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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简介 

 

集智通是针对国土、林业、电力、农业、交通等行业 GIS 空间数据测量

采集的通用 GIS 软件，软件基于移动智能终端，融合北斗定位、GIS 地

理信息、物联网、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构建研发，软件支持多源数据加

载，通用 TIF 栅格与 SHP 矢量文件数据快捷导入和导出；支持图层锁定、

标注、透明度等风格的多种设置，满足多样化的图形展示；同时，测量、

输入、地图标绘多种方式的点线面空间数据测量采集，提升数据测量采

集效率。为用户提供一体化、专业化、简单化的移动 GIS 解决方案。  

2 桌面端任务制作与地图数据转换 

2.1 任务制作  

通过 UniGIS Desktop 桌面端【制作】功能可以制作集智通的任务文件。 

可以选择自定义坐标系文件和属性字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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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影像转换  

软件支持海量栅格影像、地形图、在线地图、无人机遥感影像地图数据

的加载展示。地图数据可使用 UniGIS Desktop 桌面工具端进行转换压缩

处理，以便节省存储空间及高效的渲染加载。  

对于通用的 TIF 栅格影像数据，可通过桌面端【数据转换】-【TIF 影像

转换】功能，转换压缩为 SIT 格式数据，之后将转换的两个文件（SIT

文件和 XML 文件）拷贝到移动设备的 \集智通 \地图 \目录下，在任务中

导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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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矢量转换  

软件同时支持 SHP、DXF、GPX、UGD 多种格式的矢量数据的导入加载，

对于通用的 SHP 矢量业务数据，可直接将数据文件拷贝到移动设备的 \

集智通 \地图 \目录下，在任务中导入使用。  

对于较大的矢量数据文件可以通过桌面端【数据转换】-【SHP 矢量转换】

功能转换为 UGD 格式文件，然后将转换的文件拷贝到移动设备的 \集智

通 \地图 \目录下，在任务中导入使用。  

 

3 主界面介绍 

 
软件主界面从上至下，分别为顶部标题区、中间地图区、和底部菜单区： 

（1）顶部标题区  

左侧、LOGO 按钮  点击可隐藏或显示地图区左侧功能工具条  

中上、当前任务  指示当前打开所处的任务名称  



                                                                                       Make Spatial-temporal Info More Valuable 

7 

 

中下、当前操作图层  指示当前采集或者编辑的图层名称  

右侧、卫星定位信息  点击可查看卫星定位详细信息  

（2）中间地图区  

左侧、比例尺  地图比例尺，点击可手动设定比例尺  

左侧、电子罗盘  方位角指示，点击可打开电子罗盘  

左侧工具条、任务  点击可查看当前任务信息  

左侧工具条、全屏  点击可将地图视图进行全幅显示  

左侧工具条、选择  点击可进入要素选择模式  

左侧工具条、清空  清空要素选择及临时绘制图形，恢复地图视图  

左侧工具条、定位  点击可定位到当前位置  

左侧工具条、导航  点击可进入导航功能  

左侧工具条、轨迹  点击可打开轨迹记录功能  

左侧工具条、查询  点击可进入查询功能  

左侧工具条、辅助  点击可打开辅助工具箱  

右侧、地图位置坐标  指示当前地图点击位置坐标信息  

右侧、图层  点击可打开图层快速切换设置视图  

右侧、属性  点击可进入要素属性查看模式  

右侧、坐标  点击可进入要素坐标（周长面积）查看模式  

（3）底部菜单区  

数据  数据管理功能菜单，任务中各图层数据的综合管理  

编辑  图形要素编辑功能菜单，图像要素的移动、分割等编辑  

地图  地图（图层）管理功能菜单，矢量或栅格图层的设置管理  

采集  数据要素采集功能菜单，点线面数据要素的多方式采集  

设置  软件设置功能菜单，软件注册、更新、及相关参数的设置  

4 任务 

4.1 任务列表  

  
软件启动运行，之后会先进入任务列表界面，或者在主界面的左侧工具

条【任务】中可再次打开任务界面。在该列表界面中，可查看软件当前

存在的所有任务信息，同时可进行删除、创建或打开任务操作。  

（1）删除任务：点击任务信息右侧删除按钮，可删除指定的任务数据。 

（2）打开任务：点击可打开指定的已存在任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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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建任务：点击可新建一个任务数据。  

