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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1.1 产品组成 

 

图 产品架构图 

如上图所示，产品分为三部分，分别为： 

（一）、太乐地图数据服务：数据服务包括地图缓存、地形数据、三维模型数

据（需加工制作）、矢量地图数据。地图缓存数据用户可通过太乐地图下载器下

载。三维模型支持 3Dmax 模型、倾斜摄影模型，平台支持三维模型切片（缓存）。 

（二）、太乐地图服务：服务包括地图服务、三维服务、要素服务、空间分析、

地形服务、数据管理。服务端可根据用户需求定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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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乐地图三维 WebGIS 客户端：三维 GIS 客户端采用 HTML5、

JavaScript、WebGL 技术，无需插件即可运行，跨浏览器（IE9 以上、Chrome），

客户端功能与界面支持定制开发。 

为了节省客户下载数据、部署服务器的麻烦，太乐地图推出了“太乐地图服

务器（整机）”服务器硬件产品，该服务器支持“开箱即用”，太乐地图为客户

提前部署好地图数据、地形数据、影像数据、三维地图服务、地图服务引擎、空

间数据库等，并提供简易友好的配置界面，用户只需要做简单的配置后启动服务，

客户端即可访问。 

1.2 产品参数 

数据 

在线地图与影像 支持 

在线地形 支持 

本地离线地图与影像 支持，并可定制开发 

本地离线地形 支持，并可定制开发 

三维模型 支持，并可定制开发 

矢量数据 支持，并可定制开发 

功能 

三维球体 支持 

浏览影像地图 支持 

浏览基础地图 支持 

叠加地形数据 支持 

查询定位 支持，并可定制开发 

三维模型加载 支持，并可定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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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地图 支持，并可定制开发 

 

1.3 运行环境 

服务器 Windows Server 2008 以上，IIS 7.0 以

上 

 

.net 环境：.net framework 4.0 
 

客户端 浏览器建议 Google Chrome 浏览器、

IE9，内存 4G 以上，CPUi5 以上 

独立显卡效果更佳 

1.4 系统兼容性 

1.4.1 与其它框架兼容性 

jQuery 1.6 + 

three.js 

proj4js.js 

1.4.2 终端设备与浏览器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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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功能简介 

2.1 多种类服务标准支持 

REST GIS 标准服务 

地图服务 

数据服务 

查询服务 

空间关系服务 

专题图服务 

空间分析服务 

OGC 标准的服务 (WMTS) 

其他第三方服务，如天地图、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谷歌地图等 

2.2 丰富的三维数据呈现方式 

支持三维影像、地形、模型、倾斜摄影、行业渲染模型等大规模数据的发布与展现。 

2.2.1 Web 三维球体 

 

图 Web 三维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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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三维影像与地形 

 

图 三维影像与地形 

2.2.3 园区三维建筑场景 

 

图 园区三维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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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倾斜摄影（无人机） 

 

图 倾斜摄影 

2.2.5 行业三维模型（风电场） 

 

图 风电场（风机可转动） 



 7 / 16 
 

2.2.6 行业三维模型（光伏电厂） 

 

图 光伏电厂 

2.2.7 行业三维模型（输电线路-电网） 

 

图 输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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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种类三维动态呈现方式 

2.3.1 三维飞行 

沿线路飞行（演示）：沿雅砻江飞行 

 

图 飞行 

绕基地飞行（演示）：光伏电厂加载时可进行绕基地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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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底图与地形切换 

 

图 切换数据 

 

图 地形叠加 



 10 / 16 
 

 

图 切换影像地图 

2.3.3 三维位置查询与定位 

查询定位：输入地名、行政区，可定位到对应点位或者区域。 

该功能通过定制开发可查询服务器矢量数据（如行政区划、POI 点、乡镇、村庄、

政府、消防、公安、医院等）。 

 



 11 / 16 
 

图 查询定位 

2.4 行业专题图展现（演示） 

在三维场景中叠加各种专题图，用于数据可视化呈现。专题地图需根据用户的业务需求

定制开发。 

 

2.4.1 全国专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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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四川省各大流域技术可开发量 

 

2.4.3 四川省环境质量 AQI 专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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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全球健康财富分布图 

 

3 关于我们 

太乐地图：成都上思科技有限公司的地图软件品牌，全国领先的地图下载软件与

数据服务品牌。 

www.arctiler.com 

成都上思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 GIS 地图技术研发与 GIS 数据服务，提供 GIS

数据与软件整体解决方案。 

热线电话： 

400 热线：400-8060-568 

地图咨询：17381808007 

三维产品咨询：13880989770 

http://www.arctiler.com/
tel:18908085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