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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简介  
友情提示：Ctrl+鼠标滚轮可控制页面缩放，以达到最佳阅读效果。

随着全球进入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通信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彻底改变人际交流和感知世界的方式。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信息系统，已从原始的纸质地图发展到全息数字化电子地
图。GIS同步于操作系统、通信互联、移动终端的软硬件支撑，已经深入到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方方面
面。从航天发射、卫星遥感到快递配送、乘车服务，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闪烁着GIS的光彩。GIS能够将空
间和动态信息融合为全息数字化视觉效果，为地理研究、地理决策和居民生活提供及时准确的可视化服

务。GIS丰富多彩的服务来源于其背后大规模地图数据支撑和强大的分析处理能力。但是，地图数据的生
产储备、分析处理及服务提供是一个极其专业和艰苦复杂的工作，对工作流程和操作人员都有专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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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PyramidMap功能示意图

图2-1：PyramidMap部署运行模式示意图

求，技术成本很高。因此，很多有此需求但技术薄弱的企业望而却步。PyramidMap正是为解决这一问
题而向中小型企业提供的一套简单实用的GIS数据处理工作流平台。

PyramidMap(www.pyramidmap.com)是一款即可作为独立的地图制图工具，又可面向GeoServer，作
为其客户端使用的，构成简单易用，覆盖制图、编辑赋值、渲染、数据库存储、服务发布、管理的地图

全流程化服务体系。PyramidMap的宗旨就是，将专业甚至令人畏惧的GIS数据处理，变为平易近人、方
便使用、轻松愉悦的工作流程，在此基础上，将原本复杂的GeoServer与Geodatabase连接以及地图服
务发布流程转化为完全界面化引导的可视化流程，降低了使用者门槛，提高了地图作业运行效率，从而

赋予GIS用户独立完成从地图制图到web地图服务的全流程化处理能力。其最终目的是为WebGIS应用提
供高效的数据处理流程，也就是说，PyramidMap工具，为您提供的是WebGIS应用最基本的数据保障处
理流程，属于地图数据处理核心层，也是最复杂的过程，PyramidMap完全胜任这个工作，流程如图1-1
所示。

PyramidMap定位于整个WebGIS实现流程的关键环节，完成WebGIS可行性之前的地图关键数据处理及
储备，这在传统上高度依赖专业GIS人员的技能，现在可交由PyramidMap轻松完成，从而极大降低了
GIS用户的准入门槛，提高了地图数据的处理效率。

2 软件部署  
2.1 部署方式  
PyramidMap内部集成了运行所需要的所有依赖，只需要将软件解压即可使用（暂不支持中文路径），
双击PyramidMapViewer.exe可执行程序即可运行。部署模式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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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PyramidMap在WebGIS网络架构中的作用和运行模式

分类 项目 功能说明

地图显示 地图主视图

地图预览及编辑操作，支持Shp文件类型、Geodatabase地
理数据库类型、来自GeoServer的WMS、WFS、WCS、
WMTS等标准化地图服务以及遵循标准化规范的各种online在
线地图资源，完成地图的预览、编辑、提交、存库完整流

程，实现地图的符号化管理和渲染。

 
左侧图层显示
节点控制

地图主视图中的图层将以节点方式进行分类管理，支持在图
层节点上通过Checkbox控制显示和右键菜单，并根据图层类
型实现相应操作。

 
右侧数据库图
层资源节点

数据库连接池节点，双击数据库节点，动态加载其内部图
层，图层节点支持拖拽至主视图或鼠标双击显示。不同层级

节点具有相应的快捷菜单。数据库节点菜单完成数据库连接

测试、编辑、图层列表管理、删除操作；图层节点菜单支持

图层的导出和转换及删除。

2.2 运行模式  
Client/Server模式

PyramidMap能够完成独立的制图、地图编辑、符号定义渲染、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连接、访问、
地图数据输入输出、GeoServer地图服务器空间管理、地图服务发布、托管及访问等全流程化处理。
PyramidMap即可以独立完成从制图到编辑的所有功能，支持多种空间地理数据库，包括但不限于
Oracle、Postgre、MySQL，完成地图数据的输入输出和访问存储。PyramidMap能够与GeoServer地
图服务器无缝连接，并可作为GeoServer的可视化客户端工具使用，在客户机上完成对远程服务器的工
作空间和数据存储管理、图层发布、地图符号制作及发布、服务端图层和符号数据管理、预览以及其他

