高程数据转换
成Xi'AN80坐标系或者Beijing54坐标系。

   本实例已转Xi'an80坐标系为例说明。

   2.1 将卫星图像转化成Xi'an80坐标系

    如何将下载的卫星图像转换成西安80坐标？

   2.2 将高程数据转换成Xi'an80坐标系

    如何转换等高线到西安80坐标系?

 第三步：将等高线和卫星图像在CAD中打开叠加

   3.1 先打开等高线

     在等高线转换成西安80之后，保存成为了DXF格式，双击DXF格式的等高线，会自动启动CAD打开
等高线，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4.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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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插入卫星图像

  在2.1中转换成西安80坐标系的过程中，转换完成后的目录里会有一个与你保存转换后卫星图像文件同
名的TXT文件，如本例中的下图：

  打开这个TXT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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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刚才打开等高线的AutoCAD界面：

  选择工具栏里面的【插入】->【光栅图像参照】，如下图：

 打开如下界面，选择转换成西安80的卫星图像，如下图：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185/584

   点击【打开】，出现如下界面：

   上图中需要填写① 和 ② 的参数，把方框□中的勾去掉，下面的参数才可以填写，这个参数来自刚
开打开的TXT文件，填写如下：

    ① 

    X(X):填写TXT文件中的【左下角X】后面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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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Y):填写TXT文件中的【左下角Y】后面的数字

    Z(Z):不用填，默认

    ② 

    缩放比例:填写TXT文件中的【实际宽度】后面的数字

    填写完成后的效果如下图：

   点击上图中的【确定】，如下图所示:

  

  选择工具栏的【工具】->【绘图次序】->【后置】，框选整个图像区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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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动鼠标可放大缩小，如下图：

  套合成功，很完美的效果，可储存为你想要的结果。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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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高程DEM建立三维地图模型（Arcgis ArcScene）

 
 

同步视频教程(一)：http://www.iqiyi.com/w_19ruc41go1.html

（二）：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相关教程：3DMAX三维制作地形图教程

工具准备

     1、BIGEMAP地图下载器

     2、ARCGIS10.2

      3、global mapper 

   ARCGIS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Global mepper 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资料准备

      下载你需要 区域的DEM数据和 卫星影像数据。

http://www.iqiyi.com/w_19ruc41go1.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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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须使用BIGEMAP地图下载器中Google Earth无偏移影像，并具有无Google小水印、免封IP、影像
更新更快等特点。

        首先在图源列表中选中Google Earth图源，只有此图源可实现高清卫星图像下载和高程
等高线下载。在此通过矩形区域选择下载边界（当然你也可以选折对应的 行政区域下载或者多边形框下
载）（如图 1所示），以下载重庆的某块区域为例加以演示：

   下载卫星图像

   选定一个区域，下载卫星图像，如下图：

   

注意：红色箭头的地方。

   下载高程数据

   同一个矩形区域，再次双击，选择高程，选择级别，开始下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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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下载的高程和卫星图像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对应级别，不需要两个的级别都选择一样，建议：
高程下载16级或者17级，卫星图像级别越高，生成的三维越清晰，越详细。）

    下载完成之后,由于是经纬度坐标信息的需要转成大地坐标系的，方便高程海拔高度显示。本案例
以转换成UTM(WGS84)为例子。转换步骤如下图：

  

  点击【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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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投影】，在投影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UTM】，其他默认不变，点击【确定】，之后保存为DEM，
如下图：

 选择【输出海拔网格格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M】，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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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程的预处理已经完成，同意的方式将卫星图像也处理成UTM投影方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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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打开ARC SCENE ,打开ARC SCENE过后，打开转换后的卫星影像，打开过后步骤如图：

  点击箭头所指的【+】号，首先添加刚才转成UTM投影的卫星图像，打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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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鼠标指到左边打开的卫星图像的文件名，点击【右键】，弹出属性框，选择【属性】，如下图：

  在上图中，选择红色【1】箭头指向，打开刚才转换之后的DEM高程数据，然后【添加】，然后【确
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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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三维已经生成好了，三维的图像效果清晰度和你下载的卫星图像级别有关系，高程级别越高，
三维轮廓越精细，卫星图像级别越高，三维效果越清晰，另外属性框里面还可以设置海拔高度的缩放比例
系数，以及精细化的程度，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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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对话框红色框选处设置高程的缩放比例，例如设置为2，则高程放大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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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中的红色框选处，设置三维的渲染效果，计算机允许的情况下，可设置为最高。

     增加三维底座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如需进行以上测试，可联系客服人员索要数据（任意地方）

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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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按照指定边界(范围)裁剪高程区域

 

 1、需要的工具

      1. BIGEMPA地图下载器（全能版已授权）  下载地
址：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2. Global Mapper 14.     下载地址：Global Mapper 14.1汉化版.rar

 2、下载你需要范围的高程，选着下载区域双击下载，如下图所示:

 3、导出你所下载范围的边界,保存为kml文件，如下图所示：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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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下载好的高程和边界kml都拖到Global Mapper软件里面，如下图所示：

 5、选择Global Mapper工具栏栏中的数字化工具，然后点击要裁剪的边界区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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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裁剪并保存你选中的区域，如下图：

 选中保存格式为【DEM】，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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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确定】，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导出边界】，选择下图红色矩形框中的选项，点击【确定】保
存。

 7、打开保存的DEM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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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此，按照边界裁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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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导出含高程值的标注点（线路高程提取）

 
 在标注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需要导出的点信息里面包含高程值。

第一步：打开BIGEMAP软件，选在地图源【谷歌地球】，点击右上角【编辑】按钮，会出来标绘的图层管理
(左边)和标绘的工具条(上面)。

第二步：拖动地图找到我们需要在地图上标绘的位置，通过滚动鼠标放大地图，直到软件右下角有显示海
拔高程，如下图：

第三步：开始标绘你需要的点，在标绘的过程中，注意点上去的时候，只要鼠标点下去，同时右下角的海
拔显示不为空，则表示导出的时候点是含有高程值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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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导出含高程值的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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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导出任意一条线的高程值：如下图：

首先，和拾取点的高程一样，在屏幕上画一条线，确保当前屏幕右下角有显示海拔高度：

然后，鼠标指着图层管理里面的线文件点【右键】，如下图：

然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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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保存路径，勾选间隔提取，设置线条高程提取的间距。

保存好之后，打开提取的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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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绘点线导出含高程值的数据（拾取高程值）

 
 在标注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需要导出的点信息里面包含高程值。

第一步：打开BIGEMAP软件，选在地图源【谷歌地球】，点击右上角【编辑】按钮，会出来标绘的图层管理
(左边)和标绘的工具条(上面)。

第二步：拖动地图找到我们需要在地图上标绘的位置，通过滚动鼠标放大地图，直到软件右下角有显示海
拔高程，如下图：

第三步：开始标绘你需要的点，在标绘的过程中，注意点上去的时候，只要鼠标点下去，同时右下角的海
拔显示不为空，则表示导出的时候点是含有高程值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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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导出含高程值的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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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导出任意一条线的高程值：如下图：

首先，和拾取点的高程一样，在屏幕上画一条线，确保当前屏幕右下角有显示海拔高度：

然后，鼠标指着图层管理里面的线文件点【右键】，如下图：

然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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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保存路径，勾选间隔提取，设置线条高程提取的间距。

保存好之后，打开提取的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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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高程和绝对高程之间的转换

 
  由于我们国家使用的是黄海高程体系，所以很多设计单位从政府拿到的高程数据或者等高线都是基于
黄海高程基准面的。

  默认从BIGEMAP地图下载下载的高程是绝对高程，为了满足黄海高程体系，需要修改下载高程数据的基
准面，修改后与黄海高程保持一致。

  打开工具，在BIGEMAP软件最上面【工具箱】，打开工具箱里面的【高程重构】如下图所示：

  在源文件后面选择通过BIGEMAP下载好的文件高程文件，文件后缀名为TIFF的文件，然后选择输出文件，
输入你要另存为的名字。

  调整海拔基准面，这里需要找到一个参考点【通过同一地点海拔高度来计算出，基准面是要调高还是
调低】，填入要调整的数值，然后点击【确定】。

  这样就对我们下载的高程的海拔进行了高程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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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教程之DEM(高程)的应用（坡度坡向、提等高线）

 

相关教程：

          DEM水文分析（一）

          Arcgis下DEM水文分析（二）
       DEM的应用包括：坡度：Slope、坡向：Aspect、提取等高线、算地形表面的阴影图、可视
性分析、地形剖面、水文分析等，其中涉及的知识点有：

     a)掌握根据DEM 计算坡度、坡向的方法。
     b)理解基于DEM数据进行水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c)利用ArcGIS的提供的水文分析工具进行水文分析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第一步：需要的工具

      1. BIGEMPA地图下载器（全能版已授权）  下载地
址：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2. Global Mapper 14.     下载地址：Global Mapper 14.1汉化版.rar

      3. ARCGIS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第二步骤：通过BIGEMAP下载高程数据

       1. 启动BIGEMAP地图下载器软件，查看左上角是否显示【已授权：所有地图】，如果没有
该显示，请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如下图所示：

       2. 选择左上角属性选项，选择【高程】，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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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在你要的区域，双击下载，如下图所示：

      4. 选择下载的级别，建议尽量下载16级的，16级为最好级别。如果16级不能勾选，请选择下
载小一点的范围，高程为矢量数据，超过20M大小，一般电脑都很难处理生成的等高线。下载之后的数据
为tiff格式，实际为dem高程数据。

      6. 启动安装好的Global Mapper软件，启动中文版在安装好的目录下有个chs或则chinese
的启动图标，如下图所示：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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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将下载好的高程数据（下载目录下的后缀为tiff格式）拖入到global mapper中，如下
图所示：

  修改下载的高程数据的投影为【UTM】

 在Global mapper中选择：工具->设置，弹出对话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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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另存为【DEM】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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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M】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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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确定】，保存。

   DEM应用之坡度：Slope

   打开ArcMap软件，选择添加按钮，将刚才保存的DEM文件打开，如下图：

 

    

     在ArcMap中，需要打开【扩展模块】功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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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所有选项，如下图：

      点击【关闭】。

     2) 在【ArcToolbox】中，执行命令[3D Analyst工具]——[栅格表面]——[坡度]， 如下图所
示，指定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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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后，得到坡度栅格Slope_tingri1：坡度栅格中，栅格单元的值在[0 -82] 度间变化，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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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点击图层[Slope_TinGrid]，执行[属性命令]，设置图层[符号系统]，重新调整坡度分级。将类别调整
为5，点[分类]按钮，用手动分级法，将中断值调整为：8，15，25，35，90。

 确定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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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计算剖面曲率】

    在【ArcToolbox】中，执行命令[3D Analyst工具]——[栅格表面]————[坡度]。按如下所示，指定

各参数。得到剖面曲率栅格：[Slope _Slope]，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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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应用之坡向：Aspect
    打开【ArcToolbox】，执行命令[3D Analyst工具]——[栅格表面]——[坡向]，按下图所示，指
定各参数：

执行结果为（得到坡向栅格：[Aspect_t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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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计算平面曲率】：

在【ArcToolbox】中，执行命令[3D Analyst工具]——>[栅格表面]——>[坡度]，按下图所示，指定各参数，

按下图所示指定各参数：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226/584

执行后生成平面曲率栅格[Slope_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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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应用之提取等高线

 加载DEM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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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ArcToolbox】中，执行命令[3DAnalyst工具]——>[栅格表面]——>[等值线]，按下图所示指定各参
数：

执行后生成等高线矢量图层：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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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应用之计算地形表面的阴影图

 在【ArcToolbox】工具箱中，执行命令[3D Analyst工具]——>[栅格表面]——> [山体阴影]，按下图所示
指定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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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后生成地表阴影栅格，如下图：

下面进行【DEM渲染】：

关闭除[tingrid] 和 [Hillsha_ting]以外所有图层的显示，并将[tingrid ] 置于[Hillsha_ting] 之上，右键

点击[tingrid] ，在出现的右键菜单中执行[属性]，在[图层属性]对话框中，参照下图所示设置[符号系统]选

项页中颜色。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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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具栏空白处右键，打开工具栏[效果]，如下图所示，设置栅格图层[tingrid]的透明度为：[45%]左右，
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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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应用之可视性分析

（一）【通视性分析】

数据使用上一步骤的结果！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进行。

打开[3D Analyst] 工具栏，从工具栏选择[创建通视线](Line of sight)工具，如图：

    在出现的[通视分析]对话框中输入[观察者偏移量] 和 [目标偏移量], 即距地面的距离，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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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图显示区中从某点[A]沿不同方向绘制多条直线，可以得到观察点[A]到不同目标点的通视性：

（二）【可视区分析：移动发射基站信号覆盖分析】

 

(1)在上一步基础上进行，在内容列表区[TOC]中关闭除[tingrid]之外的所有图层，加载移动基站数据－矢量图

层：[移动基站.shp]

（数据后边会提高给大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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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ArcToolbox】中，执行命令[3D Analyst工具]——>[栅格表面]——>[视域]，按下图所示指定各
参数：

(其中绿色表示现有发射基站信号已覆盖的区域，淡红色表示，无法接收到手机信号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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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应用之地形剖面

本步骤同样是在上一步骤的结果下进行的：

在上一步基础上进行，打开[3D Analyst]工具栏，点击[线插值]工具，跟踪一条线段，这条线段可以

从DEM:[TINGRID] 中得到高程值

点击[剖面图 ] 按钮，得到上一步所生成的3D线段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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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进行以上测试，可向客服任意索要数据（任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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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教程之DEM应用——水文分析

 

 

相关教程：

          DEM之坡度坡向分析

          Arcgis下DEM水文分析（二） 

第一步：需要的工具

      1. BIGEMPA地图下载器（全能版已授权）  下载地
址：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2. Global Mapper 14.     下载地址：Global Mapper 14.1汉化版.rar

      3. ARCGIS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第二步骤：通过BIGEMAP下载高程数据

       1. 启动BIGEMAP地图下载器软件，查看左上角是否显示【已授权：所有地图】，如果没有
该显示，请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如下图所示：

       2. 选择左上角属性选项，选择【高程】，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5.html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240/584

   

    3. 选在你要的区域，双击下载，如下图所示：

      4. 选择下载的级别，建议尽量下载16级的，16级为最好级别。如果16级不能勾选，请选择下
载小一点的范围，高程为矢量数据，超过20M大小，一般电脑都很难处理生成的等高线。下载之后的数据
为tiff格式，实际为dem高程数据。

      6. 启动安装好的Global Mapper软件，启动中文版在安装好的目录下有个chs或则chinese
的启动图标，如下图所示：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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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将下载好的高程数据（下载目录下的后缀为tiff格式）拖入到global mapper中，如下
图所示：

       然后另存为【DEM】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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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M】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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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确定】，保存。

    在ArcMap中加载 DEM数据，右击DEM图层，点击缩放至图层，显示全部。

      在ArcMap中，需要打开【扩展模块】功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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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所有选项，如下图：

      点击【关闭】。

      然后，在【ArcToolbox】中执行命令[SpatialAnalyst工具]——>[水文分析]——> [填洼]，按
下图所示指定各参数，其中Z限制——填充阈值，当设置一个值后，在洼地填充过程中，那些洼地深度大于阈值
的地方将作为真实地形保留，不予填充；系统默认情况是不设阈值，也就是所有的洼地区域都将被填平。之后
点击确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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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上图中的“Output surface raster”点击的时候，不要用默认目录，自己新建一
个目录，然后命名保存的文件,以后每一步的保存文件都保存在这里面)。 

 确定后执行结果得到无洼地的DEM数据[Fill_dem1]

(2)关键步骤：流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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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进行，在【ArcToolbox】中，执行命令[SpatialAnalyst工具]——>[水文分析]——>[流向]，

按下图所示指定各参数：

    确定后执行完成后得到流向栅格[Flowdir_fill1]，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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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流向就满足D8算法，分别是1、2、4、8、16、32、64、128

(3)计算流水累积量

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进行，在【ArcToolbox】中，执行命令[SpatialAnalyst工具]——>[水文分析]——>[流量]，

按下图所示指定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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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后执行完成得到流水累积量栅格[flowacc_flow1]，如图：

(4)提取河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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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取河流网络栅格。

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进行，打开【Arctoolbox】，运行工具[Spatial Analyst 工具]——>[地图代数]——>[栅格

计算器]，在[地图代数表达式]中输入公式：Con(Flow Accumulation1>800,1)，（这里的Flow Accumulation1

要以上一步得到的文件名为准,注意是Con,不是con,大写第一个字母，不然出错）如图： 

 注意：设定阈值(800)。不同级别的沟谷对应不同的阈值，不同区域相同级别的沟谷对应的阈值也是不
同。实际工作中设定阈值应通过不断实验、结合土壤植被等资料辅助检验方法确定。 可设置任意数字。

    [输出栅格]指定为:StreamNet保存路径和文件名任意）

执行后，结果为（关闭除[Streamnet]之外的其它图层）：

结果说明：通过此操作将流水累积量栅格[Flow Accumulation1]中栅格单元值（流水累积量）大于800的栅格赋

值为1，从而得到河流网络栅格[Strea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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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提取河流网络矢量数据。

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进行，打开【Arctoolbox】工具箱，运行工具[SpatialAnalyst 工具]——>[水文分

析]——>[栅格河网矢量化]，按下图设置参数：

后得到河流网络矢量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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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平滑处理河流网络。

打开[编辑器]工具栏，执行工具栏中的命令[编辑器]——>[开始编辑]，确保目标图层为河流网络图

层[StreamT_StreamN1],通过打开[StreamT_StreamN1]属性表，并选择属性表的所有行选择图

层[StreamT_StreamN1]中的所有要素，也可以通过[要素选择按钮]选择图层中所有要素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252/584

执行[编辑器]工具栏中的命令[编辑器]——>[更多的编辑工具]——>[高级编辑]打开工具条：[高级编辑]，点

击其上的[平滑]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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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滑]处理对话框中输入参数[允许最大偏移]为4，得到平滑后的河流网络矢量图层，执行命

令: [编辑器]——>[停止编辑]，保存所做修改。（然后，比较平滑处理后的数据与没有进行处理过的数据）

最后，进行流域分析。

在上一步的基础上进行，打开【Arctoolbox】，运行工具[Spatial Analyst工具]——>[水文分析]——>[盆域

分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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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打开【Arctoolbox】中，打开[空间分析]工具栏，执行命令:[转换工具]——>[由栅格转出]——>[栅格
转面]，将流域栅格转换成为矢量图层。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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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进行以上测试，可向客服任意索要数据（任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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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下DEM数据进行水文分析（二）

 

 

相关应用：

               DEM水文分析（一）

          DEM之坡度坡向分析
第一步：需要的工具

      1. BIGEMPA地图下载器（全能版已授权）  下载地
址：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2. Global Mapper 14.     下载地址：Global Mapper 14.1汉化版.rar