4.2 新建任务  

  
通过输入或设置任务相关参数和信息，完成一个任务的创建。  

（1）坐标系统：软件内置 WGS84、BJ54、XA80、CGCS2000 常用坐标

系，对于 WGS84 默认为大地经纬坐标系统，其它则是投影平面坐标系

统，当选择 BJ54/XAN80/CGCS2000 坐标系时，会进入坐标参数设置界

面，可进一步设定投影参数（中央经线、假东）和基准转换七参数；同

时，可以选择自定义的坐标系文件（在 Desktop 桌面端制作）。  

（2）属性字典：软件内置默认属性字典，即常用的点线面图层和相关

属性字段；同时，可以选择自定义的属性字典文件（在 Desktop 桌面端

制作）。  

4.3 在线任务  

 
在任务管理界面右侧可以下载示例任务进行操作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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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具栏操作 

5.1 比例尺  

 
主地图区左上方，显示当前地图视图比例尺，点击可打开比例尺设置界

面，支持单选或者手动输入指定的比例尺数值。完成之后，地图将依照

设定的比例尺刷新地图区域视图。  

5.2 任务  

 
点击主地图区左侧工具条【任务】按钮，可进入当前任务属性界面，当

关闭任务后，可打开或操作其它任务数据。  

5.3 全屏  

点击主地图区左侧工具条【全屏】按钮，地图将依照当前图层数据全范

围视图刷新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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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选择  

 
点击主地图区左侧工具条【选择】按钮，可进入图形要素选择模式，当

点选或框选一个具体的图像要素后，可进一步对该要素执行以下操作：  

（1）更新，更新选择要素的属性信息。  

（2）续采，在选择要素的图形（线、面）基础上，继续追加采集。  

（3）删除，删除选择要素数据。  

（4）拍照，更新选择要素的多媒体照片信息。  

5.5 清空  

点击主地图区左侧工具条【清空】按钮，清空主地图区中要素选择、或

者临时展现绘制的视图状态，即恢复默认地图视图。  

5.6 定位  

点击主地图区左侧工具条【定位】按钮，可在主地图上定位当前位置（需

达到卫星已定位状态）。  

5.7 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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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主地图区左侧工具条【导航】按钮，可进入导航功能界面。  

对于目的地位置的选择获取，有三种方式：  

（1）数据列表选择，在数据列表中选择已存在的点。  

（2）地图手绘取点，在主地图上手动绘制位置点。  

（3）地图要素点选，在主地图上点选已存在的点。  

同时，可选择在线地图导航（需要移动网络支持）、或者离线地图导航

两种模式。  

5.8 轨迹  

  
点击主地图区左侧工具条【轨迹】按钮，可打开轨迹功能模式（该模式

使用异步线程方式，在程序后台记录轨迹数据，记录轨迹的同时可执行

其它采集或编辑操作），在该模式中可进行以下操作：  

（1）开始：开始记录轨迹，累积时长和距离数据。  

（2）暂停：暂停记录轨迹。  

（3）结束：结束并完成一段轨迹的记录。  

（4）查看：进入轨迹列表界面，可查看轨迹详细信息。  

5.9 查询  

  
点击主地图区左侧工具条【查询】按钮，可打开数据查询功能，对于查

询方式可选择关键字查询、或者条件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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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键字查询：选择指定的查询图层和字段，输入查询的关键字，

点击界面底部查询按钮，软件将依照关键字在指定的图层数据中进行模

糊匹配查询，并展现查询结果。  

（2）条件查询：选择指定的查询图层和字段，设置查询条件（大于、

小于或等于条件值），点击界面底部查询按钮，软件将依照设置的查询

条件在指定的图层数据中进行条件值查询，并展现查询结果。  

5.10 辅助  

 
点击主地图区左侧工具条【辅助】按钮，可打开辅助工具箱，选择其中

的工具模式，可对应执行相应的辅助操作：  

（1）面积量测：在主地图中，临时绘制面图形、并计算图形周长面积。 

（2）距离量测：在主地图中，临时绘制线图形、并计算图形长度距离。 

（3）卫星信息：查看卫星星图信息。  

（4）点校正：点位坐标偏移校正，详见 5.11 小节。  

5.11 点校正  

 
当任务数据使用当地网格平面坐标，或者任务中的地图数据与实际定位

坐标存在偏差时，可通过使用辅助工具箱中的【点校正】功能，进行点

位坐标的偏移校正操作：  

（1）控制点：平面已知点或者控制点（当前任务的平面网格坐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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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地图手绘、列表选择方式来获取指定的控制点坐标。  

（2）GPS 点：当前 GPS 定位点（待偏移校正点），可通过 GPS 测量方

式采集实际点位坐标。  

设置完成控制点、以及对应的 GPS 点之后，点击【确定】，软件将计算

偏移校正参数，并应用到当前的任务中。  

5.12 图层  

 
点击主地图区右侧工具条【图层】按钮，可打开图层快速设置模式，在

该模式中，可快速切换选择图层（顶部标题区同步更新图层名称）、以

及快速设置图层的可见或者隐藏（界面右侧图标）。  

5.13 属性  

 
点击主地图区右侧工具条【属性】按钮，可打开属性快速查看模式，在

该模式中，点选或框选图形要素后，便可查看其属性信息。右上角【更

新】按钮可重新编辑属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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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坐标  