系列化操作。综上所述，PyramidMap为地图使用者提供了从制图到Web端使用的全流程化功能。
PyramidMap支持在Internet和Intranet环境下部署，其内部已经集成运行所需要的所有依赖，不需要安
装，解压即可使用（暂不支持中文路径）。PyramidMap在WebGIS网络架构中的作用和运行模式如图2-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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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功能说明

 
右侧

GeoServer图
层资源节点

GeoServer连接池节点，双击服务器节点，动态加载器内部
工作区和图层节点；图层节点支持拖拽至主视图或鼠标双击

显示。不同层级节点具有相应的快捷菜单，GeoServer层节
点菜单完成地图服务器连接测试、编辑连接、获取服务器同

步数据(将GeoServer服务端工作区和数据存储及其数据库连
接配置)、工作区管理(工作区参数本地化修改并同步到服务
器)、刷新节点、删除；工作区节点菜单完成数据存储管理和
图层的导入，特别地，在数据存储列表中，可以对列表项中

每一条进行数据库连接的编辑修改和图层列表的维护，包括

图层的详细信息以及增删维护。

地图查询  

支持在地图主视图和每个独立的地图视图中，对图层数据表
进行SQL查询，查询结果高亮显示在地图上。支持Shp矢量文
件、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图层、GeoServer图层等多种
数据类型。

要素选择  

支持在地图主视图和每个独立的地图视图中，选择地图要
素，高亮显示并打开数据表，并对属性数据进行编辑修改和

保存提交。支持Shp矢量文件、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图
层、GeoServer图层等多种数据类型。

地图编辑 地图绘制

支持在地图主视图和每个独立的地图视图中，根据当前图层
的几何类型，实现鼠标打点、画线、画面，提交保存。支持

Shp矢量文件、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图层、GeoServer中
的WFS地图服务等多种数据类型。

  要素赋值

支持在地图主视图和每个独立的地图视图中，在地图要素表
格中修改编辑属性数据，提交保存。支持Shp矢量文件、
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图层、GeoServer中的WFS地图服
务等多种数据类型。

  数据转换 Shp转Csv、Kml、GeoJson，Csv、Kml、GeoJson转Shp。

  数据处理
矢量与栅格影像坐标系转换、栅格影像NoData无效值处理、
栅格影像Tiles切片、Mosaic合并。

创建Shp 创建原始Shp
实现原始Shp格式矢量图层的设计、编辑、绘图、数据保存、
导入数据库、发布到GeoServer的全流程化处理。

 
外部数据转

Shp
实现Csv、Kml、GeoJson等结构化数据转换为Shp矢量图
层。

 
Geodatabase
导出Shp

支持但不限于Oracle、PostGIS(PostgreSQL+GIS功能扩展)、
MySQL、SQLServer等地理数据库要素导出为Shp。

 
GeoServer导
出Shp

支持GeoServer中的矢量图层导出为Shp。

图层资源管理
Vector矢量图
层资源管理

将客户端矢量图层通过选择文件的方式，纳入到程序资源管
理体系中，实现对客户端矢量图层的统一资源管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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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功能说明

 
Raster栅格图
层资源管理

将客户端栅格影像图层通过选择文件的方式，纳入到程序资
源管理体系中，实现对客户端栅格影像的统一资源管理池。

图层导入
Geodatabase
地理数据库

 
将客户端矢量图层资源管理池中的Shp图层导入到Oracle、
PostGIS、MySQL、SQLServer等地理数据库中。

图层发布到
GeoServer

发布Shp矢量
文件类型

将客户端矢量图层资源管理池中的Shp图层，发布到
GeoServer中，以文件方式存储到GeoServer指定的数据缓存
目录中，输出wms/wfs/kml等标准化地图服务，为WebGIS
提供可视化地图地图服务。

 
发布栅格影像
文件类型

将客户端栅格图层资源管理池中的影像图层，发布到
GeoServer中，以文件方式存储到GeoServer指定的数据缓存
目录中，输出wms/wcs/wmts等标准化地图服务，为WebGIS
提供可视化地图地图服务。