      3. ARCGIS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第二步骤：通过BIGEMAP下载高程数据

       1. 启动BIGEMAP地图下载器软件，查看左上角是否显示【已授权：所有地图】，如果没有
该显示，请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如下图所示：

       2. 选择左上角属性选项，选择【高程】，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6.html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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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在你要的区域，双击下载，如下图所示：

      4. 选择下载的级别，建议尽量下载16级的，16级为最好级别。如果16级不能勾选，请选择下
载小一点的范围，高程为矢量数据，超过20M大小，一般电脑都很难处理生成的等高线。下载之后的数据
为tiff格式，实际为dem高程数据。

      6. 启动安装好的Global Mapper软件，启动中文版在安装好的目录下有个chs或则chinese
的启动图标，如下图所示：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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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将下载好的高程数据（下载目录下的后缀为tiff格式）拖入到global mapper中，如下
图所示：

       然后另存为【DEM】格式，如下图：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261/58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M】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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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确定】，保存。

   打开ArcMap软件，在ArcMap中，需要打开【扩展模块】功能，如下图：

     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所有选项，如下图：

      点击【关闭】。

      打开【ArcToolbox】，在其中找到对应如下的水分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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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域分析（Basin）：创建描绘所有流域盆地的栅格。

填洼（Fill）：通过填充表面栅格中的汇来移除数据中的小缺陷。

流量（Flow Accumulation）：创建每个像元累积流量的栅格。可选择性应用权重系数。

流向（Flow Direction）：创建从每个像元到其最陡下坡相邻点的流向的栅格。

水流长度（Flow length）：计算沿每个像元的流路径的上游（或下游）距离或加权距离。

汇（Sink）：创建识别所有汇或内流水系区域的栅格。

捕捉倾泻点（Snap pour point）：将倾泻点捕捉到指定范围内累积流量最大的像元。

河流连接（Stream link）：向各交汇点之间的栅格线状网络的各部分分配唯一值。

河网分级（Stream Order）：为表示线状网络分支的栅格线段指定数值顺序。

栅格河网矢量化（Stream to Feature）：将表示线状网络的栅格转换为表示线状网络的要素。

分水岭（Watershed）：确定栅格中一组像元之上的汇流区域。

    了解水系的术语，如下图：

   在ArcMap中加载 DEM数据，右击DEM图层，点击缩放至图层，显示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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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向（Flow Direction）

流向工具的输出是值范围介于 1 到 255 之间的整型栅格。从中心出发的各个方向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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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最陡下降方向位于当前处理像元的左侧，则将该处理像元的流向编码将为 16。

如果像元的 z 值在多个方向上均发生相同变化，并且该像元是凹陷点的一部分，则该像元的流向将被

视为未定义。此时，该像元在输出流向栅格中的值将为这些方向的总和。例如，如果 z 值向右（流向

= 1）和向下（流向 = 4）的变化相同，则该像元的流向为 1 + 4 = 5。可以使用汇工具将具有未定义

流向的像元标记为凹陷点。

二、汇（Sink）

汇是指流向栅格中流向无法被赋予八个有效值之一的一个或一组空间连接像元。汇被视为具有未定义的

流向，并被赋予等于其可能方向总和的值。

汇工具的输出是一个整型栅格，其中每个汇都被赋予一个唯一值。汇的编号介于 1 到汇的数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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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洼（Fill）

通过填充表面栅格中的汇来移除数据中的小缺陷。

凹陷点是指具有未定义流域方向的像元；其周围的像元均高于它。倾泻点相对于凹陷点的汇流区域高程

最低的边界像元。如果凹陷点中充满了水，则水将从该点倾泻出去。

TIPS：有关填充的Z限制

要填充的凹陷点与其倾泻点之间的最大高程差。如果凹陷点与其倾泻点之间的 z 值差大于 z 限制，则

不会填充此凹陷点。

默认情况下将填充所有凹陷点（不考虑深度）。

四、流量（Flow Accumulation）

创建每个像元累积流量的栅格。流量累积将基于流入输出栅格中每个像元的像元数。

高流量的输出像元是集中流动区域，可用于标识河道。流量为零的输出像元是局部地形高点，可用于识

别山脊。

流量工具不遵循压缩环境设置。输出栅格将始终处于未压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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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面的填洼，求流向，得到如下流量图，看到了河道：

五、河网分级（Stream Order）

河网分级是一种将级别数分配给河流网络中的连接线的方法。此级别是一种根据支流数对河流类型进行

识别和分类的方法。仅需知道河流的级别，即可推断出河流的某些特征。

河网分级工具有两种可用于分配级别的方法。这两种方法由 Strahler (1957) 和 Shreve (1966) 提出。

在这两种方法中，始终将 1 级分配给上游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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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hler 河流分级方法：

在 Strahler 法中，所有没有支流的连接线都被分为 1 级，它们称为第一级别。当级别相同的河流交

汇时，河网分级将升高。

因此，两条一级连接线相交会创建一条二级连接线，两条二级连接线相交会创建一条三级连接线，依此

类推。但是，级别不同的两条连接线相交不会使级别升高。例如，一条一级连接线和一条二级连接线相

交不会创建一条三级连接线，但会保留最高级连接线的级别。

Shreve 河流分级方法：

Shreve 法考虑网络中的所有连接线。与 Strahler 法相同，所有外连接线都被分为 1 级。但对于

Shreve 法中的内连接线，级别是增加的。例如，两条一级连接线相交会创建一条二级连接线，一条一

级连接线和一条二级连接线相交会创建一条三级连接线，而一条二级连接线和一条三级连接线相交则会

创建一条五级连接线。

因为级别可增加，所以 Shreve 法中的数字有时指的是量级，而不是级别。在 Shreve 法中，连接线的

量级是指上游连接线的数量。

六、栅格河网矢量化（Stream to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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栅格河网矢量化工具使用的算法主要用于矢量化河流网络或任何表示方向已知的栅格线性网络的栅格。

该工具使用方向栅格来帮助矢量化相交像元和相邻像元。可将两个值相同的相邻栅格河网矢量化为两条

平行线。

这与栅格转折线 (Raster to Polyline) 工具相反，后者通常更倾向于将线折叠在一起。下图是两者的

对比：

七、河流连接（Stream link）

向各交汇点之间的栅格线状网络的各部分分配唯一值。

“连接”是指连接两个相邻交汇点、连接一个交汇点和出水口或连接一个交汇点和分水岭的河道的河段。

http://lib.csdn.net/bas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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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流长度（Flow Length）

水流长度工具的主要用途是计算给定盆地内最长水流的长度。该度量值常用于计算盆地的聚集时间。这

可使用 UPSTREAM 选项来完成。

该工具也可通过将权重栅格用作下坡运动的阻抗，来创建假设降雨和径流事件的距离-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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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捕捉倾泻点（Snap pour point）

捕捉倾泻点工具用于确保在使用分水岭工具描绘流域盆地时选择累积流量大的点。

捕捉倾泻点将在指定倾泻点周围的捕捉距离范围内搜索累积流量最大的像元，然后将倾泻点移动到该位

置

十、分水岭（Watershed）

确定栅格中一组像元之上的汇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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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盆域

创建描绘所有流域盆地的栅格。

<p style="font: 15px/35px "microsoft yahei"; margin: 0px; padding: 0px; color: rgb(85, 85,
85); text-transform: none; text-indent: 0px; letter-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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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地形

 

       系统提供3D等高线数据加载，导入高程DEM数据后，选择工具栏 即可显示3D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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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路网水系等矢量图
下载等高线矢量数据

BIGEMAP等高线(高程)使用教程

BIGEMAP高程数据主要特点：

覆盖全球
(任意范围下载) 精度准确 等高线细腻效果好

高程矢量数据可编辑 支持AutoCAD/南方CASS
（DXF、DWG、DAT） 支持三维(STL)

支持多格式转换
(kml/kmz/shp/dxf/txt等)

支持投影转
换(Xi'an80,Beijing54,WGS84,CGCS2000) 支持公里网格

 

案例：等高线完美套合卫星影像教程

          高程点数据转成南方CASS的DAT格式(教程)
 

第一步：需要的工具

      1. BIGEMPA地图下载器（全能版已授权）  下载地
址：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2. Global Mapper 14.     下载地址：Global Mapper 14.1汉化版.rar

第二步骤：通过BIGEMAP下载高程数据

       1. 启动BIGEMAP地图下载器软件，查看左上角是否显示【已授权：所有地图】，如果没有
该显示，请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如下图所示：

       2. 选择左上角属性选项，选择【高程】，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7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1.html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1438698891326439.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1438698891326439.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1438698891326439.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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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在你要的区域，双击下载，如下图所示：

      4. 选择下载的级别，建议尽量下载16级的，16级为最好级别。如果16级不能勾选，请选择下
载小一点的范围，高程为矢量数据，超过20M大小，一般电脑都很难处理生成的等高线。下载之后的数据
为tiff格式，实际为dem高程数据。

      6. 启动安装好的Global Mapper软件，启动中文版在安装好的目录下有个chs或则chinese
的启动图标，如下图所示：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41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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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将下载好的高程数据（下载目录下的后缀为tiff格式）拖入到global mapper中，如下
图所示：

 

  8. 生成等高线，在global mapper中选择【分析】->【生成等高线】，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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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往下，等高距可以任意设置，一般情况我们设置为10，即10米等高线，设置登高线越小，对
电脑的配置要求越高，生成的时间也越长。

     点确定后，要等一会，电脑越差的时间越长。完了后你看到的是一团颜色，把他放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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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生成3D地形效果：选择【工具】->【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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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去掉背景，只留下等高线：选择【工具】->【控制中心】，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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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中，把你不需要显示的图层勾去掉即可。

    9. 等高线如何做投影转换(生成xi'an80，Beijing54)

       高程数据下载的默认坐标系是WGS84坐标系，由于在我国的GIS应用中经常会用
到xi'an80，Beijing54坐标系，因此，特别讲出如何对投影进行相应的转换。

     选择：【工具】->【设置】，选择里面的【投影】，如下图所示：

     

    由于xi'an80或者beijing54都是国家保密坐标系，在各地的测绘局或者国土部门都保留着转换用
的7参数或者3参数，由于我们不能提供参数，因此选择通过分度带来转换投影，分度带分为3度带和6度带，
均可以实现转换。【如何选择分度带】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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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①中是选择分度带，可选在3度带： ；也可以选择6度

带： ；  

   上图②中是选择要转换区域的对应分度带的带号，如下图：

      如何选择分度带的代号？   

    上图③是选择要转换的目标投影，可以选xi'an80 ;

也可以选择beijing54 ；

     选择好以上步骤之后，点击确定，完成投影转换，这时候看到的，或则要输出保存的
都是你的投影变换之后的坐标系了。

 

    10 .  网格显示，由于下载的高程数据默认的是经纬度坐标，网格需要将投影转成xi'an80或
者beijing54以大地坐标系的方式来显示网格【投影转换】；如果要用WGS84，则直接选择UTM，在选择对
应的【分度带】；即变成XY坐标，单位为米。选择：【工具】->【设置】，选择里面的投影，选择
【UTM】，如下图所示：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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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确定】，然后在选择【工具】-》【设置】-【一般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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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目前投影网格”，并在“网格间距”中选择“定制”“1000”的地面单位。这代表图上一方格长
宽皆是1000米（由于地球的不规则形状，UTM方格并不是严格意义的正方形，只是近似正方形，但不影响使用，
它的优点是非常方便估算两点间的距离和定位，不需要借助比例尺进行计算），你也可以选择用坐标网格，那
么他标的就是坐标了。这样，也可以很快地知道现在看的是哪里，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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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设置显示比例尺：选择【视图】-》【按比例缩放】，输入10000（即表示按照1：10000 的比例
尺显示）如下图：

    如下图显示为1：10000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286/584

   保存此比例尺的图像用作打印：选择【文件】-》【输出】-》【输出光栅/图像格式】，选择你要的
格式，点击【确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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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选红色框选地方，保存即是按照设定的比例尺保存的大小。

    12.  导出CAD格式矢量等高线 DXF格式、DWG 格式  

     选择【文件】à【输出】à【输出矢量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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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DXF 或者 DWG 格式；   点【确定】。

     还可以输出：kml、kmz、shp、stl等等常见的格式

     同时， 选择【文件】à【输出】里面还有很多格式，包括dem,txt高程点，stl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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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下载POI标注（学校、医院、银行、餐饮、娱乐等等）

 
什么是POI？

     POI是“Point of Interest”的缩写，可以翻译成“兴趣点”，每个POI包含四方面信息，名称、类别、经

度、纬度。

  根据POI的关键字，我们可以查询出一个范围内的所有信息点，并且导出保存出来。比如查询：“银
行”关键字，更具你选择的范围，可以查询出范围内的所有银行在地图上的经纬度坐标，已经银行的具体
地址信息。

  第一步：打开BIGEMAP地图下载器软件，选择你要查找的范围，可以是软件最上面的矩形框来选择，也
可以是多边形来选择，也可根据右上角的行政区域边界来选择，如下图：

 第二步:选择好下载区域后，双击鼠标【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选择对话框最上面的【POI（兴趣
点）】，然后在下面的POI关键字后面输入你要查找的关键字：比如：银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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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点击关键字后面的【查询】，开始在你指定的范围内查询信息点，并显示在下面的列表种，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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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点了查询之后，就等着查询的结果，在等待的过程种，可以点击查询后面的【取消】按钮，终
止查询；当查询的进度条结束后，可以看到右下角的【导出】按钮，点击导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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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我们选择【保存类型】为CSV格式的；然后输入文件名：银行信息点，最后点击确定。

（注：KML格式为bigemap软件可以直接打开的格式；CSV格式为EXCEL可以直接打开的格式）

 第五步：保存好以后，打开你刚才保存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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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电话：028（65472965）  4000287262  QQ：384720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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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下载行政地名（矢量数据）
第一步 选择你要下载行政地名的范围，如下图：

第二步 双击鼠标。弹出下载对话框，选择【矢量路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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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图所示，存储格式可以是KML SHP  AutoCad(DXF)；勾选【行政地名】，然后确定，开始
下载
第三步 下载完成后，在global mapper或者Autocad中打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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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数据是矢量数据，可修改字体大小、颜色、字体属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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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数据下载【道路路网(公路、铁路)、水系、建筑物轮廓、地名等
等】

矢量数据、数据珍贵、谨慎下载

同步视频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vgy5k9h.html

专题地图制作视频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vlbep4l.html#vfrm=16-1-1-1

     矢量测试数据下载: KML（KMZ）格式、DXF（DWG）格式、SHP格式:（请
用BIGEMAP直接打开，可另存为SHP，DXF(AutoCAD)等格式或者直接用Global Mapper打开）

矢量数据效果图如下图：

 第一步：打开BIGEMAP软件，为了和你下载的数据信息一致，请选择左上角图源：【矢量路网（无偏
移）】；然后选择最上面的【矩形框】，框选需要下载的范围，如下图所示：

http://www.iqiyi.com/w_19rvgy5k9h.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bep4l.html#vfrm=16-1-1-1
http://download.bigemap.com/test_shp.rar
http://download.bigemap.com/test_shp.rar
http://download.bigemap.com/test_dwg.rar
http://download.bigemap.com/test_dwg.rar
http://download.bigemap.com/test_shpfile.rar
http://download.bigemap.com/test_shpfile.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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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选择好下载范围后，【双击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在对话框的最上面选择【矢量路网】；
我们可以下载的   路网、水系、建筑物、地标名称 等等；   可以分开下载，也可以全部勾选上一
起下载；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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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图中，任务名称中输入你要下载保存的名称；这里主要要选择存储格式，包括：KMZ、SHP
（shapefile）和dxf（AutoCAD格式）,如下图：

 1、选项kml；【坐标投影】不用选择，保存出来的路网是经纬度坐标;

 2、选项shp；【坐标投影】默认是WGS84墨卡托，点击【选择】可以在里面选择任意投影和坐标系包括：
西安80、北京54、CGCS2000、UTM等等；

 3、选项dxf；点击【坐标投影】后面的【选择】，在里面选择你需要的投影坐标系；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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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参看【如何选择投影分度带】

 第三步：点击【确定】，开始下载，下载任务列表在左上角，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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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上图中的红色箭头文件夹，打开下载完成的文件夹目录，可以看到下载完成的文件，本例下载
的kml文件，可以直接在Global Mapper中打开，如下图:

 在BIGEMAP中打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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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utoCAD中打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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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的矢量数据，可另存为：kml\kml、dxf、dwg、shp、csv、excel、txt、corldraw文件等等矢量格
式

 咨询电话：028-65472965   400-028-7262   QQ：384720499

》》下一篇：矢量等高线地形图如何下载制作？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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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边界下载（省、市、区、县）

同步视频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vgy9jux.html
第一步 选择下载的行政范围

第二步 双击鼠标左键，弹出下载对话框，选择【行政边界】

第三步 选择要下载的边界线，比如这里我们下载四川省下面的所有市的边界和所有区县的边界，
如下图勾选：

http://www.iqiyi.com/w_19rvgy9ju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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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的矢量数据，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格式】，可以是KML  shp  AutoCAD(DXF) 等等格式
    下载完成后，在global mapper里面打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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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可以任意编辑地图并且打印，相关视频教程，请点击这里：同步视频教
程：http://www.iqiyi.com/w_19rvgy9jux.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gy9ju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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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地图到工作中
如何制作专题地图（设计、规划、测绘制作图斑）标绘使用详解

同步视频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vgy9jux.html

       专题地图制作视频教
程：http://www.iqiyi.com/w_19rvlbep4l.html#vfrm=16-1-1-1

     1、导入/导出AutoCAD文件DXF格式

       2、在线标注含有 点 线 面 的矢量标注
（KML/KMZ/SHP/DWG/DXF）

      3、标注矢量导入导出（支持格
式KML、KMZ、SHP、GPX（GPS测量坐标））

      4、矢量标注自动叠加到卫星图像上一起下载(矢量
栅格化)

      5、在AutoCAD中打开标注的矢量点、线、面及属性

 相关教程：BIGEMAP直接套合配准(校准)矢量数据并保存(CAD
应用推荐)

            如何导出含高程值的标注点、线

   启动BIGEMAP软件，点击软件左上角【编辑】按钮，如下图：

http://www.iqiyi.com/w_19rvgy9jux.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bep4l.html#vfrm=16-1-1-1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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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出可编辑对话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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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中横向的是标绘用的工具栏，可以选择点、线、面、等常规标注工具，左边窗口是图层管理器，
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图层，删除图层，设置图层属性，以及添加点、线、面；删除点、线、面；指着图层
管理器点右键如下图：

  选择【新建图层】， 命名【我的图层】，如下图：

  然后，选择上方工具栏里面的点、线、面、工具进行标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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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在绘制多边形的时候，可以实现共边：画好一个多边形后，在画另外一个多边形，按住