  

点击主地图区右侧工具条【坐标】按钮，可打开坐标快速查看模式，在

该模式中，点选或框选图形要素后，便可查看其中心坐标、周长面积信

息。右上角【节点】按钮可快速查看当前图形要素的节点坐标。  

6 测量采集 

6.1 测量采集图层  

点击主地图区右侧工具条【图层】按钮，可打开图层快速设置模式，在

该模式中，可快速切换选择测量采集图层（顶部标题区同步更新图层名

称）。  

6.2 测量采集设置  

 
点击底部菜单区【采集】，可进入要素测量采集功能，在该功能界面，

包含底部菜单按钮、和地图辅助工具按钮。点击地图辅助工具【设置】

按钮，可打开采集设置界面，针对线、面图形要素，可设置时间间隔、

距离间隔、拐点采集三种模式；同时对于要素的照片多媒体信息采集，

可进一步设置其命名前缀规则，当选择指定的属性字段为前缀命名后，

照片多媒体信息的名称将以该字段内容为开头，如“面 1_201908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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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要素测量采集（输入、测量、手绘、捕捉）  

 
点击底部菜单区【采集】，可进入要素测量采集功能，在该功能界面，

包含底部菜单按钮、和地图辅助工具按钮。  

（1）测量：通过 GPS 卫星定位测量，采集要素数据。  

（2）输入：通过手动输入点位坐标，采集要素数据。  

（3）手绘：通过在主地图上手动绘制图形，采集要素数据。  

（4）捕捉：通过捕捉已有点位或者线面节点坐标，构成要素数据。  

（5）设置：采集模式和多媒体命名设置。  

（6）嵌套点：对于线、面采集过程中，可嵌套采集某个点图层要素。  

（7）撤销、重做：撤销或者回退采集图形的操作。  

（8）清除：清除所有采集图形，以便重新采集图形要素。  

6.4 完成测量采集  

  
图形采集之后，点击【完成】按钮，会再一次打开属性界面，等待属性

信息、或者多媒体信息采集或者确认后，点击底部【保存】按钮则完成

和保存当前测量采集要素数据；点击【放弃】按钮则不保存放弃当前测

量采集要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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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编辑 

7.1 编辑图层  

点击主地图区右侧工具条【图层】按钮，可打开图层快速设置模式，在

该模式中，可快速切换选择编辑图层（顶部标题区同步更新图层名称）。 

7.2 图形编辑  

 
点击底部菜单区【编辑】，可进入图形要素编辑功能，在该功能中，包

含地图编辑模式按钮、和底部辅助功能按钮。  

7.2.1 添加点  

  
在编辑功能中，选择指定的图形要素，点击地图编辑模式按钮【添加点】，

之后在图形边界上点击以便添加新的节点，最后点击界面底部完成按

钮，结束节点添加操作。  

7.2.2 删除点  

在编辑功能中，选择指定的图形要素，点击地图编辑模式按钮【删除点】，

之后在选择图形边界上的节点以便删除该节点，最后点击界面底部完成

按钮，结束节点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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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移动点  

在编辑功能中，，选择指定的图形要素，点击地图编辑模式按钮【移动

点】，之后选择图形边界上的节点移动该节点到指定位置，最后点击界

面底部完成按钮，结束节点移动操作。  

7.2.4 面合并  

  
在编辑功能中，框选两个待合并的图形要素，点击地图编辑模式按钮【面

合并】，之后点击界面底部完成按钮，在弹出的要素属性选择界面中，

选择指定的合并图形属性信息，完成图形要素合并操作。  

7.2.5 面裁切  

  
在编辑功能中，选择指定的图形要素，点击地图编辑模式按钮【面裁切】，

之后在图形上绘制裁切面，最后点击界面底部完成按钮，结束面裁切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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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面分割  

 
在编辑功能中，选择指定的图形要素，点击地图编辑模式按钮【面分割】，

之后在图形上绘制分割线，最后点击界面底部完成按钮，结束面分割操

作。  

7.2.7（图形）复制  

在编辑功能中，选择指定的图形要素，点击地图编辑模式按钮【复制】，

点击完成便可复制一份相同的图形要素数据。  

7.2.8（图形）移动  

在编辑功能中，选择指定的图形要素，点击地图编辑模式按钮【移动】，

之后拖动方式将图形移动到指定的位置，最后点击完成结束移动编辑操

作。  

7.2.9（图形）删除  

在编辑功能中，选择指定的图形要素，点击地图编辑模式按钮【删除】，

点击完成删除图形要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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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地图 