 

发布
Geodatabase
地理数据库矢

量图层类型

将客户端矢量图层资源管理池中的Shp图层，导入到地理数据
库中，以要素表的方式，作为图层数据源，通过GeoServer
内置JDBC数据库引擎驱动，实现对地图数据的访问处理，输
出wms/wfs/kml等标准化地图服务，为WebGIS提供可视化
地图地图服务。

符号系统管理
创建sld符号
文件

创建点、线、面不同要素类型的sld图层式样定义文件，用于
定义图层的渲染模式。

 
管理sld符号
文件

将客户端sld符号通过选择文件的方式，纳入到程序资源管理
体系中，实现对客户端sld的统一资源管理池。

 
获取服务器

sld符号

获取GeoServer服务器上的sld符号文件，并同步到客户端本
地，纳入到程序资源管理体系中，实现对客户端sld的统一资
源管理池。

 
编辑sld符号
文件

编辑sld符号文件。

 
同步sld文件
至服务器

将客户端sld资源管理池中的sld图层式样定义文件提交至
GeoServer。

Geodatabase
地理数据库连

接池

新建数据库连
接

PyramidMap支持与具备Spatial空间数据存储能力的DBMS
数据库进行直连访问，实现地图数据的存储转换，支持（但

不限于）Oracle、PosGIS(PostgreSQL+GIS功能扩展)、
MySQL、SQLServer等数据库，通过连接参数配置并测试连
接成功后，创建并维护上述数据库资源连接池。

 
维护数据库连
接池

PyramidMap对地理数据库以连接池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管
理，在Shp图层导入数据库和发布服务的时候选用。可以在资
源列表中选择修改、连接测试、图层的导入导出等相关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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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项目 功能说明

 
数据库图层管

理

将已纳入到PyramidMap资源管理体系中的Shp文件，导入到
地理数据库中；将地理数据库中要素图层导出到指定路径下

的Shp或Kml、GeoJson等格式文件。

 
数据库图层预

览
通过数据库连接池，选择地理数据库下的要素图层，进行数
据查询和图层预览。

GeoServer地
图服务器连接

池

新建地图服务
器连接

PyramidMap支持与GeoServer地图服务器进行直连访问，实
现多类型图层发布功能，为WebGIS提供图层服务接口。通过
连接参数配置并测试连接成功后，创建并维护GeoServer地
图服务器资源连接池。

 
管理地图服务
器连接

PyramidMap对GeoServer服务器以连接池的方式进行资源配
置管理，可以在资源列表中选择修改、连接测试、图层的导

入导出等相关操作。

 
管理工作区及
数据存储

PyramidMap可以作为GeoServer的可视化客户端使用，以图
形化界面方式，协助用户实现对工作区和数据存储的管理，

通常这些操作需要专业GIS人员，在GeoServer的web控制台
上进行，操作复杂，对操作者有很高的专业技术要求。

PyramidMap通过可视化界面引导的方式，帮助用户实现这
个流程，使这一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管理服务器图

层

PyramidMap可以作为GeoServer的可视化客户端使用，以图
形化界面方式，协助用户实现客户端图层的上传发布、服务

端图层的导出及转换，通常这些操作需要专业GIS人员，在
GeoServer的web控制台上进行，操作复杂，对操作者有很高
的专业技术要求。PyramidMap通过可视化界面引导的方
式，帮助用户实现这个流程，使这一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服务器图层预

览

PyramidMap可以作为GeoServer的可视化客户端使用，能够
在主界面地图视图中显示GeoServer中的图层，并对图层进
行相应的导出和转换，从而简化了二次开发和应用的难度。

 
管理服务器

sld符号

Sld(Styled layer description)，图层渲染样式描述文件，地
图按照sld的描述进行绘制，实现对点、线、面不同类型的要
素进行符号化、配色、透明度、文字标注等渲染显示。