【ctrl】，然后鼠标靠近共边的点，鼠标会自动靠近；或者绘好之后按住【ctrl】拖动
一个多边形的顶点靠近另外一个多边形的顶点）

   我们可以打开一个已有的图层，可以是KML/KMZ格式、shp格式、dxf(AutoCAD)格式、gpx(GPS)格式、
excel格式、csv格式、txt文本格式、dat(南方case)格式等等，选择软件左上角【文件】或则左边图层管
理里面点击【右键】选择【导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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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打开一个DXF（AutoCAD）文件，(注意：CAD文件如果有中文标注，需要另存为
如下图文件类型，否则中文是乱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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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选中该文件的坐标系和投影信息，此文件是【西安80】坐标系，高斯投影三度带中央子午线99度
（此处的坐标系信息和投影信息需要用户提前知道）【帮助：如何选择度带？】，打开后，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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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如果不知道投影信息，则直接选择墨卡托投影，打开后再进行套合配准。(如何进行套合配准？）
魔卡托投影选择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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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层定位：双击图层管理里面的某一个图层，如上图的【我的图层】，会自动定位到我的图层里面的
所有元素 

  图元定位：双击图层管理里面的某一个图层下面的图元对象，会自动定位到改图元对象所在的位置

  修改属性：

    批量修改:鼠标指着图层管理里面的某一个图层点击【右键】，弹出对话框选择【图层设置/属性】，
选择要修改该图层下的所有点、或者线、或者面，如下图：

 也可以只修改某一个图元的信息，在图层管理器中选择需要修改的图源对象点击【右键】，选择
【图元设置/属性】。

  弹出属性对话框可以完成以下属性修改：
        1、修改点的颜色，点的大小，拖动点的位置

        2、修改线的粗细、颜色、拖动线条的整体位置

        3、修改面的填充颜色、面的边界线条颜色、拖动面的整体移动；显示面的周长、面积

        4、显示/不显示 点、线、面、的标注名称

        5、选中点、线、面、点右键删除选中

        6、在标注绘制点、线、面的过程中单击右键取消上一步操作

 

【保存标注】
   当你完成自己的标注后，可将标注保存为矢量格式(KML、KMZ、SHP、DXF、DWG等等)，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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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软件中打开，比如：Arcgis、Global Mapper、AutoCAD等等...；如下图：

    保存的过程中可以整体保存所有的，也可以只保存某一个图层或者某一个图元。

    保存所有标记为一个文件：点击软件左上角【文件】按钮里面的保存；或者指向图层管理
器里面的最上层目录点击【右键】，弹出对话框选择【导出】

    保存某一个图层为一个文件：指向图层管理器里面需要保存的图层点击【右键】，弹出对
话框选择【导出】

    保存某一个图元为一个文件：指向图层管理器里面需要保存的图元点击【右键】，弹出对
话框选择【导出】

【在AutoCAD中打开矢量标注】

 如下图：标绘好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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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导出dxf格式，如下图：

  双击保存好的DXF或者DWG 文件，在AutoCAD种打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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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标注栅格化——将矢量标注和卫星图像叠加下载】
   标注好的矢量数据除了可以像上面介绍的单独保存，也可以叠加到卫星图像上一起下载下
来。

   我们要保存的标注如下图：

  选择你要保存的范围，可选择矩形框、多边形、导入边界、标准分幅等等，如下图选择矩形框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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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好下载范围之后，双击下载（和普通的下载一样），弹出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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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选上图红色箭头的地方【叠加标注图层】，其他选项和普通下载一样，选择拼接，选择好
你需要的一个层级，点击确定，开始下载。下载完成后的打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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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图像如下图：

   下一篇：在BIGEMAP中直接套合配准(校准)打开的文件

            如何导出含高程值的标注点、线

   【 其它应用可详询QQ：384720499；电话：400-028-7262
 028-65472965】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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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后的卫星图像如何进行投影转换

 

如何将下载的影像变换为西安80坐标系？

 

 如何将下载的影像变换为北京54坐标系？ 

 

      如何将下载的影像变换为CGCS2000坐标系?

                           

                                  
            利用ARCGIS进行自定义坐标系和投影转换

                                  
            ARCGIS种通过三参数和其参数进行精确投影转换

 

    BIGEMAP地图下载器下载的卫星图像处理谷歌地球是经纬度WGS84以外，其他均属于墨卡托投

影，WGS84坐标系，在工作中我们经常会用到xi'an80;beijing54;CGCS2000等等坐标系，需要通过投影转

换工具来实现相互的转换。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6.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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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地形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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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ArcGIS Desktop中进行三参数或七参数精确投影转换

 

    利用ARCGIS进行自定义坐标系和投影转换

      七参数计算工具教程

方法1：在ArcMap中进行动态转换(On the fly)
    假设原投影坐标系统为Xian80坐标系统，本例选择为系统预设的Projected Coordinate Systems\Gauss
Kruger\Xian 1980\Xian 1980 GK Zone 20投影，中央经线为117度，要转换成Beijing 1954\Beijing 1954 GK
Zone 20N。
     在ArcMap中加载了图层之后，打开View-Data Frame Properties对话框，显示当前的投影坐标系统
为Xian 1980 GK Zone 20，在下面的选择坐标系统框中选择Beijing 1954 GK Zone 20N，在右边有一个按钮
为Transformations...

    点击打开一个投影转换对话框，可以在对话框中看到Convert from和Into表明了我们想从什么坐标系统
转换到什么坐标系统。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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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方的using下拉框右边，点击New...，新建一个投影转换公式，在Method下拉框中可以选择一系列
转换方法，其中有一些是三参数的，有一些是七参数的，然后在参数表中输入各个转换参数。

    输入完毕以后，点击OK，回到之前的投影转换对话框，再点击OK，就完成了对当前地图的动态投影转换。
这时还没有对图层文件本身的投影进行转换，要转换图层文件本身的投影，再使用数据导出，导出时选择投影
为当前地图的投影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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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2：对于有大量图层需要进行投影转换时，这种手工操作的办法显得比较繁琐，每次都需要设置
参数。可以只定义一次投影转换公式，而在此后的转换中引用此投影转换公式即可。这种方法需要在ArcTools
中进行操作。在Data Management Tools\Projections and Tranformations\下，有Create Custom Geographic
Transformation命令。

      打开这个命令，选择输入和输出的投影，可以是系统自带的也可以是自己设置的，选择转换方法，
与方法１种介绍的类似，可选择三参数或者七参数，然后输入各个参数指。通过为这个投影转换公式指定一个
名称，可以在以后的操作中直接引用此公式而不用重复输入各个参数了。点击OK生成这个投影转换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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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方法一里面，我们是动态的改变了地图的投影，然后通过数据导出的办法将要转换投影的图层重新
生成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使用Data Management Tools\Projections and Tranformations\下的Project
命令，生成转换后的图层文件，Project命令分别位于Feature和Raster目录下，分别针对于矢量和栅格数据。
在这个命令中，在指定了输入的图层后，Input Coordinate System自动的识别出了输入的投影，需要用户指定
输出的投影，如果两者与之前定义投影转换公式的输入和输入投影的话，在下面的Geographic Transformation
下拉框中会出现之前定义的公式名称，直接选择即可使用。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328/584

    点击OK以后就可以直接生成这个图层文件而不需要进一步的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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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ArcGIS中自定义坐标系与投影转换

 

      ARCGIS种通过三参数和其参数进行精确投影转换

    坐标系统是GIS数据重要的数学基础，用于表示地理要素、图像和观测结果的参照系统，坐标系统的定
义能够保证地理数据在软件中正确的显示其位置、方向和距离，缺少坐标系统的GIS数据是不完善的，因此
在ArcGIS软件中正确的定义坐标系统以及进行投影转换的操作非常重要。

1.     ArcGIS中的坐标系统
ArcGIS中预定义了两套坐标系统，地理坐标系（Geographic coordinate system）和投影坐标系

（Projectedcoordinate system）。

1．1 地理坐标系
地理坐标系 (GCS) 使用三维球面来定义地球上的位置。GCS中的重要参数包括角度测量单位、本初子

午线和基准面（基于旋转椭球体）。地理坐标系统中用经纬度来确定球面上的点位，经度和纬度是从地心到
地球表面上某点的测量角。球面系统中的水平线是等纬度线或纬线，垂直线是等经度线或经线。这些线包络
着地球，构成了一个称为经纬网的格网化网络。

GCS中经度和纬度值以十进制度为单位或以度、分和秒 (DMS) 为单位进行测量。纬度值相对于赤道进
行测量，其范围是-90°（南极点）到 +90°（北极点）。经度值相对于本初子午线进行测量。其范围
是 -180°（向西行进时）到 180°（向东行进时）。

ArcGIS中，中国常用的坐标系统为GCS_Beijing_1954（Krasovsky_1940）,GCS_Xian_1980
（IAG_75）,GCS_WGS_1984（WGS_1984）,GCS_CN_2000（CN_2000）。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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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影坐标系
将球面坐标转化为平面坐标的过程称为投影。投影坐标系的实质是平面坐标系统，地图单位通常为米。投影
坐标系在二维平面中进行定义。与地理坐标系不同，在二维空间范围内，投影坐标系的长度、角度和面积恒
定。投影坐标系始终基于地理坐标系，即：

“投影坐标系=地理坐标系+投影算法函数“。

我们国家的投影坐标系主要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分为6度和3度分带投影，1:2.5万－1:50万比例尺地形图
采用经差6度分带，1:1万比例尺的地形图采用经差3度分带。具体分带法是：6度分带从本初子午线（prime
meridian）开始，按经差6度为一个投影带自西向东划分，全球共分60个投影带，中国跨13-23带；3度投影
带是从东经1度30分经线（1.5°）开始，按经差3度为一个投影带自西向东划分，全球共分120个投影带，中
国跨25-45带。

在CoordinateSystems\Projected Coordinate Systems\Gauss Kruger\Beijing 1954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
四种不同的命名方式：

Beijing 1954 (Xian 1980) 3 Degree GK CM 117E

    北京54(西安1980) 3度带无带号

Beijing 1954 (Xian 1980) 3 Degree GK Zone 25

    北京54 (西安1980) 3度带有带号

Beijing 1954 (Xian 1980) GK Zone 13

    北京54 (西安1980) 6度带有带号

Beijing 1954 GK Zone 13N

Xian 1980 GK CM 75E

    北京54 (西安1980) 6度带无带号

注释：GK 是高斯克吕格，CM 是CentralMeridian 中央子午线，Zone是分带号，N是表示不显示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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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rcGIS中定义坐标系
ArcGIS中所有地理数据集均需要用于显示、测量和转换地理数据的坐标系，该坐标系在 ArcGIS 中

使用。如果某一数据集的坐标系未知或不正确，可以使用定义坐标系统的工具来指定正确的坐标系，使用

此工具前，必须已获知该数据集的正确坐标系。

该工具为包含未定义或未知坐标系的要素类或数据集定义坐标系，位于ArcToolbox—Data management

tools—Projections andtransfomations—Define Projections

 Input Dataset：要定义投影的数据集或要素类

 CoordinateSystem：为数据集定义的坐标系统

3．基于ArcGIS的投影转换
在数据的操作中，我们经常需要将不同坐标系统的数据转换到统一坐标系下，方便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

析，软件中坐标系转换常用以下两种方式：

3.1 直接采用已定义参数实现投影转换
    ArcGIS软件中已经定义了坐标转换参数时，可直接调用坐标系转换工具，直接选择转换参数即可。

工具位于ArcToolbox—Data management tools—Projections andtransfomations——Feature—Project

（栅格数据投影转换工具 Raster—Project raster），在工具界面中输入以下参数：

Inputdataset：要投影的要素类、要素图层或要素数据集

OutputDataset：已在输出坐标系参数中指定坐标系的新要素数据集或要素类。

out_coor_system：已知要素类将转换到的新坐标系

GeographicTransformation:列表中为转换参数，以GCS_Beijing_1954转为GCS_WGS_1984为例，各转换参数

含义如下：

Beijing_1954_To_WGS_1984_1 15918 鄂尔多斯盆地

Beijing_1954_To_WGS_1984_2 15919 黄海海域

Beijing_1954_To_WGS_1984_3 15920 南海海域-珠江口

Beijing_1954_To_WGS_1984_4 15921 塔里木盆地

Beijing_1954_To_WGS_1984_5 15935 北部湾

     Beijing_1954_To_WGS_1984_6  15936鄂尔多斯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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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定义三参数或七参数转换
当ArcGIS软件中不能自动实现投影间直接转换时，需要自定义七参数或三参数实现投影转换，以七参数

为例，转换方法如下：

3.2.1 自定义七参数地理转换
     在ArcToolbox中选择Create CustomGeographic Transformation工具，　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

一个转换的名字，如wgs84ToBJ54。在定义地理转换方法下面，在Method中选择合适的转换方法

如 COORDINATE_FRAME，然后输入七参数，即平移参数、旋转角度和比例因子，如图所示：

3.2.2 投影转换
打开工具箱下的Proje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Feature>Project，在弹出的窗口中输入要转换的数

据以及Output Coordinate System，然后输入第一步自定义的地理坐标系如wgs84ToBJ54，开始投影变换，
如图所示完成投影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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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www.higis.cn/Tech/tech/tId/60/　

 

http://www.higis.cn/Tech/tech/tI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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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BIGEMAP中打开自有数据（AutoCAD shp kml excel、txt、dat）

 
 同步视频教

程：http://www.iqiyi.com/w_19rvlbg291.html#vfrm=16-1-1-1
 
  相关帮助：如何直接打开AutoCAD的DXF文件
   BIGEMAP支持所有文件格式的打开和保存，如下图：

提示：打开excel文件，需要先在excel中打开，然后另存为CSV格式。 
我选择打开TXT文本文件，如下图：

http://www.iqiyi.com/w_19rvlbg291.html#vfrm=16-1-1-1
http://www.bigemap.cn/manual-101.html
http://www.bigemap.cn/manual-101.html
http://www.bigemap.cn/manual-101.html
http://www.bigemap.cn/manual-101.html
http://www.bigemap.cn/manual-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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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的对话框，
 第一步选择要打开的文件；
 第二步，勾选【查看数据】，会弹出右边的【查看数据对话框】窗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打
开的数据内容和对应行【列】；
 第三步，选择坐标投影；这里演示的数据是西安80坐标系下的三度带38带号；如果是经纬度坐
标，则直接选择WGS84，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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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选择【坐标列顺序】；包括要选择的经度、纬度、高程、图元名称和备注对应的列；
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右边的窗口看到，每一列使用什么符号间隔的，这里是逗号间隔的；有的数
据的第一行是标题信息，这时候我们需要选择【忽略其实行数】。
 选择完成之后，我们点击【确定】，然后就导入数据，如下图：

  打开之后，方便我们管理，我们可以通过【编辑】-【图层】打开图层管理器，看到我们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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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如下图:

  在图层管理里面点击右键，弹出对话框可以导出数据到任意坐标系，比如：西安80、北
京54、CGCS2000或者经纬度的。

  
   相关帮助：如何直接打开AutoCAD的DXF文件

http://www.bigemap.cn/manual-101.html
http://www.bigemap.cn/manual-101.html
http://www.bigemap.cn/manual-101.html
http://www.bigemap.cn/manual-101.html
http://www.bigemap.cn/manual-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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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CAD(dxf)、SHP、KML数据加载并套合到卫星图像上(坐标校准)

 

 同步视频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vlbg291.html#vfrm=16-1-1-1

视频教程：如何选择中央子午或者分度带

  相关教程：
       1、AutoCAD加载高清卫星图像和矢量设计图套合配准

       2、Arcgis中经纬卫星图和矢量数据套合配准

  第一步：打开需要套合的数据(AutoCAD设计图、shp数据、kml\kmz数据)，点击【图层管理】里面某个
文件夹右键，弹出对话框，选择【打开】如下图：

http://www.iqiyi.com/w_19rvlbg291.html#vfrm=16-1-1-1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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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浏览】，找到要打开的数据，点击【打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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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选择】坐标投影，根据你的数据来确定【帮助：如何选择分度带？】，本次打开的是坐标系
北京54坐标系，对应的坐标位置是中央子午线117度，如下图：

  说明：需要套合的数据一般都是没有转换参数的，所以，不需要勾选七参数，直接【确定】打开数据。

  点击【确定】之后，经过数据加载，在BIGEMAP软件中显示出设计的点、线、面等信息，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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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IGEMAP中放大打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偏移，数据和地图没有完全的吻合，如下图：

  第二步：套合矢量数据和卫星图像

   由于我们要套合的是整个加载的“蚌埠文化广场54-3”数据，因此，我们要选择整个加载的数据文
件，然后点【右键】，弹出对话菜单，选择菜单里面的【套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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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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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打开的矢量文件数据与地图（底图）对比，我们找到3个控制点（矢量数据对应到地图上应该在什
么位置），如下图：

  上图中三个控制点的位置（右边红色框住的三个位置）分别是：【1'移动到1】、【2'移动到2】、
【3'移动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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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点击【增加控制点】，然后鼠标点击1'的位置按住鼠标拖到到1的位置；同样，再次
点击【增加控制点】，将鼠标从2'的位置拖到到2的位置，3'拖动到3的位置，完成之后
如下图：

  (注意：控制点不一定非得选择三个点，一般两个点就可以了，但是间隔必须远一点，一般选择套
合范围靠近四个角的地方来筛选控制点，本例中只是为了描述方法，这么近的三个点实际不可取。)

  三个控制点选择完成，然后点击上图中的【套合】，矢量数据会根据你选择的控制点自动进行套合，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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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我们通过套合之后，矢量图已经完全和地图（底图）重叠在一起，这样就完成了
对矢量数据坐标的纠偏，即现在的坐标就是真实准确的经纬度坐标。

  然后我们可以将配准好的矢量数据进行保存。（DXF、KML、KMZ、SHP等等任意格式，西安80、北京54、
CGCS2000都可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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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在BIGEMAP软件中对打开的数据进行二次编辑，比如增加、修
改、点线面或者颜色、粗细等等，然后再保存。

   技术咨询QQ：384720499   咨询电话：400-028-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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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下载的影像变换为北京54坐标系

 

同步视频教程：投影转换(转北京54) 

视频教程：如何选择中央子午线或者分度带

                利用ARCGIS进行自定义坐标系和投影转换

 

                ARCGIS种通过三参数和其参数进行精确投影转换

                        七参数计算工具教程

     注意：投影转换成54坐标系需要下载无偏移卫星图像进行转换，有偏移的转换将导致转换后
的卫星图像扭曲，坐标错误，无法配准。

     第一步：选择无偏移地图源，下载你所需要的卫星图像。

     第二步：选择BIGEMAP软件右边工具栏，选择【投影转换】，如下图所示：

      2.1   选择说明：

               1. 源文件：选择下载好的卫星图像文件（下载目录中后缀为tiff的文
件）

               2. 源坐标系：打开的源文件的投影坐标系（自动读取，不需要手动填
写）

               3. 输出文件：选择转换后你要保持文件的文件路径和文件名

               4. 目标坐标系：选择你要转换成的目标坐标系，如下图：

http://www.iqiyi.com/w_19ruasfakt.html#vfrm=8-8-0-1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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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上图的更多，如下图所示：

