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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S 数据

1.1 太乐地图下载器

产品简介 支持全网络地图下载，POI 下载、数据纠偏、地图变色、多数据格式导出。

太乐地图下载器 是一款集地图类数据下载（谷歌/百度/天地图/海图/专题图

等）、矢量类数据下载（高程/DEM/等高线/三维地形、兴趣点 POI、建筑轮

廓、路网/水系/绿地等），地图服务发布、离线地图站点生成、纠偏等众多

专业功能于一体的地图软件，为用户提供多种地图数据随心下载的同时，还

提供了大量精美的范例帮助用户快速构建 GIS 地图应用。

产品价格 标准版：400~1650

专业版：2500~3850

企业版：5000~9900

图 太乐地图下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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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太乐地图离线地图服务

产品简介 太乐地图离线地图服务，支持高并发、高性能、高可用的地图访问，用于解

决高并发场景下的地图服务访问、地图按需下载并缓存、地图服务快速响应

和地图周期更新等问题。

产品价格 基础版：30000（1 个许可）

企业版：50000（两个许可，支持集群，支持增加节点）

节点授权：20000

图 太乐地图离线地图服务

1.3 太乐地图变色地图服务

产品简介 太乐地图变色地图服务，支持各种网络地图变色并自动离线与建立缓存，变

色地图非常适合 GIS 大屏可视化使用，地图更美观且在大屏上不刺眼。

产品价格 基础版：30000（1 个许可）

企业版：50000（两个许可，支持集群，支持增加节点）

节点授权：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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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乐地图变色地图服务

1.4 数据定制服务

产品简介 太乐地图有资深的 GIS 数据团队，有世界、全国多种 GIS 地图资源积累，提

供各种二维、三维地图数据定制服务。

产品价格 根据需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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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定制二维地图

图 定制三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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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定制全景

2 GIS 平台

2.1 二维 WebGIS 平台

产品简介 太乐地图二维 WebGIS 平台，遵循 OpenGIS 规范基于 OpenLayers、Leaflet、

MapBox 构建，支持接入互联网地图、太乐离线地图、地图浏览、图层管理、

测量、绘制、标注、信息弹窗、统计专题图、动画点、海量点绘制、点聚合、

热力图、动态点位（如车辆、航班目标监控）、雷达仿真、空间分析、数据

可视化等，平台支持二次开发，提供大量精美范例（含源码），帮助用户以

最低的学习成本高效地构建 GIS 应用。

产品价格 标准版：20000

专业版：50000（含服务端地图发布、空间分析）

企业版：80000（含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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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乐地图二维 WebGIS 平台

图 太乐地图二维 WebGIS 平台之可视化

2.2 二维桌面 GIS 平台

产品简介 太乐地图.NET 控件为二次开发而生，无需购买地图数据即可快速构建桌面

GIS 地图应用。专业、简单、易用的二次开发接口，可应用于学术科研、工

程、规划、设计等工作，在测绘、地址、交通、电力、水利、农业、林业和

旅游等领域皆有应用，帮助用户以最低的学习成本高效地构建 GIS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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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 标准版：9900（买则送太乐地图下载器企业版许可一套）

图 太乐地图二维桌面 GIS 平台

2.3 三维 GIS 平台

产品简介 太乐地图三维 WebGIS 平台，采用 HTML5、JavaScript、WebGL 技术，无

需插件即可在浏览器上运行，并可跨浏览器（IE9 以上、Chrome）跨平台（PC、

平板、手机端）运行，客户端功能与界面支持定制开发。支持 Web 三维球体、

三维影像与地形叠加、三维建筑模型叠加、倾斜摄影三维数据叠加、房屋面

转模型（快速构建三维白模）、三维飞行、三维漫游、图层管理、多种互联

网地图接入、查询定位、二三维专题统计图、热力图，支持三维迁徙图、三

维 OD 图、航线图等多种大数据可视化，平台支持二次开发，提供大量精美

范例（含源码），帮助用户以最低的学习成本高效地构建三维 GIS 应用。

产品价格 标准版：30000

专业版：50000（含一个省离线地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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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版：80000（含数据可视化）

图 太乐地图三维 WebGIS

图 太乐地图三维 WebGIS 之建筑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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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乐地图三维 WebGIS 平台

图 太乐地图三维 WebGIS 平台之可视化

2.4 大数据 GIS 可视化平台

产品简介 太乐地图大数据 GIS 可视化支持在二维、三维 GIS 上对大数据进行可视化展

示、分析，支持大量点位渲染、点聚合、蜂巢图、散点图、二三维热力图、

迁徙图、航线图、二维专题统计图、三维立体专题统计图、道路流量模拟、

交通线路模拟、爆炸模拟、水流模拟、风向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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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价格 根据需求确定

图 太乐地图大数据可视化之动态迁徙模拟

图 太乐地图大数据可视化之路况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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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乐地图大数据可视化之三维热力图

图 太乐地图大数据可视化之三维立体专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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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太乐地图大数据可视化之风向模拟

3 GIS 应用开发

服务简介 太乐地图拥有资深的 GIS 研发团队与深厚的技术实力，为各政府、企业提供

GIS 应用开发服务，含二维 GIS 应用、三维 GIS 应用、二三维可视化，在多

个行业领域都有 GIS 应用案例，助力智慧城市、智慧园区、智慧警务、智慧

监狱、智慧公安、智慧消防、智慧规划、智慧国土、智慧能源等行业领域建

设。太乐地图自创立以来，为全国几百个企业、政府、研究机构、高校等提

供 GIS 应用开发服务。

服务价格 根据需求确定

图 二维 GIS 应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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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三维 GIS 应用开发

图 二维 GIS 数据可视化

图 三维 GIS 数据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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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IS 咨询培训

服务简介 太乐地图拥有资深的 GIS 技术团队，在 GIS 数据、GIS 平台、GIS 应用开发

都有丰富的经验，我们为用户提供 GIS 平台、GIS 技术的同时，也为用户提

供 GIS 全产业链中的咨询服务，包括方案、GIS 开发培训、GIS 技术咨询等

服务，帮助用户快速搭建 GIS，提升用户 GIS 能力，降低投入与风险。太乐

地图每年帮助全国各地近百家企业提供 GIS 咨询培训服务，助力企业 GIS 能

力成长，为智慧城市建设赋能。

服务价格 按年：30000~120000（根据需求定）

按项目：10000~50000

5 关于我们

太乐地图：成都瀚涛天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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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arctiler.com）

成都瀚涛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 GIS 技术研发与普惠，提供 GIS 数据与软件整

体解决方案，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测绘乙级资质企业、“双软”企业、具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员。

热线电话：

产品服务咨询：13880989770

400 热线：400-8060-568

地图下载器咨询：17381808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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