PyramidMap可以作为GeoServer的可视化客户端使用，以图
形化界面方式，协助用户实现对sld文件的本地化创建、维
护、与服务端保持同步，并对服务端图层以及客户端图层发
布过程中进行预设，通常这些操作需要专业GIS人员，在
GeoServer的web控制台上进行，操作复杂，对操作者有很高
的专业技术要求。PyramidMap通过可视化界面引导的方
式，帮助用户实现这个流程，使这一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表2-1：PyramidMap功能表

2.4 版本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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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PyramidMap版本功能表

图3-1：中国基础地图资源入口

3 地图显示  
地图主界面分为四个功能区，如图3-1所示。分别是地图主视图，是所有地图数据的显示容器，接受来自
Shp文件、影像文件、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GeoServer地图服务器、在线地图等多种地图资源数
据的加载显示；左侧在线图层节点，是已加载到地图主视图中的图层数据源节点，按照路径-图层进行分
类，具有相应的层级菜单，按指示完成操作；右上侧是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数据源节点，按数据连
接-图层表进行分类，具有相应的层级菜单，按指示完成操作，可拖拽图层表至地图视图区或鼠标双击显
示，并自动加入到左侧图层展示节点；右下侧是GeoServer工作区及图层数据源节点，按GeoServer连
接-工作区-图层进行分类，具有相应的层级菜单，按指示完成操作，可拖拽图层至地图视图区或鼠标双
击显示，并自动加入到左侧图层展示节点。

3.1 加载底图  
基础地图为系统提供参考地图，并为要在地图中显示的内容提供环境。创建新地图时，可以选择要使用

的参考底图。PyramidMap目前支持许多基于Web Mercator 坐标系和其他标准坐标系的底图资源。可
以随时更改当前地图的基础地图：可以从基础地图库中选择基础地图。借助于底图，可以进行精确的空
间位置校准，可以处理与位置相关的地图数据，可以在地图上绘制点、线和区域，并可以进行精确定位

和轨迹查询。PyramidMap支持矢量和光栅类型的基础地图资源。该基础地图被设计为通用参考地图，
用于信息目的以及GIS专业人员和其他用户创建网络地图和网络地图应用程序。

3.1.1 中国基础地图  

PyramidMap的中国基础地图资源可以通过主界面工具栏中的快捷菜单进行加载和切换，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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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彩色版中国基础地图

图3-3：彩色版中国基础地图局地细节

PyramidMap提供四种底色版本的中国基础地图，分别是：灰色、彩色、暖色、蓝黑色，以彩色版为
例，显示效果矩阵如图3-2所示。

彩色版中国基础地图局地细节，如图3-3所示。

3.1.2 世界基础地图  

PyramidMap的世界基础地图资源可以通过主界面工具栏中的快捷菜单加载和切换，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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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世界基础地图资源入口

图3-5：世界通用参考地图

世界通用参考地图包括行政边界、城市、保护区、公路、公路、铁路、水景、建筑物和地标，覆盖在阴
影地形和土地覆盖图像上，以增加上下文。该参考地图显示效果如图3-5所示。

世界通用参考地图的局地细节，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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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世界通用参考地图局地细节

图3-7：世界土地覆盖图像和详细地形图

世界土地覆盖图像和详细地形图为世界提供了土地覆盖图像及详细地形图。该地图显示效果如图3-7所
示。

世界土地覆盖图像和详细地形图的局地细节，如图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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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世界土地覆盖图像和详细地形图局地细节

图3-9：世界土地覆盖图像和详细地形图

世界卫星和航空影像地图在世界许多地区提供一米或更高的卫星和航空影像，并在世界各地提供较低分

辨率的卫星影像。该地图包括世界上中小型（约1:591M至约1:288k）的15m TerraColor图像。该地图
在世界各地主要城市地区以0.3米分辨率的Maxar图像为特色，其他地区以1米分辨率的图像为特色。世
界卫星和航空图像地图为GIS用户提供高分辨率航空影像地图。该图像的分辨率范围为0.3米至0.03米
（某些社区的分辨率为1:280）。世界卫星图像显示效果如图3-9所示。

世界卫星和航空影像地图的局地细节，如图3-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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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世界卫星和航空影像地图局地细节