          1：选择 -Beijing 1954  2：选择地区   3：选择分度带对应的带号（一般默
认，也可以手动修改）

          选择对应的分度带或者中央子午线（请参看：如何选择分度带？），点击【确定】

      5. 重采样算法：投影转换需要将影像的像素重新排列，一次每种算法的效率不一样，一般
选择【立方卷积采样】，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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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指定变换参数：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填此处信息，如果√上，则如下图：

        此参数为【三参数】或者【七参数】，均为国家保密参数，需要到当地的测绘部门或者
国土部门，以单位名义签保密协议进行购买，此参数各地都不一样，是严格保密的，请不要随便流通。

   

    第三步：点击【确定】，开始转换，如下图：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185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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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完成后，打开你刚才选择的输出文件夹，里面就是转换后的卫星图像。

    第五步：如果你需要套合你手里已经有的矢量文件，请参看：【BIGEMAP无偏移影像叠加配准】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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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下载的影像变换为西安80坐标系

 

同步视频教程：投影转换(转西安80) 

视频教程：如何选择中央子午线或者分度带

                利用ARCGIS进行自定义坐标系和投影转换

                ARCGIS种通过三参数和其参数进行精确投影转换

                       七参数计算工具教程

     注意：投影转换成80坐标系需要下载无偏移卫星图像进行转换，有偏移的转换将导致转换后
的卫星图像扭曲，坐标错误，无法配准。

     第一步：选择无偏移地图源，下载你所需要的卫星图像。

     第二步：选择BIGEMAP软件右边工具栏，选择【投影转换】，如下图所示：

      2.1   选择说明：

               1. 源文件：选择下载好的卫星图像文件（下载目录中后缀为tiff的文
件）

               2. 源坐标系：打开的源文件的投影坐标系（自动读取，不需要手动填
写）

               3. 输出文件：选择转换后你要保持文件的文件路径和文件名

               4. 目标坐标系：选择你要转换成的目标坐标系，如下图：

http://www.iqiyi.com/w_19ruasfakt.html#vfrm=8-8-0-1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8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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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上图的更多，如下图所示：

          1：选择 -Xi'an 1980  2：选择地区   3：选择分度带对应的带号（一般默认，
也可以手动修改）

          选择对应的分度带或者中央子午线（请参看：如何选择分度带？），点击【确定】

      5. 重采样算法：投影转换需要将影像的像素重新排列，一次每种算法的效率不一样，一般
选择【立方卷积采样】，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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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指定变换参数：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填此处信息，如果√上，则如下图：

        此参数为【三参数】或者【七参数】，均为国家保密参数，需要到当地的测绘部门或者
国土部门，以单位名义签保密协议进行购买，此参数各地都不一样，是严格保密的，请不要随便流通。

   

    第三步：点击【确定】，开始转换，如下图：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185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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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完成后，打开你刚才选择的输出文件夹，里面就是转换后的卫星图像。

    第五步：如果你需要套合你手里已经有的矢量文件，请参看：【BIGEMAP无偏移影像叠加配准】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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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卫星影像变换为国家2000坐标(CGCS2000)

 

同步视频教程：投影转换(转CGCS2000) 

视频教程：如何选择中央子午线或者分度带

     注意：投影转换成cgcs2000坐标系需要下载无偏移卫星图像进行转换，有偏移的转换将导致
转换后的卫星图像扭曲，坐标错误，无法配准。

     第一步：选择无偏移地图源，下载你所需要的卫星图像。

     第二步：选择BIGEMAP软件右边工具栏，选择【投影转换】，如下图所示：

      2.1   选择说明：

               1. 源文件：选择下载好的卫星图像文件（下载目录中后缀为tiff的文
件）

               2. 源坐标系：打开的源文件的投影坐标系（自动读取，不需要手动填
写）

               3. 输出文件：选择转换后你要保持文件的文件路径和文件名

               4. 目标坐标系：选择你要转换成的目标坐标系，如下图：

http://www.iqiyi.com/w_19ruasfakt.html#vfrm=8-8-0-1
http://www.iqiyi.com/w_19ruasfakt.html#vfrm=8-8-0-1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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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上图的更多，如下图所示：

          1：选择 -CGCS2000  2：选择地区   3：选择分度带对应的带号（一般默认，
也可以手动修改）

          选择对应的分度带或者中央子午线（请参看：如何选择分度带？），点击【确定】

      5. 重采样算法：投影转换需要将影像的像素重新排列，一次每种算法的效率不一样，一般
选择【立方卷积采样】，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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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指定变换参数：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可以不用填此处信息，如果√上，则如下图：

        此参数为【三参数】或者【七参数】，均为国家保密参数，需要到当地的测绘部门或者
国土部门，以单位名义签保密协议进行购买，此参数各地都不一样，是严格保密的，请不要随便流通。

   

    第三步：点击【确定】，开始转换，如下图：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185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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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完成后，打开你刚才选择的输出文件夹，里面就是转换后的卫星图像。

    第五步：如果你需要套合你手里已经有的矢量文件，请参看：【BIGEMAP无偏移影像叠加配准】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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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卫星影像和矢量数据叠加叠加

 

BIGEMAP无偏移影像叠加配准(ArcGIS版)

BIGEMAP无偏移影像叠加配准(Auto CAD版)

同步视频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ubyfogh.html

  请点击以上链接，查看详细介绍。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0.html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0.html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0.html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6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1.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ubyfog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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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无偏移影像叠加配准(ArcGIS版)

 
第一步  工具准备

ArcGIS 10.2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BIGEMAP地图下载器：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相关教程：CAD文件直接导入BIGEMAP进行套合配准（推荐）

本实例使用ArcMap 10.2软件进行影像与矢量数据叠加配准。首先 ArcMap中是可以自动匹配坐标系；例如
先导入西安80的矢量数据文件，再加载影像图层就会自动将影像从源坐标系转换到西安80坐标系。亦可利
用BIGEMAP或ArcMap工具手动转换（见第三步）（谷歌地球、天地图（经纬度直投）下载后为WGS84地理
坐标系；其他图源为WGS84墨卡托投影坐标系。）。

第二步  影像下载
影像须使用BIGEMAP地图下载器中Google Earth无偏移影像，并具有无Google小水印、免封IP、影像

更新更快等特点。首先在图源列表中选中Google Earth图源，实现与矢量数据准确套合、叠加。在此通过
矩形区域选择下载边界（如图 1所示），然后双击下载并选择合适的层级(如图 2所示）。

图 1 选择下载边界

第三步  坐标系转换（可选）

1.      BIGEMAP投影变换

BIGEMAP提供了投影变换工具，在软件右侧工具列表中(如图 3所示）；点击“投影变换”工具弹出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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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投影变换对话框(如图 4所示）。

图 3 工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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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影像投影变换对话框

参数说明：

源文件：需要转换的源影像图片，支持含投影信息及放射变换参数的影像文件。1.

源坐标系：自动读取源文件的坐标信息。此例中源坐标系为WGS84。2.

输出文件：选择输出影像图片的文件名，支持输出GeoTiff、BMP、Erdas Imaging。3.

目标坐标系：要转换到的目标坐标系[1]。此例中需转换到北京54高斯投影3度带117E子午线。4.

重采样算法：重采样算法影响图像转换质量，数量越好相对速度越慢，可根据需要选择。5.

  6.  变换参数：目标坐标系与WGS84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参数（ToWGS84），若无参数可不勾选“指定
变换参数”。

通常项目使用的测量坐标系与WGS84是不同椭球面之间转换，如北京54、西安80、CGCS2000等。
一般而言用七参数布尔莎模型比较严密，即 X 平移， Y 平移， Z 平移， X 旋转（WX）， Y 旋转（WY），
Z 旋转（WZ），尺度变化（DM）。也可以使用三参数，即 X 平移， Y 平移， Z 平移，而将 X 旋转， Y
旋转， Z 旋转，尺度变化面DM视为 0。

选择目标坐标系，西安80、北京54、CGCS2000均分为3度带及6度带两种分度带，且分为ZONE（带号）及CM
（子午线）两种坐标系。选择带号与子午线的区别是转换后的X坐标值分别有带号（36XXXXXX.XX）和无带号
（XXXXXX.XX）。若矢量数据X坐标无带号则选择CM，有带号则选择ZONE。

 

图 5 选择目标坐标系对话框

根据经度确定高斯-克吕格投影分度带，如图 6所示为高斯投影分度带分布图。上半部分n为6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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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部分n'为3度带，L为分度带的中央子午线。

图 6 高斯投影分度带

如图 4所示设置好各项参数，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投影变换，并输出转换后的影像图片。

1.      ArcMap投影变换

        在ArcToolbox里点击数据管理工具（Data Management Tools）→投影和变换
（Proj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s）→栅格（Raster）→栅格投影（Project Raster），弹出投影变换
对话框（如图 7所示）；

图 7 ArcGIS 投影变换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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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说明：

输入栅格（Input Raster）：需要转换的源影像图片。1.

源坐标系（Input Coordinate System）：自动读取源文件的坐标信息。此例中源坐标系为WGS84地理2.
坐标系。

输出栅格（Output Raster Dataset）：选择输出影像图片的文件名，需在后面加文件后缀“.tif”。3.

输出坐标系（Output Coordinate System）：要转换到的目标坐标系。此例中需转换到北京54高斯投4.
影3度带子午线117E。

地理转换（Geographic Transformation）：目标坐标系与WGS84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参数（ToWGS84）。5.

第四步  影像配准操作步骤
若影像通过准确参数转换到相应的坐标系，导入可准确与矢量数据匹配无需手动配准。

1.  打开ArcMap，增加Georeferencing工具条（如图 8所示）。

图 8 增加Georeferencing工具条

图 9 Georeferencing工具条

   2. 首先将Georeferencing工具条的Georeferencing菜单下Auto Adjust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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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Georeferencing工具条上，点击Add Control Point按钮。

   4. 在影像上点击参照点，然后再点击矢量上对应的参照点。

   5. 按上一步添加一个或多个控制点，在Georeferencing菜单下，点击Update Display。

   6. 在Georeferencing菜单下，点击Rectify，将校准后的影像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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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无偏移影像叠加配准（Auto CAD版）

同步视频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ubyfogh.html

视频教程：如何选择中央子午线或者分度带

第一步  工具准备

AutoCAD2008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bnhpWth

AutoCAD2014（64位）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o6pItVs

BIGEMAP地图下载器：http://www.bigemap.com/reader/download/

相关教程：CAD文件直接导入BIGEMAP进行套合配准（推荐）

案例：等高线完美套合卫星影像教程

本实例使用AutoCAD2008软件进行影像与矢量数据叠加配准。

第一步  影像下载

影像须使用BIGEMAP地图下载器中Google Earth无偏移影像，并具有无Google小水印、免封IP、影像更新
更快等特点。

首先在图源列表中选中Google Earth图源，实现与矢量数据准确套合、叠加。在此通过矩形区域选择下载
边界（如图 1所示），然后双击下载并选择合适的层级(如图 2所示）。

http://www.iqiyi.com/w_19rubyfogh.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pan.baidu.com/s/1bnhpWth
http://pan.baidu.com/s/1o6pItVs
http://www.bigemap.com/reader/download/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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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选择下载边界

第三步  坐标系转换

BIGEMAP提供了投影变换工具，在软件右侧工具列表中(如图 3所示）；点击“投影变换”工具弹出影像投
影变换对话框(如图 4所示）。

图 3 工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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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影像投影变换对话框

参数说明：

源文件：需要转换的源影像图片，支持含投影信息及放射变换参数的影像文件。1.

源坐标系：自动读取源文件的坐标信息。此例中源坐标系为WGS84。2.

输出文件：选择输出影像图片的文件名，支持输出GeoTiff、BMP、Erdas Imaging。3.

目标坐标系：要转换到的目标坐标系[1]。此例中需转换到北京54高斯投影3度带117E子午线。4.

重采样算法：重采样算法影响图像转换质量，数量越好相对速度越慢，可根据需要选择。5.

变换参数：目标坐标系与WGS84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参数（ToWGS84），若无参数可不勾选“指定变换6.
参数”。 

通常项目使用的测量坐标系与WGS84是不同椭球面之间转换，如北京54、西安80、CGCS2000等。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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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七参数布尔莎模型比较严密，即 X 平移， Y 平移， Z 平移， X 旋转（WX）， Y 旋转（WY）， Z 旋
转（WZ），尺度变化（DM）。也可以使用三参数，即 X 平移， Y 平移， Z 平移，而将 X 旋转， Y 旋
转， Z 旋转，尺度变化面DM视为 0。

选择目标坐标系，西安80、北京54、CGCS2000均分为3度带及6度带两种分度带，且分为ZONE（带号）及CM
（子午线）两种坐标系。选择带号与子午线的区别是转换后的X坐标值分别有带号（36XXXXXX.XX）和无带
号（XXXXXX.XX）。若矢量数据X坐标无带号则选择CM，有带号则选择ZONE。

 

图 5 选择目标坐标系对话框

根据经度确定高斯-克吕格投影分度带，如图 6所示为高斯投影分度带分布图。上半部分n为6度带，下半
部分n'为3度带，L为分度带的中央子午线。

图 6 高斯投影分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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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所示设置好各项参数，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投影变换，并输出转换后的影像图片

第四步  影像叠加及配准步骤

在AutoCAD中“插入”→“光栅图像参照”，选择投影变换后的影像图片，弹出插入光栅图像参考对1.
话框（如图 8所示）。

   

图 7 AutoCAD插入光栅图像参照

2. 打开投影变换对话框（如图 4所示）输出目录中与影像文件同名的txt文件，其中记录了图像的基本信
息。

3. 在插入光栅图像参考对话框中输入影像图片的“左下角”坐标，缩放比例输入图像“实际宽度”，选
择角度保持为0。或者“插入点”、“缩放比例”勾选为在屏幕上指定，需手动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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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插入光栅图像参考对话框

若矢量数据为标准平面坐标，且若影像通过准确参数转换到相应的坐标系，导入可准确与矢量数据匹配无
需手动配准。否则进行手动配准影像，执行以下步骤。

4. 使用“工具”→“绘图次序”→“后置”将影像图片后置。

5. 使用“al”命令即对齐功能，在屏幕上指定一个以上参考点。

图 9 屏幕上点击参照点

按上面操作方式，添加一个以上参照点，添加3个参照点后会自动对齐。此例中添加了2个参数，在提
示“指定第三个源点或<继续>：”时，按回车键再输入“y”确认对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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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对齐命令

图 11 AutoCAD配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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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高程数据转成南方CASS的DAT格式

需要的工具

1. BIGEMPA地图下载器（全能版已授权）  下载地址：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2. Global Mapper 14下载地址：Global Mapper 14.1汉化版.rar

第一步：将下载好的高程数据DEM直接拖到global mapper中(如何下载高程DEM？)，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将DEM数据保存为高程点的文本文件，如下图：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globalmapper14.rar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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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后，出现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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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XYZ格式，点击【确定】，弹出对话框，选择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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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逗号】间隔，点击【确定】保存。

第三步：将保存的XYZ格式的文件用EXCEL打开，需要将保存为XYZ的文档后缀名改为TXT，如下图：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378/584

打开空白的EXCEL工具，导入【ABC.txt】文件，如下图：

然后选择打开格式为【txt】，如下图：

 然后选择【ABC.txt】,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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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打开】，如下图：

  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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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逗号】，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点击【完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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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因为南方CASS的经纬度和CAD的经纬度坐标是反的，所以我们需要对换经度和纬度的顺序，对
换后，如下图：（此处是经纬度坐标，也可以转xi'an80或者Beijing54的直角坐标，详见这里）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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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保存为DAT格式

   

4.1 在EXCEL插入两列空白列，如下图：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383/584

 

4.2 在A列插入数字序列,在A列第一行写上数字1，第二行写上数字2，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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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A列，在【开始】-【填充】菜单下选择【系列】如下图：

选择后，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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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确定】，如下图：

 

4.3 另存为DAT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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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另存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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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保存类型为【CSV】，然后将保存后的CSV格式修改后缀名为【DAT】，如下图：

到此，南方CASS 需要的 DAT文件就生成了，用文本文件打开可以看到是这样的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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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用卫星图像到Auto CAD

步骤：

工具准备

影像下载

坐标系转换

影像叠加及配准步骤

工具准备
AutoCAD2008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bnhpWth

AutoCAD2014（64位）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o6pItVs

BIGEMAP地图下载器：http://www.bigemap.com/reader/download/

案例：等高线完美套合卫星影像教程

本实例使用AutoCAD2008软件进行影像与矢量数据叠加配准。

影像下载

http://pan.baidu.com/s/1bnhpWth
http://pan.baidu.com/s/1o6pItVs
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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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须使用BIGEMAP地图下载器中Google Earth无偏移影像，并具有无Google小水印、免封IP、影像更新
更快等特点。

首先在图源列表中选中Google Earth图源，实现与矢量数据准确套合、叠加。在此通过矩形区域选择下载
边界（如图 1所示），然后双击下载并选择合适的层级(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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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下载对话框

坐标系转换
BIGEMAP提供了投影变换工具，在软件右侧工具列表中(如图 3所示）；点击“投影变换”工具弹出影像投
影变换对话框(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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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工具列表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393/584

图4 影像投影变换对话框

参数说明：

Ÿ  源文件：需要转换的源影像图片，支持含投影信息及放射变换参数的影像文件。

Ÿ  源坐标系：自动读取源文件的坐标信息。此例中源坐标系为WGS84。

Ÿ  输出文件：选择输出影像图片的文件名，支持输出GeoTiff、BMP、Erdas Imaging。

Ÿ  目标坐标系：要转换到的目标坐标系[1]。此例中需转换到北京54高斯投影3度带117E子午线。

Ÿ  重采样算法：重采样算法影响图像转换质量，数量越好相对速度越慢，可根据需要选择。

Ÿ  变换参数：目标坐标系与WGS84坐标系之间的转换参数（ToWGS84），若无参数可不勾选“指定变换
参数”。

投影变换参数

通常项目使用的测量坐标系与WGS84是不同椭球面之间转换，如北京54、西安80、CGCS2000等。一般
而言用七参数布尔莎模型比较严密，即 X 平移， Y 平移， Z 平移， X 旋转（WX）， Y 旋转（WY），
Z 旋转（WZ），尺度变化（DM）。也可以使用三参数，即 X 平移， Y 平移， Z 平移，而将 X 旋转， Y
旋转， Z 旋转，尺度变化面DM视为 0。

目标系选择

下载的影像如何做投影转换？

选择目标坐标系，西安80、北京54、CGCS2000均分为3度带及6度带两种分度带，且分为ZONE（带号）
及CM（子午线）两种坐标系。选择带号与子午线的区别是转换后的X坐标值分别有带号（36XXXXXX.XX）和
无带号（XXXXXX.XX）。若矢量数据X坐标无带号则选择CM，有带号则选择ZONE。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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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选择目标坐标系对话框

 如何选择投影转换的分度带? 