8.1 矢量图层  

 
点击底部菜单区【地图】，可进入地图图层管理功能，在该功能界面，

包含矢量图层、栅格影像地图和在线地图的综合设置管理。  

8.1.1 图层移动  

矢量图层的第一行图标按钮，依次（从左至右）为图层顺序移动操作按

钮：  

（1）上移，将图层上移一层。  

（2）下移，将图层下移一层。  

（3）置顶，将图层置于顶层。  

（4）置底，将图层至于底层。  

（5）删除，删除图层。  

8.1.2 图层快速设置  

矢量图层的第二行图标按钮，前三项依次（从左至右）为图层的快速设

置操作按钮：  

（1）可见，图层是否可见设置，点击后（蓝色高亮）图层可见。  

（2）可选，图层是否可选择设置，点击后（蓝色高亮）图层可选。  

（3）可编辑，图层是否可编辑设置，点击后（蓝色高亮）图层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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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图层标注  

 
矢量图层的第二行图标按钮中，点击标注按钮，可打开图层标注设置界

面，在该界面中，可设置标注颜色、字体大小、以及标注字段（单选或

多选），设置之后，点击界面底部【保存】按钮。  

8.1.4 图层样式  

 
矢量图层的第二行图标按钮中，点击样式按钮，可设置图层的样式风格，

包含透明度设置、边框宽度、线条颜色、填充颜色、以及符号设置，设

置之后，点击界面底部【保存】按钮完成样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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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图层复制  

 
矢量图层的第二行图标按钮中，点击复制按钮，可基于选择的图层快速

复制创建新的图层，在复制界面中，输入新图层名称，同时如果勾选复

制图层数据，则复制新建图层时，同步复制源图层要素数据。  

8.1.6 图层字段  

  
矢量图层的第二行图标按钮中，点击字段按钮，可打开图层属性字段编

辑界面，在该界面中，可删除、或者添加属性字段，对于添加字段，输

入字段名称、同时可设置其类型、长度、小数位数、默认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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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图层导出  

  
矢量图层的第二行图标按钮中，点击导出按钮，可将该图层数据导出到

指定的格式文件，对于导出格式，可选择 DXF\GPX\KML\SHP 数据格式。 

8.2 栅格影像  

  
对于栅格影像地图，同样可设置其图层间的顺序、图层是否可见、以及

图层样式，在图层样式中，可设置栅格影像的透明度、和过滤色（去黑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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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在线地图  

 
在线地图里可以切换，天地图卫星图和天地图矢量图。（需联网）  

8.4 导入矢量  

在地图功能中点击底部【导入矢量】，可导入外部矢量地图数据，支持

SHP\GPX\DXF 矢量数据格式的导入。  

8.5 导入栅格  

在地图功能中点击底部【导入栅格】，可导入外部 TIF 栅格影像地图。  

8.6 新建图层  

 
在地图功能中点击底部【新建图层】，可打开新建矢量图层界面，在该

界面中，输入设置图层名称、图层类型和属性字段信息。  

（1）新建图层时，软件自动内置若干默认属性字段。  

（2）对于属性字段，可通过【添加字段】方式手动添加属性字段；也

可以通过【导入字段】，使用外部属性字典文件，快速新建指定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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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 
9.1 数据（属性、照片）列表  

  
在底部菜单区点击【数据】，可进入数据管理功能，在该功能中，通过

数据列表查看存在的要素属性、和照片信息；同时，选择指定的要素数，

可进行删除、更新、续采和地图定位操作。  

9.2 数据导出  

 
在数据管理功能中，点击右上角更多按钮，可打开数据导出界面，选择

导出数据格式，软件将所有图层数据导出为指定的格式文件，导出文件

位于当前任务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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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置 

 
在底部菜单去点击【设置】，可进入软件设置功能，在该功能中，可查

看软件版本信息，设置 GNSS 类型、CORS 差分服务、地图渲染模式、

轨迹记录选项、拍照选项、单位选项等相关参数设置。  

10.1 检查更新  

在软件设置功能中，点击底部【检查更新】，软件将会连接网络检查更

新版本，如果存在新的版本则可以安装更新软件。  

 

10.2 软件注册  

 
在软件设置功能中，点击底部【软件注册】，可进入软件注册界面，在

该界面中，收集机器码、设备编号、软件名称信息，反馈给销售人员以

购买获取软件注册文件，之后通过注册文件进行软件注册；同时，如果

软件注册文件同步登记到后台管理系统，则可进行在线软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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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意见反馈  

 
亲，如果您对软件的使用有问题、建议、或者定制化修改需求，可以联

系销售人员或者发送邮件，进行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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