图3-11：自然地球物理地图

自然地球物理地图显示的是自然地球物理地图，世界每像素1.24公里，邻近美国的可达到每像素500
米。该地图显示效果如图3-11所示。

自然地球物理地图的局地细节，如图3-12所示。

pyr
ami

dma
p.c

om



图3-12：自然地球物理地图局地细节

图3-13：全球阴影地形图

全球阴影地形图将表面高程描绘为阴影地形。该地图用作基础地图，用于向其他GIS地图（如ArcGIS 
Online World Street map）添加阴影地形。它在不包含正射图像的地图中特别有用。地图分辨率（单元
格大小）如下：美国为30米，北纬60度至南纬56度之间的所有陆地区域为90米。北60度和南56度以上
的1公里分辨率。世界阴影地形图显示效果如图3-13所示。

全球阴影地形图的局地细节，如图3-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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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全球阴影地形图局地细节

图3-15：全球街道地图

全球街道地图显示了世界的公路等级数据。街道级数据包括美国；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墨西哥欧洲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南美洲和中美洲；非洲以及中东大部分地区。这张综合街道地图包括高速公

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单向箭头指示器、铁路、水景、行政边界、城市、公园和地标，覆盖在阴影

浮雕图像上，以增加上下文。显示效果如图3-15所示。

全球街道地图的局地细节，如图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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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全球街道地图局地细节

图3-17：全球基础地形图

全球基础地形图被设计为GIS专业人员用作底图，以覆盖人口统计或土地覆盖等其他主题图层。基础地图
具有阴影地形图像、水深测量和海岸水特征，旨在为其他数据层提供中性背景。目前，底图为世界提供

了约1:1m的覆盖范围。全球基础地形图显示效果如图3-17所示。

全球基础地形图的局地细节，如图3-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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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全球基础地形图局地细节

图3-19：全球综合参考地图

全球综合参考地图设计用于GIS专业人员的底图和任何人的参考图。该地图包括行政边界、城市、水景、
地理特征、公园、地标、公路、道路、铁路和机场，覆盖在土地覆盖物上，并提供阴影地形图像，以增

加背景。全球综合参考地图显示效果如图3-19所示。

全球综合参考地图的局地细节，如图3-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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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全球综合参考地图局地细节

图3-21：全球地貌和路网综合电子地图

全球地貌和路网综合电子地图为世界提供了公路等级数据。街道级数据包括美国；加拿大大部分地区；

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度南美洲和中美洲；中东大部分地区；埃及和摩洛哥；以及南部非洲的

部分地区，包括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和斯威士兰。这张综合街道地图包括高速公路、主

要道路、次要道路、单向箭头指示器、铁路、水景、行政边界、城市、公园和地标，覆盖在阴影浮雕图
像上，以增加上下文。该地图显示效果如图3-21所示。

全球地貌和路网综合电子地图的局地细节，如图3-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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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全球地貌和路网综合电子地图局地细节

图3-23：加载本地矢量数据

3.2 加载业务图层  
地图视图支持以下地图数据：Shp文件类型、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类型、来自GeoServer的WMS、
WFS、WCS、WMTS等标准化地图服务以及遵循标准化规范的各种基础地图资源。加入到视图中的图
层，按数据源路径进行分类，显示在左侧图层节点中，通过右键快捷菜单，实现分级操作。

3.2.1 加载本地Shp图层  

工具条中选择“加载本地矢量数据”，如图3-23所示。

通过文件选择器，加载所需要的图层，加载成功后，将显示在地图视图中，同时形成左侧的图层挂载节

点，如图3-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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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加载本地Shp矢量图层显示

图3-25：加载显示地图数据库中矢量图层实现流程

3.2.2 加载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图层  

在主界面数据库连接池节点树中，双击数据库节点，动态加载其内部图层，图层节点拖拽至地图视图或
鼠标双击显示，同时形成左侧的图层挂载节点，显示流程如图3-25所示。

3.2.3 Geodataabse地理数据库目录及操作  

主界面右上侧，数据库连接池节点，提供地理数据库类型数据源，双击数据库节点，动态加载其内部图

层，图层节点支持拖拽至主视图或鼠标双击显示。不同层级节点具有相应的快捷菜单。数据库节点菜单

完成数据库连接测试、编辑、图层列表管理、删除操作，如图3-26所示。

pyr
ami

dma
p.c

om

af://n255
af://n259


图3-26：Geodatabase数据库层操作菜单

图层节点菜单支持将数据库图层导出为Shp、Kml、Csv、GeoJson等图层格式及删除，如图3-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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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Geodatabase数据库图层表操作菜单