根据经度确定高斯-克吕格投影分度带，如图 6所示为高斯投影分度带分布图。上半部分n为6度带，
下半部分n'为3度带，L为分度带的中央子午线。

图6 高斯投影分度带

如图 4所示设置好各项参数，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投影变换，并输出转换后的影像图片。

影像叠加及配准步骤

在AutoCAD中“插入”→“光栅图像参照”，选择投影变换后的影像图片，弹出插入光栅图像参考对1.
话框（如图 8所示）。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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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AutoCAD插入光栅图像参照

2. 打开投影变换对话框（如图 4所示）输出目录中与影像文件同名的txt文件，其中记录了图像的基本
信息。

3. 在插入光栅图像参考对话框中输入影像图片的“左下角”坐标，缩放比例输入图像“实际宽度”，选
择角度保持为0。或者“插入点”、“缩放比例”勾选为在屏幕上指定，需手动配准。

图 8 插入光栅图像参考对话框

若矢量数据为标准平面坐标，且若影像通过准确参数转换到相应的坐标系，导入可准确与矢量数据匹
配无需手动配准。否则进行手动配准影像，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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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工具”→“绘图次序”→“后置”将影像图片后置。

5. 使用“al”命令即对齐功能，在屏幕上指定一个以上参考点。

图 9 屏幕上点击参照点

按上面操作方式，添加一个以上参照点，添加3个参照点后会自动对齐。此例中添加了2个参数，在提示“
指定第三个源点或<继续>：”时，按回车键再输入“y”确认对齐即可。

图 10 对齐命令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397/584

图 11 AutoCAD配准效果图

相关主题
Ÿ  系统要求

Ÿ  地球视图

https://support.google.com/maps/answer/3096703
https://support.google.com/maps/answer/309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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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目标坐标系：就是需要确定矢量数据所使用的坐标系，转换到与矢量数据相同坐标系才能准确的
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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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生成北京54(beijing54)坐标系卫星图像

对应教程请访问：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3.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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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直接打开AutoCAD格式的DXF文件

同步视频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ubyfogh.html

相关帮助：如何打开TXT、DAT、EXCEL文件？ 

注意：（中文乱码）为了打开的中文不出现乱码，保存DXF文件请选择如下的
选项

点击软件左上角【文件】，打开dxf文件，如下图：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浏览】，找到要打开的数据，点击【打开】如下图：

http://www.iqiyi.com/w_19rubyfogh.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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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择】坐标投影，注意：选择坐标投影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的DXF数据是西安80或者北京54或
者CGCS2000或者其他的坐标系，然后在选择对用【地区】，如下图：【帮助：如何选坐标投影？】，
本次打开的是坐标系北京54坐标系，对应的坐标位置是中央子午线117度，如下图：

说明：需要套合的数据一般都是没有转换参数的，所以，不需要勾选七参数，直接【确定】打开数据。

点击【确定】之后，经过数据加载，在BIGEMAP软件中显示出设计的点、线、面等信息，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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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IGEMAP中放大打开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偏移，数据和地图没有完全的吻合，如下图：

  第二步：套合矢量数据和卫星图像

   由于我们要套合的是整个加载的“蚌埠文化广场54-3”数据，因此，我们要选择整个加载的数据文
件，然后点【右键】，弹出对话菜单，选择菜单里面的【套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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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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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开的矢量文件数据与地图（底图）对比，我们找到3个控制点（矢量数据对应到地图上应该在什么
位置），如下图：

上图中三个控制点的位置（右边红色框住的三个位置）分别是：【1'移动到1】、【2'移动到2】、【3'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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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到3】。

首先点击【增加控制点】，然后鼠标点击1'的位置按住鼠标拖到到1的位置；同样，再次点击【增加控制
点】，将鼠标从2'的位置拖到到2的位置，3'拖动到3的位置，完成之后如下图：

（注意：控制点不一定非得选择三个点，一般两个点就可以了，但是间隔必须远一点，一般选择套合范围
靠近四个角的地方来筛选控制点，本例中只是为了描述方法，这么近的三个点实际不可取。）

三个控制点选择完成，然后点击上图中的【套合】，矢量数据会根据你选择的控制点自动进行套合，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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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我们通过套合之后，矢量图已经完全和地图（底图）重叠在一起，这样就完成了对矢
量数据坐标的纠偏，即现在的坐标就是真实准确的经纬度坐标。

然后我们可以将配准好的矢量数据进行保存。（DXF、KML、KMZ、SHP等等任意格式，西安80、北
京54、CGCS2000都可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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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在BIGEMAP软件中对打开的数据进行二次编辑，比如增加、修改、点线面或者颜色、
粗细等等，然后再保存。

技术咨询QQ：384720499   咨询电话：400-028-7262

相关帮助：如何打开TXT、DAT、EXCEL文件？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1.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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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分度带(中央子午线)

同步视频教程：如何选择中央子午线或者分度带

什么是中央子午线？ 什么是分度带?  【百度百科】

第一步：查看你所下载(或者要套合的范围)的图像的经纬度中【经度】所在的范围，如下图：

比如，你要图中这个区域的地图来套合你的矢量数据，点击红色箭头指向的地方，如下图：

从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下载的图像范围或者套合范围的【经度】为116.****，我们只取小数点前面
的整数为116。

第二步：选择3度带、6度带、或者中央子午线

2.1  确认带号或者中央子午线需要如下参考图，如下图所示：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13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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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图，上面部分为6度带，即每间隔经度6度为一个划分；下面为3度带，即每间隔经度3度为一个划
分 ；每个6度带中间的一条竖线为中央子午线。

由于上面我们下载的范围【经度】为116度，对比上图，我们可以选择6度带的带号为20，即zone 20；也
可以选择三度带的带号为39，即zone 39；同时，我们也可以选择中央子午线117。

第三步： 选择对应的分度带进行投影转换。

在BIGEMAP种，选择分度带的时候，含有【3-degree】字符串的表示是3度带，含有【CM】表示是中央
子午线，不含有这两种的是6度带。

第四步：选择分度带和中央子午线的区别：（特别注意）

在进行投影转换之前，如果要和你已经有的矢量数据进行套合、配准，那么一定首先要确认你的矢量数据
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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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3D-MAX制作三维地图模型

相关教程：Arcgis三维地形制作教程

工具准备

1、BIGEMAP地图下载器

2、3DMAX软件

3、global mapper Global mepper 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reader/download/

资料准备

下载你需要 区域的DEM数据和 卫星影像数据。影像须使用BIGEMAP地图下载器中Google Earth无偏移
影像，并具有无Google小水印、免封IP、影像更新更快等特点。

首先在图源列表中选中Google Earth图源，只有此图源可实现高清卫星图像下载和高程等高线下载。
在此通过矩形区域选择下载边界（当然你也可以选折对应的 行政区域下载或者多边形框下载）（如图 1
所示），以下载重庆的某块区域为例加以演示：

下载卫星图像

选定一个区域，下载卫星图像，如下图：

   

注意：红色箭头的地方

下载高程数据

同一个矩形区域，再次双击，选择高程，选择级别，开始下载，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2.html
http://www.bigemap.com/reader/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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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载的高程和卫星图像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对应级别，不需要两个的级别都选择一样，建议：高程下载16
级或者17级，卫星图像级别越高，生成的三维越清晰，越详细。）

下载完成之后,由于是经纬度坐标信息的需要转成大地坐标系的，方便高程海拔高度显示。本案例以
转换成UTM(WGS84)为例子。转换步骤如下图：

启动安装好的Global Mapper软件，启动中文版在安装好的目录下有个chs或则chinese的启动图标，
如下图所示：

将下载好的高程数据（下载目录下的后缀为tiff格式）拖入到global mapper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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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如下图：

选择【投影】，在投影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UTM】，其他默认不变，点击【确定】，之后保存为DEM，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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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输出海拔网格格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M】，如下图：

高程的预处理已经完成，同样的方式将卫星图像也处理成UTM投影方式，如下图：

将下载好的卫星图像（下载目录下的后缀为tiff格式）拖入到global mapper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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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完成后开始保存，保存格式选择【JPG】，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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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打开3DMAX软件,导入经过Global Mapper 处理过后保存的DEM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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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保存DEM为OBJ格式，如下图：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417/584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418/584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419/584

关闭3DMAX中的DEM文件，然后再打开OBJ的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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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之后，就是3D模型，需要为该模型贴上材质，也就是下载高清卫星图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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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按照红色箭头 1->2->3的步骤【点击】，双击第2步的【Bitmap】或【位图】弹出如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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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依次点击下图中红色箭头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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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图红色按钮，选择uvw贴图或者uvw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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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完之后，鼠标移动到[透视][真实]按下鼠标拖动，即可贴图成功。

最后 生成的三维效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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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进行以上测试，可联系客服人员索要数据（任意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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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通过ArcScene 建立三维地图模型

同步视频教程

(一)：http://www.iqiyi.com/w_19ruc41go1.html
（二）：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相关介绍：3DMAX三维地形图制作教程

工具准备

1、BIGEMAP地图下载器

2、ARCGIS10.2

3、global mapper 

ARCGIS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Global mepper 下载地址：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资料准备

下载你需要 区域的DEM数据和 卫星影像数据。

影像须使用BIGEMAP地图下载器中Google Earth无偏移影像，并具有无Google小水印、免封IP、影像
更新更快等特点。

首先在图源列表中选中Google Earth图源，只有此图源可实现高清卫星图像下载和高程等高线下载。
在此通过矩形区域选择下载边界（当然你也可以选折对应的 行政区域下载或者多边形框下载）（如图 1

http://www.iqiyi.com/w_19ruc41go1.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74.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74.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8.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Produc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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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以下载重庆的某块区域为例加以演示：

下载卫星图像

选定一个区域，下载卫星图像，如下图：

   

注意：红色箭头的地方。

下载高程数据

同一个矩形区域，再次双击，选择高程，选择级别，开始下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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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载的高程和卫星图像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对应级别，不需要两个的级别都选择一样，建议：高程下载16
级或者17级，卫星图像级别越高，生成的三维越清晰，越详细。）

下载完成之后,由于是经纬度坐标信息的需要转成大地坐标系的，方便高程海拔高度显示。本案例以
转换成UTM(WGS84)为例子。转换步骤如下图：

  

点击【设置】，如下图：

 选择【投影】，在投影的下拉列表框中选择【UTM】，其他默认不变，点击【确定】，之后保存为DEM，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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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输出海拔网格格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DEM】，如下图：

  高程的预处理已经完成，同样的方式将卫星图像也处理成UTM投影方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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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打开ARC SCENE ,打开ARC SCENE过后，打开转换后的卫星影像，打开过后步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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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箭头所指的【+】号，首先添加刚才转成UTM投影的卫星图像，打开如下图：

然后鼠标指到左边打开的卫星图像的文件名，点击【右键】，弹出属性框，选择【属性】，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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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图中，选择红色【1】箭头指向，打开刚才转换之后的DEM高程数据，然后【添加】，然后【确
定】，如下图：

到此，三维已经生成好了，三维的图像效果清晰度和你下载的卫星图像级别有关系，高程级别越高，三维
轮廓越精细，卫星图像级别越高，三维效果越清晰，另外属性框里面还可以设置海拔高度的缩放比例系数，
以及精细化的程度，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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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对话框红色框选处设置高程的缩放比例，例如设置为2，则高程放大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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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的红色框选处，设置三维的渲染效果，计算机允许的情况下，可设置为最高。

增加三维底座教程：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如需进行以上测试，可联系客服人员索要数据（任意地方）

http://www.iqiyi.com/w_19rv62kp5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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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GIS破解教程（arcgis10.2(含ARCGIS下载地址）

 

准备工具：arcgis软件(arcgis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i5uMzU9）

  下载完成后解压，会看到三个文件夹，如下图：

  第一步：安装licensemanager

  打开licensemanager文件，点击setup.exe运行安装，如下图：

http://pan.baidu.com/s/1i5uMzU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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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完成后，启动licensemanager程序，暂时关闭服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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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复制破解文件夹里边的破解文件：【Service.txt和ArcGIS.exe】替换licensemanager安装好
目录下bin目录下的相同文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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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安装ARCGIS10.2，打开解压文件夹，点击setup.exe，开始安装ARCGIS，如下图：

  【注意】：安装完成后，点击完成会弹出一个ArcGIS Administrator窗口，不用管它，直接关闭！！！
 

点击完成，随后弹出继续中文包安装，点击安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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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步，安装完成后，重新打开licensemanager，启动服务，然后点击【重新读取许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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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获取成功后，打开ArcGIS Administrator，选择【Arcinfo浮动版】，下边输入localhost，如图
红色框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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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成功了。打开ArcMap10.2，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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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EMAP行业应用案例

 

BIGEMAP地图在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外业调查中的应用

BIGE MAP下载器在农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勘测定界中的应用

BIGEMAP地图下载器在城市道路数据库更新中的应用

BIGEMAP地图下载器和ARCMAP软件进行影像配准

BIGE MAP地图下载器在农村新型社区调查中的应用

BIGE MAP地图下载器在水土保持监测中的应用

BIGE MAP谷歌卫星地图下载器在林业(外业调查和内业区划)应用简介

BIGE MAP谷歌卫星地图下载器在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中的应用

BIGE MAP谷歌卫星地图下载器在水利应急指挥系统中的应用

BIGE MAP谷歌卫星地图下载器在遥感行业的应用

BIGEMAP地图下载器 在城市总体规划学习中的应用

BIGE MAP下载器在农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勘测定界中的应用

BIGE MAP地图下载器在林业项目中的应用

BIGE MAP地图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的应用简介

BIGE MEP在城市轨道交通应用

利用BIGMAP下载卫片作为测量底图

使用BIGEMAP制作OSGEARTH瓦片地图

BIGE MAP谷歌卫星地图下载器在林业征占用地中的使用

http://wenku.baidu.com/view/ea093f9e9b89680202d8250c.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ea093f9e9b89680202d8250c.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9701e219561252d381eb6e5e.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9701e219561252d381eb6e5e.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7422916cb7360b4c2f3f644f
http://wenku.baidu.com/view/7422916cb7360b4c2f3f644f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b1a156c465ce05087732134e
http://wenku.baidu.com/view/259d405b4b73f242326c5f56
http://wenku.baidu.com/view/259d405b4b73f242326c5f56
http://wenku.baidu.com/view/75ed0bf6ec3a87c24128c451
http://wenku.baidu.com/view/75ed0bf6ec3a87c24128c451
http://wenku.baidu.com/view/388a666fa300a6c30d229f50
http://wenku.baidu.com/view/388a666fa300a6c30d229f50
http://wenku.baidu.com/view/99b3ca71de80d4d8d05a4f53
http://wenku.baidu.com/view/99b3ca71de80d4d8d05a4f53
http://wenku.baidu.com/view/8d64b3abd15abe23492f4d52
http://wenku.baidu.com/view/8d64b3abd15abe23492f4d52
http://wenku.baidu.com/view/b863e4a349649b6649d7475c
http://wenku.baidu.com/view/b863e4a349649b6649d7475c
http://wenku.baidu.com/view/b863e4a349649b6649d7475c
http://wenku.baidu.com/view/b863e4a349649b6649d7475c
http://wenku.baidu.com/view/b863e4a349649b6649d7475c
http://wenku.baidu.com/view/b863e4a349649b6649d7475c
http://wenku.baidu.com/view/83d9c722f01dc281e53af071
http://wenku.baidu.com/view/83d9c722f01dc281e53af071
http://wenku.baidu.com/view/68d65bf5bceb19e8b8f6ba71
http://wenku.baidu.com/view/68d65bf5bceb19e8b8f6ba71
http://wenku.baidu.com/view/fabcfc7690c69ec3d5bb7571
http://wenku.baidu.com/view/fabcfc7690c69ec3d5bb7571
http://wenku.baidu.com/view/fabcfc7690c69ec3d5bb7571
http://wenku.baidu.com/view/60e17968cc7931b764ce1514.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0e17968cc7931b764ce1514.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0e17968cc7931b764ce1514.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0e17968cc7931b764ce1514.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0e17968cc7931b764ce1514.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b9e2a48b90d6c85ed3ac60c.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b9e2a48b90d6c85ed3ac60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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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地图开发
Bigemap APP（Android）手机离线地图使用说明
 

下载地址：点我下载

说明：

1.本软件只支持Bigemap软件下载的瓦片。为了保证最好的离线效果，下载的地图源请使用谷歌地图(无偏
移)和天地图(墨卡托)两种。

2.软件的运行需要GPS和读取瓦片的权限，安装软件过程中如出现以下询问框，请允许：

  

使用方法：

一．如何下载瓦片

下载的瓦片有两种方式，分别为MBTiles格式下载和直接下载。选择自己需要的区域，双击弹出下载的选
项：

1.选择MBTiles格式数据下载：

http://bigemap.com/Home/Product/product/id/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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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直接下载瓦片：

 

二．如何放置下载的数据

若使用MBTiles格式下载数据，请将下载后的数据放在手机根目录下面的com.bigemap/importtiles，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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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选择了直接下载的瓦片，请将下载后的数据放在手机根目录下面的com.bigemap/maptiles(默认加载)
或com.bigemap/satellitetiles(需手动切换)目录下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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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机端如何使用

若使用MBTiles格式下载数据，此时需要手动将下载的数据导入进来

依次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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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导入的数据，点击确定，等待导入完成，此时就可以浏览了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454/584

若选择了直接下载的瓦片，不需要做任何的设置，此时就可以浏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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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离线地图API概要解析

1.说明

离线地图发布有多种方式均可以实现，可以利用ArcGis Server、GeoServer等构建地图Web服务器，
还可以使用 谷歌地图、百度地图等API进行地图发布服务。本篇主要简单介绍如何调用Google离线地
图API实现地图标注、获取坐标、及其他参数的设置。【如何发布Google离线地图】

2.实现

Google地图规定了地图瓦片在存放的目录命名方式和层级关系。通过Http请求地图的层级（放大级别）
、坐标值对应的瓦片，服务器向客户端返回结果实现。

第一步：引入谷歌地图核心JS文件后，使用原型和构造函数的方法创建一个基础的地图对象 ,分别定
义了瓦片的大小，允许最大缩放层级，允许最小缩放层级，名称以及引入瓦片地图。如下：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width=device-width, initial-scale=1.0, user-
scalable=no"/>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Google API离线地图</tit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mapapi.js"></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maplabel-compiled.js"></script>
 <style>
  html { height: 100%; }
  body { height: 100%; margin: 0; padding: 0; }
  #map_canvas { height: 100%; }
 </style>
 </head>
 <body>
   <div id="map_canvas"></div>
 </body>
 </html>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function BigeMap() { }
 BigeMap.prototype.tileSize = new google.maps.Size(256, 256);//瓦片大小
 BigeMap.prototype.maxZoom = 19;//允许最大缩放层级
 BigeMap.prototype.minZoom = 5;//允许最小缩放层级
 BigeMap.prototype.name = "地图";
 BigeMap.prototype.getTile = function (coord, zoom, ownerDocument) {
   var img = ownerDocument.createElement("img");
   img.style.width = this.tileSize.width + "px";
   img.style.height = this.tileSize.height + "px";
   //定义瓦片的相对路径
   var strURL = '电子地图瓦片目录/';
   //其中zoom为层级，x可以理解为该瓦片在整个地图中的列数，y为行数，图片格式下载的时候选
择png或者jpg，我这里是png格式
   strURL += zoom + "/" + coord.x + "/" + coord.y + '.png';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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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g.src = strURL;
   return img;
 };
 var localMap = new BigeMap();
 var satel=new BigeMap();
 satel.name='卫星影像';
 satel.getTile = function (coord, zoom, ownerDocument) {
   var img = ownerDocument.createElement("img");
   img.style.width = this.tileSize.width + "px";
   img.style.height = this.tileSize.height + "px";
   var strURL = '卫星影像瓦片目录/';
   strURL += zoom + "/" + coord.x + "/" + coord.y + '.png';
   img.src = strURL;
   return img;
 };
 var myOptions = {
   center: new google.maps.LatLng(23.56,104.252), //地图中心坐标
   zoom: 4,    //地图层级
   mapTypeControl: true,  //默认右上角显示地图名称
   mapTypeControlOptions: {
   mapTypeIds: ['satel', 'localMap']
  }
 };
 //创建一个map对象，以下代码使用参数(myOptions)在<div> 元素 (id为map_canvas) 创建了
一个新的地图，并默认在地图右上角显示 卫星影像和电子地图切换
 var map = new google.maps.Map(document.getElementById("map_canvas"), myOptio
ns);
 map.mapTypes.set('localMap', localMap);
 map.mapTypes.set('satel', satel);
 map.setMapTypeId('localMap'); //设置默认显示的地图为卫星影像
</script>

自此，已经成功创建离线地图，只需下载相应的地图瓦片放在指定目录中即可浏览，并可随意切换地
图，按照上述方法还可新增地图源。下面简述如何调用API添加标注、获取坐标等。

添加标注

var marker = new google.maps.Marker({

  position: new google.maps.LatLng(27.56,104.252),//设置标注所在经纬度坐标（此为必须）

  icon:'icon.png',//自定义标注图标，不写就默认使用Google默认图标

  draggable: true,//标注是否支持鼠标拖拽

 title:"Hello World!"//标注的名称

});
 marker.setMap(map);//将定义的标注显示在地图上

注意：以上 marker.setMap(map)可以不需要，直接在marker变量中新增map：map即可，在下面添加
多边线、线、圆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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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地图中心坐标

map.getCenter();

获取地图层级

map.getZoom();

    例如鼠标滚动获取地图层级：

         google.maps.event.addListener(map,'zoom_changed',function (event)

    {
    document.getElementById("showZoom").innerHTML = map.getZoom();
    });

      鼠标移动获取经纬度坐标

  google.maps.event.addListener(map,'mousemove',function (event){

     document.getElementById("showLatlng").innerHTML=

  event.latLng.lng()+','+event.latLng.lat();
  });

 绘制折线

//定义一个点坐标数组变量，将所有点从头到尾连成一条线
  var flightPlanCoordinates = [
    new google.maps.LatLng(37.772323, -122.214897),
    new google.maps.LatLng(21.291982, -157.821856),
    new google.maps.LatLng(-18.142599, 178.431),
    new google.maps.LatLng(-27.46758, 153.027892)
  ];
  var flightPath = new google.maps.Polyline({
    path: flightPlanCoordinates,//相应点坐标
    strokeColor: "#FF0000",//定义线条颜色
    strokeOpacity: 1.0, //线条透明的 取值0~1.0之间，由完全透明到不透明
    strokeWeight: 2 //线条粗细，单位为px
  });
  flightPath.setMap(map);//将线条显示在地图上

 绘制多边形

var coords = [
  new google.maps.LatLng(25.774252, 100.190262),
  new google.maps.LatLng(18.466465, 106.118292),
  new google.maps.LatLng(32.321384, 104.7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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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google.maps.LatLng(25.774252, 100.190262)
];
polygon = new google.maps.Polygon({
  paths: coords,
  strokeColor: "#FF0000", //边线颜色
  strokeOpacity: 0.8, //边线透明度
  strokeWeight: 2,  //边线粗细
  fillColor: "#FF0000", //填充颜色
  fillOpacity: 0.35 //填充透明度
});
polygon.setMap(map); //将多边形显示在地图上

 绘制圆形、矩形和上述方法类似， 不再重复，下面介绍信息窗口（InfoWindow）。

InfoWindow 在地图上方的浮动窗口中显示内容， 通过点击地图上的Marker，看到活动的信息窗口。

InfoWindow 构造函数采用的是 InfoWindow options 对象，该对象指定了用于显示信息窗口的一组
初始参数。在创建信息窗口的过程中，系统不会在地图上添加信息窗口。要显示信息窗口，您需要调用
InfoWindow 上的 open() 方法，向其传递要在其中打开信息窗口的 Map，以及向其传递用于锚定信息窗
口的 Marker（可选）。（如果未提供任何标记，那么，会在其 position 属性上打开信息窗口）。

InfoWindow options 对象是包含以下字段的对象常量：

 ★ content 包含了信息窗口打开时，系统要在其中显示的文本字符串或 DOM 节点。

 ★ pixelOffset 包含了从信息窗口的顶部到信息窗口锚定位置的偏移量。实际上，您不应也无需
修改此字段。

 ★ position 包含了此信息窗口锚定位置的 LatLng。请注意，在标记上执行打开信息窗口操作时，系
统会自动使用一个新位置更新该值。

 ★ maxWidth 指定了信息窗口的最大宽度（以像素为单位）。

InfoWindow 的内容可以是文本字符串、HTML 代码段或 DOM 元素本身。要设置此内容，请在
InfoWindow options 构造函数中传递该内容，或者对InfoWindow显式调用 setContent()。如果想要显式
调整内容的大小，您可以使用 <div> 进行此操作，如果您愿意，还可以启用滚动功能。请注意，如果您
没有启用滚动功能，而内容的大小又超过了信息窗口的可用空间，那么，内容可能会从信息窗口中“溢”
出。

InfoWindow 可附加到 Marker 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位置取决于标记的位置）上，或附加到
地图本身指定的 LatLng 位置上。如果您一次只想显示一个信息窗口（正如 Google Maps 上的相应行
为），那么，您只需创建一个信息窗口，然后在地图事件（例如用户点击）执行过程中将此信息窗口重新
分配到不同的位置或标记中。但与 Google Maps API 第 2 版中的相应行为不同的是，如果您选择进行上
述操作，那么，地图可能会立即显示多个 InfoWindow 对象。

要更改信息窗口的位置，您可以对信息窗口调用 setPosition() 以显式的方式更改其位置，或者使
用 InfoWindow.open() 方法将信息窗口附加到新标记上。请注意，如果您在没有传递标记的情况下调用
了 open()，那么，InfoWindow 将会使用在构建过程中通过 InfoWindow options 对象指定的位置，代码
如下：

// 定义显示内容，可以使用html标签显示内容效果
var contentString = '<div id="content">'+
    '<div id="siteNotice">'+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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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id="firstHeading">Bigemap地图下载器</h3>'+
    '<div id="bodyContent">'+
    '<p>2016高清卫星影像资料下载(自动拼接，含经纬度和投影信息)、高程等高线下载(支
持AutoCAD矢量)、三维地图、影像精度0.25、无偏移套合、支持【投影转换】转西安80\北
京54\CGCS2000、在线标注、标准分幅、KML、Arcgis、Mapinfo、Global Maper、MapGIS（提供GIS地理
信息处理\发布咨询）'+
    '</p>'+
    '<p>官方地址： <a href="http://www.bigemap.com">'+
    'http://www.bigemap.com</a></p>'+
    '</div>'+
    '</div>';
var infowindow = new google.maps.InfoWindow({
    content: contentString, //显示内容
    maxWidth:400 //定义最大宽度
});
var marker = new google.maps.Marker({
    position: new google.maps.LatLng(27.56,104.252),
    map: map,
    title:"Bigemap"
});
//点击Maker标注显示InfoWindow
google.maps.event.addListener(marker, 'click', function() {
  infowindow.open(map,marker);
});

效果如下图：

以上就是Google离线地图API简单功能开发示例的详细解析，更多相关可参考Google地图官方API文档，推
荐API之家的 【google地图参考手册】

http://www.apihome.cn/api/googlemap/
http://www.apihome.cn/api/google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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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百度离线地图发布】 【谷歌离线地图发布】

体验案例( 用户名/密码：admin )：【www.bigemap.com/bmap/login.html】 
【www.bigemap.com/google/login.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3.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2.html
http://www.bigemap.com/bmap/login.html
http://www.bigemap.com/bmap/log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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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I离线地图发布

离线地图发布支持百度离线地图、谷歌离线地图、谷歌earth离线地
图、ARCGIS离线地图发布。

离线地图发布，详询：

电话：400-028-7262；028-65472965

Q Q：38472965；181005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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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离线地图发布工具（教程）
 1、简介

BIGEMAP一键离线地图发布服务器主要帮助企业内部（局域网）环境搭建私有地图服务。支持一键快
速发布，无需二次开发，无需配置环境，安装即可发布离线地图，可应用在局域网地图发布，内网地图发
布，手持设备地图发布，移动端地图发布。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实现地图浏览。

支持离线地图的标绘：点、线、面、上传图片等等

图 1 离线地图示例

2、安装

点击【软件下载】解压后，双击bssetup.exe运行安装程序，开始安装BIGEMAP一键离线地图发布，按向导
逐步执行。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tool.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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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运行安装程序

安装完成后运行“BIGEMAP一键离线地图发布.exe”程序，点击 按钮启动地图服务

（如图 3 启动离线地图服务所示），点击 即可查看离线地图效果。如不能启动服务，请
确认配置（见3.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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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启动离线地图服务

3、配置

3.1 服务配置

网络服务端口配置。点击离线地图发布服务器 按钮，弹出服务配置对话框。根据用户
服务的端口使用情况，选择合适的网络端口，用于网络访问。如图 4 服务端口配置所示，仅需配置三个
参数即可。

1) Bengine端口：网络Web服务器端口，根据需要配置端口。

2)Bengine核心数：服务工作进程，通常设置为电脑CPU核心数。

3)BCGI端口：页面逻辑处理服务端口，根据需要配置端口，与Bengine端口不能相同。

4)查看端口：可查看当前电脑网络端口占用情况，以便确认端口是否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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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服务端口配置

3.2 标注管理(点、线、面标绘)

离线地图网站后台配置。点击离线地图发布服务器 按钮，进入后台登陆页面（默认直
接点击登陆即可），登陆后进入后台管理页面（如图 5 离线地图网站后台所示）。

1)基础配置：设置离线地图打开浏览的时候的初始级别和屏幕的中心点。

2)创建图文标注（定点标注）： 指定经纬度坐标创建图文标注。

3)其他设置：设置离线地图首页标题。

4)效果预览：预览前台发布后效果。

在线标绘详解：参看最后的标绘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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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离线地图网站后台

4、瓦片下载及导入

4.1 瓦片下载

通过BIGEMAP地图下载器（www.bigemap.com）下载瓦片数据。

打开BIGEMAP地图下载器，切换要下载的地图源，矩形、多边形、行政边界框选下载区域双击下载。
弹出下载对话框（如图 6下载瓦片所示）

1)“存储选项”选择“瓦片：BIGEMAP”，图片格式选择“PNG (*.png)”格式。

2) 根据需要勾选下载级别。建议大区域下载低级别，越精确的小区域下载高级别。例如标注成都天
府广场推荐下载方式：中国范围：1~8级；四川范围：9~10级；成都范围：11~12级；成都绕城内：13~15
级；成都一环内16~19级。结合实际使用区域下载瓦片，避免数据量过大。

http://www.bigema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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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下载瓦片

通过BIEGMAP地图下载器下载瓦片后，会生成相应的数据信息文件（如图 7 瓦片下载的数据目录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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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瓦片下载的数据目录

4.2 瓦片导入

将下载的瓦片数据部署到离线服务器目录中。点击离线地图发布服务器 按钮，弹出选
择对话框，选择上一步下载的瓦片目录中的map.ini文件即可。系统将自动识别、导入瓦片数据，可点击

按钮查看发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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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导入瓦片到离线发布服务器

5、标注管理及导入

5.1网站后台标注管理

点击离线地图发布服务器 按钮，进入后台登陆页面（默认直接点击登陆即可），登陆
后进入后台管理页面（如图 9 网站后台标注管理所示）。点击左上角工具栏即可添加点、圆、线、多边
形、矩形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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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站后台标注管理

5.2  数据导入导出

点击离线地图发布服务器 按钮，打开数据管理对话框（如图 10 服务器标注管理所
示）。点击左上角切换不同类型标注，以编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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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服务器标注管理

导入标注数据：点击 按钮弹出导入数据对话框（如图 11 导入标注数据所示），导入格式
示例如图 12 数据格式示例，包括经纬度、名称等信息。

图 11 导入标注数据

1) 导入类型

仅导入点（全部对象作为点导入）：将每一行数据作为独立的点导入；

点、线、面：（须指定“线/多边形标识列”）根据名称或分段标识列区分类型导入。

2)坐标列号

点名Number（可选）：指定点名称的列序号；

经度/X/Longitude：指定经度的列序号；

纬度/Y/Latitude：指定纬度列序号；

描述信息（可选）：指定对象描述信息列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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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坐标分割

支持导入CSV或文本文件，指定分隔符分割列数据。如CSV通常为逗号（,）分割。

4)其他

起始行：表示从第几行还是读取数据；

线/多边形标识列：指定分段标识列序号，用于识别对象（如图 12 数据格式示例所示中“名称/分
段”列）。

图 12 数据格式示例

 6、标绘操作说明

在软件的主面板上点击 ，弹出离线地图的后台管理。直接点击登录，进入后台管理页
面，页面的左上角是标绘的工具条（如下图6.1），页面的右边是离线地图发布的控制管理（如下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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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红色标记1：标绘可用的工具栏包括：标记点、画圆、画多边形、画线条、画矩形框（注：手掌是拖
动地图；点击【颜色】的地方，弹出设置框，如下图）

这里可设置标绘的 颜色、粗细、已经填充透明度等。

红色标记2：清除掉你所标绘的某一类标记，在标绘的过程中可以点击【右键】取消当前的某一个标
绘。

红色标记3：切换地图的显示模式：卫星图像    电子地图

        

        重点：图文标注

左上角工具栏里面，切换到手掌， 然后在地图任意位置点击鼠标【

右键】，弹出 ，点击一下，会出现一个标记点 ，鼠标指着这个标记点点【右键】，

弹出对话框： 点击【修改】，出现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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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添加图片，文字，地址，电话等等，添加好了之后，点击【保存】。退后地图上会出现你标
记的点信息。

  6.2离线地图浏览配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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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标记1：修改登录后台管理的用户名密码，相当于管理员账号

红色标记2：设置离线地图发布后，打开网页浏览的默认初始级别和显示在屏幕的中心位置。

红色标记3：定点设置【图文标注】

红色标记4：离线地图页面标题，以及操作的简单说明

红色标记5：离线地图标注好了之后，可以在这里预览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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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OpenLayer发布离线地图

一. 说明：

    本实例中使用的Openlayer 版本为最新的 Openlayer3，地图下载器使用的是Bigemap 地图下载
器。

    Openlayer 下载地
址：https://github.com/openlayers/ol3/releases/download/v3.20.1/v3.20.1-dist.zip

二. 下载地图瓦片

1.打开Biemap地图下载器，框选要发布的地图范围，双击弹出下载选项框，瓦片类型选择谷歌，文件类型
建议使用png 格式，以获得最佳清晰度。

三.配置Openlayer:

地图瓦片下载完成之后 ，将瓦片放置在网站目录下的tile文件夹中。

https://github.com/openlayers/ol3/releases/download/v3.20.1/v3.20.1-dist.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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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一个index.html文件，放在网站目录下。

引入下载的Openlayer文件，这两个文件都需要引入

    

最后文件结构如下图：

    

index.html的HTML部分如下图：

  

JS部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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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配置好了，在浏览器中输入网站地址，可以正常浏览了，如下图：

点我下载源码

http://bigemap.com/Uploads/file/openlayer.rar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479/584

如何发布ArcGIS Server离线地图(google 瓦片)

说明

本案例实现内容：GoogleEarth瓦片地图的获取、在ArcGIS Server Manger中发布下载好的影像瓦片数据。

工具准备

1、BIGEMAP地图下载器 http://www.bigemap.com/reader/download/

2、ARCGIS10.2     http://pan.baidu.com/s/1i5uMzU9

3、ARCGIS SERVER   http://pan.baidu.com/s/1o8k7LUi

一、下载瓦片数据

启动BIGEMAP地图下载器，选择【谷歌地球】，选在你要下载的区域，双击下载区域，选择级数，如下图:

由于我们需要导出ArcGIS选择【 】

下载完成后，下载好的目录里面有个【conf.xml】文件，如果要拷贝瓦片到其他地方，这个文件要一
起拷贝走，并且保存位置不发生变化，ARCGIS 发布的时候会自动读取这个文件。如下图：

http://www.bigemap.com/reader/download/
http://pan.baidu.com/s/1i5uMzU9
http://pan.baidu.com/s/1o8k7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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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ArcGIS中发布服务

首先确认arcgiser server是否按照完成，在浏览器输
入：http://localhost:6080/arcgis/manager/ 如果可以正常访问，就证明已安装好，可以进行地图发
布了。安装时默认的用户名：admin 密码 admin

打开arcMap，单击添加数据按钮，如下图：

单击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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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查找范围内没有找到你下载的文件夹，然后单击连结到文件夹按钮，连结到你下载瓦片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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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在查找范围内找到你下载瓦片的文件夹了，把刚下载好的瓦片文件在arcMap中打开，可以预览到瓦
片地图，依次选择文件，共享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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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对话框，点击”下一步“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484/584

选择一个连结，并填写一个服务名称（如果选择一个连结为灰色，请确认安装好了arcgisServer）：

http://pan.baidu.com/s/1y1L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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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继续”，弹出服务编辑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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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单击发布，至此在ArcGIS中发布GoogleEarth瓦片为网络地图服务完成，在浏览器中输
入localhost:6080/arcgis/manager/，输入安装Arcgis Server时设置的用户名称密码就可以查看刚刚发
布的地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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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布google离线地图及二次开发API

相关教程：

一键离线地图发布（工具下载） 使用教程

谷歌离线地图API接口文档及接口调用实例

百度离线地图发布教程 

手机离线地图发布——Oruxmaps制作发布高清卫星离线地图

谷歌离线地图发布API解析

说明：

1. 当前版本支持 谷歌电子/卫星地图瓦片、高德地图、阿里云地图、超图、腾讯地图等（只需下载该地
图源的瓦片拷贝到指定目录即可）；

2. 效果预览演示地址：http://www.bigemap.com/google 

后台编辑体验地址：http://www.bigemap.com/google/login.php 可随意在后台添加/修改标注，账号密
码均为：admin

（只下载了部分谷歌地图瓦片作为离线样本，某些地方无法显示视为正常，包含全国4-12级，部分成
都13-16级）

3.  我们可以提供离线发布源代码(价格：3000RMB)，技术支持，助你一分钟快速开发部署离线地图服
务器。

在BIGEMAP下载器中下载以上（后面有介绍如何下载瓦片）放在指定目录下就可以使用浏览器查看自
己的离线地图啦，还可在后台随意添加 图文、点、线、面、图文等标注，如下图：

谷歌电子地图预览：

http://download.maptool.cn/maptool/bmtool.rar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79.html
http://www.bigemap.com/offlinemaps/google/index.html
http://www.bigemap.com/offlinemaps/google/index.html
http://www.bigemap.com/offlinemaps/google/index.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3.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4.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4.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4.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77.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77.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77.html
http://www.bigemap.com/google
http://www.bigemap.com/google/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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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卫星地图预览：

高德地图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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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右上角  添加多种地图，每一种地图加载相应目录的离线地图瓦片。

针对有离线发布需求的客户我们将提供离线发布压缩包文件

下面介绍离线发布具体步骤：

一、解压文件，安装xampp5.2.2集成包

二、安装完成后在以下控制面板中，点击左边 安装Apache和MySQL服务，再单击中间 按钮，打
开Apahce和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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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为以下状态即为正常：

三、打开计算机C盘，找到xampp文件夹并打开，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492/584

把 C:\xampp\htdocs 目录下的两个文件删除，

 

把“google离线地图源码.rar”放在该目录下并解压，把解压的文件全部放在此目录（C:\xampp\htdocs）
下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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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浏览器首次访问以下地址：http://localhost/ 或 http://127.0.0.1/会自动导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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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浏览器再访问http://localhost/或 http://127.0.0.1/即可访问默认的离线地图了，局域网内其他
电脑输入本机内网IP地址也可以访问（注意关闭防火墙）

六、登录离线地图后台管理

访问地址：

本机访问地址：http://localhost/login.php 或 http://127.0.0.1/login.php

局域网内其他主机：http://本机内网IP/login.php

账号信息：

管理员账号：admin 密码：admin

默认一般账号：test 密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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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管理界面：

地图控制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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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可以隐藏右边控制面板

七、离线地图瓦片下载

打开Bigemap地图下载器（需要授权才可以下载瓦片），选择对应的地图源，用矩形框选择需要下载的区
域，双击下载（注意：存储选项必须选择“瓦片谷歌”，格式选择“png”，级别勾上从低级到所需较高
级别）

建议：大区域下载低级别，越精确的小区域下载高级别

例如（标注成都天府广场）：最佳下载方式：中国地图：1-8级 四川：9-10级  成都：11-12级  成
都三环内：13-15级  成都一环内：16-19级 , 注意把中心坐标选择为 成都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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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下载的离线电子地图瓦片拷贝在C:\xampp\htdocs\电子地图瓦片 目录中，如图：

注意：卫星地图瓦片拷贝在C:\xampp\htdocs\卫星地图瓦片目录中，其他地图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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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关内容请参考 【Google离线地图API解析】

后台编辑演示地址：http://www.bigemap.com/google/login.php 可随意在后台添加/修改标注

账号密码均为：admin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3.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3.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3.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93.html
http://www.bigemap.com/google/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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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布百度离线地图及二次开发API

相关教程：

一键离线地图发布-工具下载 使用教程

百度离线地图API接口文档及接口调用实例

谷歌离线地图发布  教程

手机离线地图发布——Oruxmaps制作发布高清卫星离线地图

说明：

1.当前版本支持百度电子地图瓦片和百度卫星地图瓦片；

2.效果预览演示地址：http://www.bigemap.com/bmap 

后台编辑体验地址：http://www.bigemap.com/bmap/ 可随意在后台添加/修改标注，账号密码均
为：admin

（只下载了部分地图瓦片作为离线样本，某些地方无法显示视为正常，包含全国5-12级，部分成都13-16
级）

3.我们可以提供离线发布源代码(价格：3000RMB)，技术支持，助你一分钟快速开发部署离线
地图服务器。

在BIGEMAP下载器中下载百度瓦片（后面有介绍如何下载瓦片）放在指定目录下就可以使用浏览器查
看自己的离线地图啦，还可在后台随意添加点、线、面、图文等标注，如下图：

电子地图预览：

http://download.maptool.cn/maptool/bmtool.rar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79.html
http://www.bigemap.com/offlinemaps/bmap/index.html
http://www.bigemap.com/offlinemaps/bmap/index.html
http://www.bigemap.com/offlinemaps/bmap/index.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4.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4.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4.html
http://www.bigemap.com/bmap
http://www.bigemap.com/b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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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地图预览：

针对有离线发布需求的客户我们将提供百度离线发布压缩包文件

下面介绍离线发布具体步骤：

一、解压文件，安装xampp5.2.2集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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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装完成后在以下控制面板中，点击左边 安装Apache和MySQL服务，再单击中间 按钮，打
开Apahce和MySQL

成功为以下状态即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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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开计算机C盘，找到xampp文件夹并打开，

把 C:\xampp\htdocs 目录下的两个文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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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百度离线源码.rar”放在该目录下并解压，把解压的文件全部放在此目录（C:\xampp\htdocs）下 ，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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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浏览器首次访问以下地址： http://localhost/ 或 http://127.0.0.1/ 会自动导入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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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浏览器再访问 http://localhost/ 或 http://127.0.0.1/即可访问默认的离线地图了，局域网内
其他电脑输入本机内网IP地址也可以访问（注意关闭防火墙）

六、登录离线地图后台管理

访问地址：

  本机访问地址：http://localhost/login.php 或 http://127.0.0.1/login.php

  局域网内其他主机：http://本机内网IP/login.php

账号信息：

  管理员账号：admin 密码：admin

  默认一般账号：test 密码：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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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管理界面：

地图控制面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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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离线地图瓦片下载

打开Bigemap地图下载器（需要授权才可以下载瓦片），选择百度地图，用矩形框选择需要下载的区域，
双击下载（注意：存储选项选择“瓦片百度”，级别勾上从低级到所需较高级别）

建议：大区域下载低级别，越精确的小区域下载高级别

例如（标注成都天府广场）：最佳下载方式：中国地图：1-8级 四川：9-10级  成都：11-12级  成
都三环内：13-15级  成都一环内：16-19级 , 注意把中心坐标选择为 成都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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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下载的离线电子地图瓦片放在C:\xampp\htdocs\maptile目录中，如图：

注意：卫星地图瓦片放在C:\xampp\htdocs\maptile2目录中

后台编辑演示地址：http://www.bigemap.com/bmap/login.php 可随意在后台添加/修改标注

账号密码均为：admin

http://www.bigemap.com/bmap/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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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离线地图——基于OruxMaps离线高清卫星地图制作发布

工具准备：

1、BIGEMAP地图下载器

2、Global mapper 14 下载

3、OruxMapsDesktop  下载，需要安装JAVA虚拟机JDK下载

4、手机安装软件OruxMaps_4.4.1.apk 

第一步：下载你需要的离线地图范围，参看：如何下载地图？    选择级别越高，地图越清晰，
下载的数据也越大，工具自己手机的存储容量选择地图下载的级别大小，下载过程，选择默认格式：拼接：
TIFF。

如果用于定位准确，需要选择无偏移的地图下载，不然定位是错的，偏差几百米到几公里。

第二步：将下载好的TIFF文件用global mapper打开，如下图所示：

点击Global mapper工具栏上面的上方的Digitizer Tool数字化工具，然后选中左起第四个按
钮”Create New Line/Area (Trace Mode)"，如下图：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http://download.bigemap.com/bmsetup.rar
http://www.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1438698891326439.rar
http://www.bigemap.com/Uploads/file/20150804/1438698891326439.rar
http://download.bigemap.com/OruxMapsDesktop.zip
http://download.bigemap.com/OruxMapsDesktop.zip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31139&uk=2885998861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31139&uk=2885998861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31140&uk=2885998861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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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划出你规划的路径，【按住鼠标】拖动路径，直到结束【松开鼠标】如下图：

点击上图中【确定】，保存命名的路径线路，然后点击【控制中心】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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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用户创建的图元】，即：刚才规划的路径，然后点击【选项】，跳出窗口
如下图：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线风格】，勾选【所有图元使用同一样式】，在弹出对话框中选中线条
的样式和线条的宽度以及颜色，本例中选择虚线，3个像素宽，如下图：

确认好之后，点击所有的【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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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生成矢量数据和图片

在弹出对话框中选择【GEOTIFF】格式，如下图：

点击【确定】，弹出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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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对话框中，点击【单击此处以其他单位计算间距】，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单位米
【meters】，数字改为【1-6】，数字越小，地图格式越大越清晰，处理速度也越慢。一般选择3-5，视对
清晰度要求和电脑性能。

填好后，点击【确定】，然后点击最下面的【确定】跳出“另存为”窗口，保存类型选择GeoTIFF
files，接下来点击“保存”按钮，输出TIFF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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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点击保存，这次要选择保存为JPEG格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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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JPG格式，如下图：

点击【确定】跳出选项窗口，点击【单击此处以其他单位计算间距】，这步与前面tiff格式输出相同，然
后保存好jpg格式的卫星图像。

第四步：自制地图转换为OruxMaps支持格式

打开OruxMapsDesktop软件(【双击】解压后目录里面的OruxMapsDesktop.bat文件运行软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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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ration file选择刚才输出的tiff文件

Image file选择刚才输出的jpg文件

点击DATUM，选择下拉菜单中的WGS1984： Global definition

点击Projection，选择下拉菜单中的LATIIUDE/LONGIIUDE

设置下方的Map Name（手机中看到的地图名称）

点击Destiny Directory，设置地图输出路径

选择jpeg format，quality设置为100%

其他设置默认

最后点击Create Map，大功告成！到目标文件夹查看，可以看到生成了一下两个文件，即OruxMaps支
持的地图格式文件。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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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拷贝地图文件到手机中，并且手机中安装好OruxMaps，文章开头有下载地址（支持安卓系
统），把整个文件夹拷贝至手机中OruxMaps/mapfiles目录下，如下图：

在手机中打开手机OruxMaps应用程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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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Map Offline"即离线地图，显示以下地图文件列表，ShanglinLake-Rim就是第四步中设置的文
件名，选择打开，如下图：

选择地图，打开，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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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OruxMaps就可以离线使用了，在户外可以方便打开你下载的地图，并且OruxMaps支持轨迹记录，轨
迹导出等等非常强大的功能。

附件：OruxMaps软件使用说明书

http://wenku.baidu.com/view/b8dc8047a8956bec0975e32e.html?from=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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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片数据MBTiles存储简介
 

地图制作者面对一个数以百万计的地图瓦片残酷的现实：大多数文件系统和传输协议对处理数以百万
计的图像不是很有效，在磁盘为FAT32格式中，一个文件夹中最多含有65536个文件，HFS最多能列
出32,767个文件，EXT3超过20000个文件时会变的很慢。不论是你通过USB还是网络来复制数以百万计的瓦
片数据是低效并且缓慢的。MBTiles利用SQLite数据库来存储，并提供一种规范，使得数以百万的瓦片数
据存储在一个文件中，而且SQLite数据库支持多种平台，所以使用MBTiles在移动设备上浏览瓦片数据是
比较理想的方式。

简单介绍下SQLITE

如果你之前使用过SQL数据库,比如MySQL或PostgreSQL),那么使用SQLite数据库会觉得很熟悉，您可
以运行熟悉的SQL SELECT、INSERT、UPDATE语句,并创建表、索引、视图。SQLite和其他数据库之间的区
别是：每个SQLite数据库只包含在一个文件，没有外部权限系统,数据库后台进程,或配置。每个.sqlite
文件是一个独立的数据库，你可以从电脑复制一个.sqlite文件到移动设备中,它的行、表和索引都可完全
使用。

SQLite是很小的并且是无处不在的：iTunes使用它来存储元数据，firfox使用它来存储缓存信息,还有一
些其他产品（虽然过时了，但仍记忆犹新）

总之,SQLite非常适合作为一个便携式,单个文件解决方案和用于存储和网络地图服务。

在SQL中使用瓦片坐标

在WEB地图介绍中我们看到，瓦片是参照了他们的z / x / y 形式坐标，在磁盘存储上,他们通常存储
在以z、x为名字上的目录中,这样就有一个瓦片文件路径是0/0/0.png，MBTiles提供了这样一个功能：瓦
片表

这张表很容易查询并回答一个特定的瓦片或问题，例如“在这张地图中级别为8时有多少张瓦片？”
这张表很容易查询并回答一个特定的瓦片或问题，例如“在这张地图中级别为8时有多少张瓦片？”这张
表很容易查询并回答一个特定的瓦片或问题，例如“在这张地图中级别为8时有多少张瓦片？”这张表很
容易查询并回答一个特定的瓦片或问题，例如“在这张地图中级别为8时有多少张瓦片？”这张表很容易
查询并回答一个特定的瓦片或问题，例如“在这张地图中级别为8时有多少张瓦片？”这张表很容易查询
并回答一个特定的瓦片或问题，例如“在这张地图中级别为8时有多少张瓦片？”这张表很容易查询并回
答一个特定的瓦片或问题，例如“在这张地图中级别为8时有多少张瓦片？”这张表很容易查询并回答一
个特定的瓦片或问题，例如“在这张地图中级别为8时有多少张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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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视图引用冗余的图像

地图覆盖大面积的纯蓝色像海洋或空的土地，造成成千上万的重复、冗余的瓦片数据，例如,4/2/8的
瓦片在太平洋中间,可能看起来就是一张蓝色图片

虽然它可能是一些处于第3级,但在16级可能存在数以百万计的蓝色图片,他们都完全一样。

MBTiles通过视图使用这些冗余瓦片数据可以减少占用的空间，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字表,MBTiles
实现者经常把瓦片表分成两种:一个用来存储原始图像和一个存储瓷砖坐标对应那些图片:

 瓦片的表是这两个表的视图,允许成千上万的瓷砖坐标参考相同的图像大字段：

使用这种技术，MBTiles可以比普通文件系统存储更有效率  —有时提高60%或更多

MBTiles 在使用上

MBTiles是一种存储格式，他常被TileMill来导出或上传自定义地图。你可以通过MapBox ios SDK 来
使用移动设备上MBTiles离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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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离线API发布

离线地图发布支持百度离线地图、谷歌离线地图、谷歌earth离线地
图、ARCGIS离线地图发布。

离线地图发布，详询：

电话：400-028-7262；028-65472965

Q Q：38472965；1810053410

百度离线地图发布教程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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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离线API发布

离线地图发布支持百度离线地图、谷歌离线地图、谷歌earth离线地
图、ARCGIS离线地图发布。

离线地图发布，详询：

电话：400-028-7262；028-65472965

Q Q：38472965；1810053410

谷歌离线地图发布教程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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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版APP
在线地图功能
 1、在线模式

打开Bigemap App默认的就是在线模式，可以看到左下角在线图标为蓝色即为active状态

2、选择地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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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线模式】下用户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要显示的地图种类，第一步，点击左上角【地图图标】选
择地图种类（地图种类有：谷歌，osm，天地图，bing地图，高德）；第二步，点击右上角的按钮可以选
择想要显示的地图类型（地图类型有：电子地图，卫星地图，以及地形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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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地图功能
手机版离线地图功能是结合桌面版BIGEMAP地图下载器的一个功能，他将桌面版下载的地图瓦片在手机上
显示出来，可方便用户在无网络的情况下查看地图数据等信息。

1、离线模式

如下图所示点击页面底部功能栏里的【离线】按钮进入离线模式

2、添加离线地图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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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离线地图只能使用Bigemap地图下载器PC端下载离线地图包，如图下载时在【存储选项】选择【瓦
片库：BIGEMAP】，后面的图片类型jpg和png都可以。（附：离线地图下载教
程：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30.html）

下载完成后将有4个文件在【保存路径】文件夹里，分别是：使用帮助、任务名称.bmdb、任务名
称.kml、任务名称.tdb等四个文件

②将整个文件夹复制至：根目录/BiGeMap/offline路径下，然后用户将在选择离线地图包时显示出来

③点击左上角的地图源，应用将展开面板，点击添加离线地图，应用将跳转至添加离线地图界面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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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添加离线地图界面

在此界面可以设置你想添加的一些离线地图信息，例如设置地图的名称（将被显示），描述，离线地
图包，logo（将被显示）

点击完成，离线地图将添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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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显示已添加的离线地图

当已添加过离线地图包之后，在【离线地图】模式下，点击左上角的地图源图标，即可展开所有你添
加过的离线地图，然后再点击你想要显示的离线地图，如图所示，点击“成都”，此时应用将显示配置好的
“成都”离线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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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改或删除离线地图

在【离线地图】模式下，点击左上角的地图源图标，展开离线地图列表，长按已添加的离线地图对象如“
成都”，此时将进入修改或删除界面，如下图所示，接下来点击右上角的垃圾桶即可删除地图，最后点击
完成将对你的修改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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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绘功能
标绘模式

打开App之后，在屏幕底部功能菜单区域，点击【标绘】按钮后界面将发生变化，在界面上下出现了
两个新的操作框，分别是：画点、画线、画面、画矩形、画圆；以及关闭、清空、撤销、完成和界面中间
新的十字，如图所示

功能说明

十字：点击后将在地图上指定位置生成一个预览点，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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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如当前界面没有预览点，上下操作栏隐藏

清空：如当前界面上有预览点，清空这些预览点，并且这些预览点生成的图形也将消失

撤销：如当前界面上有预览点，取消最近添加的一个预览点

完成：如当前界面上有预览点，并且形成了对应的图形，点击后将保存至左侧标注图层

画点操作：

1、点击界面中间的十字，在十字中心处生成一个预览点

2、点击完成即保存该点，此时用户可在左侧的标注图层里找到刚才添加的那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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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线操作：

1、点击界面中间的十字，在十字中心处生成一个预览点

2、移动地图后，再次点击界面中间的十字，将在地图上生成第二个预览点，并且前后两点将形成一
条线

3、点击完成，预览点消失，用户可以左侧的标注图层里找到刚才绘制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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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操作：

1、点击界面中间的十字，在十字中心处生成一个预览点

2、移动地图后，再次点击界面中间的十字，将在地图上生成第二个预览点，并且前后两点将形成一
条线

3、再次移动地图并且点击界面中间的十字，生成第三个预览点，此时点与点之间两两相连形成面

4、点击完成，预览点消失，用户可以左侧的标注图层里找到刚才绘制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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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矩形操作：

1、点击界面中间的十字，在十字中心处生成一个预览点

2、移动地图后，再次点击界面中间的十字，将在地图上生成第二个预览点，此时地图上将显示以此
两点为对角的矩形

3、点击完成，预览点消失，用户可以左侧的标注图层里找到刚才绘制的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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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圆操作：

1、点击界面中间的十字，在十字中心处生成一个预览点

2、移动地图后，再次点击界面中间的十字，将在地图上生成第二个预览点，此时地图上将显示以此
两点为半径的圆

3、点击完成，预览点消失，用户可以左侧的标注图层里找到刚才绘制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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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功能
“我的”功能

点击界面按钮将跳转至我的界面

在我的界面里包含我的轨迹，给予好评，关于我们，帮助说明等功能

我的轨迹：

该界面显示的是：根目录/BiGeMap/user/kml路径下的一个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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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主要显示的是该目录下所有的kml文件，用户可以对文件进行查看和删除两个操作

右上角的搜索是进入搜索界面

在搜索界面里用户可以在输入框里输入自己想要搜索的kml文件，也可直接点击搜索进行全盘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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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好评：

跳转至应用商店，可以对应用进行好评等

关于我们：

跳转至关于我们界面，可以在里面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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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迹记录功能
1、打开轨迹记录功能

点击界面中的开始按钮，将进入轨迹记录功能，轨迹记录功能需要用户打开GPS，如用户未打开GPS，
应用将提示用户打开

2、关闭轨迹记录功能

轨迹记录功能已打开，点击停止，即可停止轨迹记录，此时将在标注图层生成一个名为Track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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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存轨迹

打开标注图层，点击下面的保存即可保存至手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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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图层
1、打开标注图层

在左侧有个按钮，点击后出现抽屉：标注图层

在抽屉底部有三个按钮，分别是删除，编辑，保存，如果标注图层里面有绘制，或者其他添加进去的数据，
三个按钮将发挥作用

我们对单个数据称为图元，对一组数据称为图层，点击图元时，界面将跳转至该图元处，并且改图元将变
为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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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元前的选中框将控制该元素在地图中的显示和隐藏

删除：删除该图元

编辑：修改图元名称

保存：将所有数据生成kml文件

2、删除整个图层

长按图层将删除该图层及其所有图元，如长按实例中的“我的绘制”，此时将弹出窗口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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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版本本更新说明
应用版本号查看位置在关于【我的】里面：

版本1.0.0

更新时间：2018年03月26日

第一版

版本1.0.1

更新时间：2018年04月03日

1、修复绘制线、面、矩形、圆点击完成后，点击清空闪退问题

2、修复扫描本地kml文件时闪退问题

3、修复扫描本地kml文件结束时闪退问题

4、修改删除整个图层后，图层数据没重置问题

版本1.0.2

更新时间：未发布

1、修复离线地图19级地图加载不上问题

2、修复修改离线地图配置后实际为添加新离线地图的问题

3、修复添加新的离线地图后，显示的离线地图可能不是新添加的离线地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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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EMAP工具列表
功能概览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552/584

地图数据加偏/纠偏

 

本产品提供对矢量文件（支持kmz/kml/shp文件）纠偏及加偏移的功能。软件右侧中间实用工

具区域，鼠标移动到“ ”处，弹出使用实用工具面板，选择“ ”按钮。如下图所示为

数据加偏/纠偏主界面。

 

 

温馨提示：由于百度坐标使用BD09加偏移，故针对百度坐标请选择复选框 进

行加纠偏操作。

本产品纠偏算法强大，精度非常高。如下图 32所示为成都市54路公交车路线图，右边线路未

纠偏的数据导入到谷歌地球的情况，左边线路为纠偏后线路导入到谷歌地球的情况，从图中可以

看出纠偏后线路和实际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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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看卫星影像拍摄时间

 

第一步：选择地图源【谷歌地球】，只有谷歌地球才可以查看卫星拍摄时间，如下图：

第二步：放大你要看的地方的地图级别，鼠标停留不动，等卫星图显示出来之后，会自动给出拍
摄时间的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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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生成高程剖面图

 
加载等高线DEM后，可以通过工具栏->工具->剖面/视线路径来生成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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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提供挖土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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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559/584

如何计算7参数

 

视频教程：如何选择中央子午或者分度带
   由于在我们国家大多使用的是西安80、北京54甚至是各地的地方坐标系。

   国家政策的原因，在制定这些坐标系的时候就加入了保密参数（3参数或者7参数）对地理坐标加偏
（有偏移），俗称“火星坐标系”。

   因此，我们从测绘院或者国土部门拿到的图纸或者CAD文件，如果是西安80、北京54坐标系，那么大
多都是有偏移的,需要我们进行校准。

   今天，我们将另外一个方法：通过参考点计算出3参数或者7参数；计算出的参数可以保存，针对同
一地区矢量数据,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计算出的参数进行投影转换或者配准套合。

   第一步：在CAD中打开你的图纸或者设计文件，如下图：

  打开的文件是北京54坐标系的，从上图红色部分我们可以看到54的坐标值，我们需要在这个图上找到
参考点来计算参输，我们放大CAD图，找到一个参考点，如下图：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www.iqiyi.com/w_19rvly0wt5.html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bUme1PdvxS4OJ8vL-H8SXysUTvZcTeUXrn-qBoS5tZctOzP5refHCjQgw6VpCPMXThOFoYpBLCyYo6OoHGAK5nhrlHHpu6l4JSUonoeVDSVTSP-0Vckk3VnqUx0uwrzJg6-7M-Lxugi_IFMzbZg2la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hza7crLxZZVZfGglTTZ3ruWXF1Sb5Ej5Z3BQfLxwXOvuXCSjUiGH46d3xMj9YdChjIkDB84snTqMfWpKIAQDp-IubZ3Z8JlCsX76RxWhngfY9TSGkXwEABtqrhSmOFUB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Sfv1PSWh4gsaIi5fjMwXGmQhbuQA7USh5NnUvfzx6ksWsjBYTSVMh13-hW08NR3MiT34qI-LAIkLrKH1R2l_vFhZ45egtW1JHvS_HfOmAw2srb-zJ-TwWKuuhJ30dM3O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aZ7lucyIrCwywDAADWYMztSWLV1kSk4Fw44ltCjHJx30ttOkUdRRrPrP10Sdu-ZluOG79wnT32a1YgHEes9l56dJDZwkd8bDqQWPcaAm6vnGdPSt7d8TMy5xMqwjLab-Op1TiiO5TePXXBxWSPRKq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2.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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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点的北京54坐标对应的坐标值：X=39534229.3707；Y=3645148.1739

  第二步：在我们地图上找到对应点的经纬度坐标，如下图：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对应的经纬度是，经度：117.366；纬度：32.931，第三个数据是高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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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打开我们软件的工具箱里面的【七参数计算工具】，如下图：

  工具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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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坐标系选择BIGEMAP地图上的坐标，目标坐标系选择北京54的坐标（CAD中的坐标），坐标以逗号间隔，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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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计算参数】，得到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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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可以看到计算出的结果，这里其实是三参数，因为是通过一个参考点计算出的，2个或者2个以
上的点计算出的就是7参数。

  导出参数保存。

  第四步：通过计算出的参数，导出数据到BIGEMAP软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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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需要加载的DXF文件，选择投影，然后勾选【转换参数】，选择下面的加载参数（上一步保存的参
数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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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击【确定】，打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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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图看出，用参数导入的CAD图完全和地图吻合在一起的。

  如果要计算7参数，就再选择一个参考点来计算。

   技术咨询电话:400-028-7262   QQ:38472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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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转换下载后的地图格式

 

本产品提供对影像文件格式转换的功能。软件右侧中间实用工具区域，鼠标移动到 处，弹

出使用实用工具面板，弹出使用实用工具面板，选择“ ”按钮。如下图所示为格式转换主
界面。

    输入要转换的源文件，指定要目标转换类型和路径，点击“转换”按钮完成转换，如

下图所示为选择目标转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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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支持以下影像数据格式的相互转换：dxf、tif、ewc、bmp、MBTiles、jpg、jpeg、jpe、pn

g、Erdas Imagine。

温馨提示：如需转换成auto cad支持的格式，请在“转化为”选择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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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投影转换（西安80 北京54 CGCS2000）

 

 利用ARCGIS进行自定义坐标系和投影转换

 ARCGIS种通过三参数和其参数进行精确投影转换

    简介

投影变换（Projection Transformation）是将一种地图投影点的坐标变换为另一种地图投影

的坐标的过程。

本产品提供对影像文件格式转换的功能。软件右侧中间实用工具区域，鼠标移动到 处，弹

出使用实用工具面板，选择“ ”按钮。如下图所示为格式转换主界面：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0.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0.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60.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59.html
http://www.bigemap.com/helps/doc20180117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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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影变换

如下图所示为投影变换对话框，说明如下：

源文件表示需要进行变换的影像图；1.

源投影是读取源文件采用的地图投影或地理坐标系；2.

新文件表示转换后生成新的影响图；3.

目标坐标系表示需要变换到另一个投影坐标系或地理坐标系；4.

重采样算法表示影像转换重新采样使用的算法，列表中列出常用的三种算法；5.

指定变换参数表示当地坐标系统与wgs84变换参数。6.

 

如果用户有当地坐标系转换wgs84地方参数时，可以填写7参数或者3参数，如下图所示为填写

当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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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坐标系

目标坐标系包括地理坐标系（Geographic Coordinate System）和投影坐标系（Projected

Coordinate Systems）两种。如下图中，在变换对话框中列出常用坐标系，前3个为地理坐标系，

第4个为WGS84 Mercator投影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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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更多…”可查看更多坐标系，如下图所示。其中同样包含投影坐标系、地理坐标系，

选择需要的目标坐标系即可，如Xian 1980、Beijing 1954、CGCS2000投影坐标系中包括各分度带

投影坐标系。如下图 37所示：

    分度带查询

投影变换时选择你卫片所在的分度带及带号，可以通过经纬度判断代号。

以四川成都成华区为例，成华区的经纬度在 ，经度为104，通

过上面的对应表能够看出104度对于的三度带为35带，对于的六度带为1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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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采样算法

目前采用了常用的重采样算法，根据这三种算法的特点按需选择采样算法。

最邻近采样算法速度快，效果相对其他方式稍差；1.

双线性内插值采样效果较前一种好些，速度也相对慢一点；2.

立方卷积采样是这三种方式中最好的，速度相对也会慢一些。3.

如下图所示为选择重采样算法选择：

 

    转换示例

本产品下载影像默认为WGS-84,示例将WGS-84转换成地理坐标系GCS_Beijing_1954。在示例中

使用ArcGIS Explorer工具显示影像图，并与ArcGIS在线地图叠加显示，示例如下：

显示属性设置。设置ArcGIS Explorer地图属性“2D坐标系”为“GCS_Beijing_1954”,如下

图所示显示了ArcGIS Online地图在北京54坐标系下显示全球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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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图属性设置。影像图投影变换后的属性为“GCS_Beijing_1954”，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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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显示。转换后的影像图与ArcGIS Online卫星地图叠加显示。如下图所示选了两个对比点。

对比点1，如图所示：

对比点2，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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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在地图上定位（经纬度定位）

 

本产品提供纬度坐标定位的功能。鼠标移动到工具栏，选择“ ”。弹出对话框，本产

品提供“度数”和“度-分-秒”格式的经纬度定位，也能提供经纬度坐标“纠偏”或者“加偏

移”定位更能。示例中的红色定位点为未纠偏的经纬度定位，绿色定位点位纠偏后的经纬度定位。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579/584

获取正版授权
如何购买软件

 
 

一、软件授权方式：

        序列号  授权

           加密锁  授权

           网络版  授权

序列号授权：是指授权固定一台电脑，通过客户号绑定该电脑的硬件设备信息，授权之后电脑的硬件不能

换，如果换了就不能识别，需要重新授权。适用于个人用户。客户号在软件的右上角购买里面。

加密锁授权：加密锁又叫加密狗，是一个USB-Key，像银行优盾一样，可以即插即用，没有电脑限制,任何

时候任意电脑都可以使用；可以做到一个加密锁多人多台电脑使用，适用于企业用户。

网络版授权：购买一个加密锁可以同时授权多个节点（电脑）同时使用；加密锁本身是即插即用，其他节

点都是独立使用；适用于大型企业多用户多区域使用。

 

二、主要特点：

谷歌地图(中国)：是指从谷歌中国的服务器(ditu.google.cn)下载地图数据，地图数据有偏移。

谷歌(国外无偏移)：是指从谷歌国外服务器(ditu.google.com)下载地图数据，地图数据无偏移。

谷歌地球高清晰：又名Google Earth，是指从Google Earth的应用服务器(kh.google.com)下载的

地图资源,是专业的地图应用程序服务器获取地图资源，地图数据无偏移、无Google自带的小水印、

无下载大小限制、无下载速度限制、清晰度更高、更新更及时。

高程、等高线(矢量DWG)：（教程）下载高程数据，生成登高，地形图等等，导出的等高线可用

于AutoCAD软件(DWG格式)。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57.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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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道路(路网矢量数据)：（教程）提供全球的道路路网矢量数据下载，包括道路（公路、城市

道路、铁路）；水系（河流、湖泊）；行政区域边界；建筑物轮廓等等。

Xi'an80、Beijing54、CGCS2000、WGS84投影相互转换。

三、全能版功能如下：
      1. 全球高清影像下载（全球）、历史影像下载、道路路网矢量、水系、行政边界、地名等等

      2. 高程、等高线（矢量支持CAD格式）

      3.提供16种地图源下载（卫星，地形，电子地图 如百度 天地图 必应 搜搜 搜狗等等。。。。

。）

      4.提供工具（影像，矢量）wgs84,xian80 ,beijing54,cgcs2000等相互转换

      5.支持kml\KMZ\shp导入，导出，边界导入导出，在线标注（标注栅格化）

      6.支持标准分副，坐标定位，地名搜索

      7.支持格式转换（tif,png,jpg,img,dxf【Auto Cad】相互转换）

      8.支持道路，影像分层下载

      9.全部地图，所有功能。

企业网络版功能:

1、  含有全能版所有功能。
2、  支持企业多用户同时作业、支持多用户异地使用、使用时不需要加
密锁。
3、 加密锁支持即插即用、任意电脑插上就可以使用，无需安装驱动

四、报价单（以下报价不含税,含税+8%）

地图类型 序列号 加密狗
百度(有偏移) 200 800
必应(无偏移) 200 800
天地图(全国) 200 800
其他地图(有偏移) 200 800
天地图(地方高清) 无 1000
谷歌(有偏移)卫星、电子地图、地形图 400 1000
谷歌（国外）无偏移 600 1200
Google Earth (无偏移)高清卫图、矢量高程、
等高线(支持CAD的格式DXF，DWG) 1500 2500

http://bigemap.com/Home/Help/one/id/109.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3.html
http://www.bigemap.com/Home/Help/one/id/63.html


8-05-2018 本文由 BIGEMAP 构建 581/584

全能版（高清影像、高程等高线、道路路网矢
量、标注矢量等所有功能）
      【终身免费升级、终身免费包换】

3000 3500

网络版(5节点含全能版功能)    企业版多用户 无 6500
网络版(10节点含全能版功能)   企业版多用户 无 9500

 五、购买方式

   1、淘宝地址：https://bigemap.taobao.com/

   2、对公转账：                  

                        开户银行：中国建行银行成都市抚琴西路支行

                        公司名称：成都比格图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公司账号：51001458236051505031

             联系方式：（028）65472965        （24小时400电话）400 028

7262 或 400-118-5459

》》

https://bigemap.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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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正版软件

感谢你对BIGEMAP软件的大力支持
亲，你正在使用的BIGEMAP软件免费授权已经到期，30天的体验已经结束，作为国内领
先的GIS行业基础应用软件，我们正在不断优化、研发新功能，大力推广产品面向市场。

  【亲  请支持我们的正版软件】

   单位采购软件，我们提供：

   最低200元人民币，你就将获得软件的正版授权：永久使用、永不过期、终身免
费更新、自动升级。

   发票：提供正规机打增值税发票

   加密锁授权：像优盾一样，即插即用，任何电脑都可以使用，不受电脑限制；
终身包换。

   【软件主要功能】

     全能版 含有16种地图源：最新高清无偏移影像、高程等高线数据、精度0.25米、支持
卫星图像资料、电子地图、地形图、等高线（DWG矢量）、包含投影转
换(Xi'an80、Beijing54、CGCS2000、WGS84)、在线标注、标准分幅、KML、KMZ、SHP、GPX、DXF、
DWG、AutoCAD、Arcgis、Mapinfo、Global Maper、MapGIS、矢量套合等等功能：

      1.全球高清卫星影像下载、历史影像、道路路网矢量、水系、行政边界、地名等等

      2. 高程、等高线（矢量支持CAD格式的dxf,dwg）

      3.提供16种地图源下载（卫星，地形，电子地图 如百度 天地图 必应 搜搜 搜狗等
等。。。。。）

      4.提供工具（影像，矢量）wgs84,xian80 ,beijing54,cgcs2000等相互转换

      5.支持(kml、kmz、shp、gpx）导入，导出，边界导入导出，在线标注（标注栅格化）

      6.支持标准分副，坐标定位，地名搜索

      7.支持格式转换（tif,png,jpg,img,dxf【Auto Cad】相互转换）

      8.支持道路，影像分层下载

      9.详情可见左边的帮助系统列表

详细报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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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类型 序列号 加密狗
百度(有偏移) 200 800
必应(无偏移) 200 800
天地图(全国) 200 800
其他地图(有偏移) 200 800
天地图(地方高清) 无 1000
谷歌(有偏移)卫星、电子地图、地形图 400 1000
谷歌（国外）无偏移 600 1200
Google Earth (无偏移)高清卫图、矢量高程、等
高线(支持CAD的格式DXF，DWG) 1500 2500

全能版（高清影像、高程等高线、道路路网矢量、
标注矢量等所有功能）
         【终身免费升级、终身免费
包换】

3000 3500

网络版(5节点含全能版功能)    企业版多用户 无 6500
网络版(10节点含全能版功能)   企业版多用户 无 9500

 购买方式

   1、淘宝地址：https://bigemap.taobao.com/

   2、对公转账：                  

                        开户银行：中国建行银
行成都市抚琴西路支行

                        公司名称：成都比格图数
据处理有限公司

                        公司账
号：51001458236051505031

             联系方式：（028）65472965        
（24小时400电话）400 028 7262

                                  
                                 
（24小时400电话）400 118 5458

https://bigemap.tao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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