3.2.4 加载GeoServer图层  

在主界面GeoServer连接池节点树中，双击GeoServer节点，动态加载其内部工作区及其图层，图层节
点拖拽至地图视图或鼠标双击显示，同时形成左侧的图层挂载节点，如图3-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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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加载显示GeoServer中矢量图层实现流程

图3-29：GeoServer节点操作菜单

3.2.5 GeoServer地图服务器目录及操作  

主界面右下侧，GeoServer连接池节点，提供地图服务器类型数据源，双击服务器节点，动态加载器内
部工作区和图层节点，不同层级节点具有相应的快捷菜单。GeoServer层节点菜单完成地图服务器连接
测试、连接属性编辑、获取服务器同步数据(将GeoServer服务端工作区和数据存储及其数据库连接配
置)、工作区管理(工作区参数本地化修改并同步到服务器)、刷新图层列表、连接删除等操作，如图3-29
所示。

GeoServer节点下是工作区节点，工作区节点菜单完成数据存储管理、图层节点刷新、地图导入、工作
区删除等操作，如图3-30所示。

pyr
ami

dma
p.c

om

af://n270


图3-30：GeoServer工作区层级节点操作菜单

特别地，在数据存储列表中，可以对列表项中每一条进行数据库连接的编辑修改和图层列表的维护，包
括图层的详细信息以及增删维护。图层节点支持拖拽至主视图和鼠标双击显示、设置style符号、导出及
删除操作，如图3-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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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GeoServer工作区下的图层节点操作菜单

特别在GeoServer工作空间下的图层节点，右键设置该图层在GeoServer服务器内部与sld显示符号的绑
定关系，如图3-32所示。p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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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设置该图层在GeoServer服务器内部与sld显示符号的绑定关系

图3-33：PyramidMap根据所选图层的几何类型返回服务端同类型的符号列表

PyramidMap会根据所选图层的几何类型，返回服务端同类型的符号选择列表，如图3-33所示。

点击“确定”，图层与sld符号绑定成功。随后，GeoServer服务器输出的该图层WMS服务中，将按此符号
进行渲染，如图3-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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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GeoServer服务器输出的该图层WMS服务按此符号进行渲染

图3-35：矢量图层复选框节点中分类和管理

3.3 图层节点操作  

3.3.1 图层控制  

主地图视图中的图层在复选框节点中进行分类和管理。它支持每个层节点上的弹出菜单和选中的可见控

件，并根据层类型执行相应的操作。以下是矢量层的操作菜单，如图3-35所示。

以下是针对栅格图层的操作菜单，如图3-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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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6：栅格图层复选框节点中分类和管理

图3-37：地图Sld符号定义与效果

通过图层复选框节点分类和管理，可以控制图层的可见性以及对不同类型图层的数据处理方式。

3.3.2 符号渲染  

矢量图层显示节点的快捷菜单选择新建sld符号，可以进入sld符号定义界面，如图3-37所示。

通过此操作，创建针对点(Point、MultiPoint)、线(LineString、MultiLineString)、面(Polygon、
MultiPolygon)类型图层的样式定义文件，并设置标注字段和字体类型、大小、颜色和标注位置，效果预
览满意后，保存为sld文件，并纳入到PyramidMap资源管理池中维护，PyramidMap客户端维护的sld资
源池可以为图层提供要素符号选择，在图层节点上选择sld符号，如图3-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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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图层节点上选择sld符号

图3-39：与所选图层相同几何类型sld资源列表

PyramidMap将根据所选图层几何类型自动匹配Sld数据，提供相同几何类型的sld资源选择列表，如图3-
39所示。

图层应用所选sld后的渲染效果，如图3-4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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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0：图层应用所选sld后的渲染效果

图3-41：打开图层数据表

3.3.3 图层要素数据表  

在左侧图层节点选择“打开数据表”选项，如图3-41所示。

所选图层的要素数据表及查询页面如图3-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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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图层数据表及查询页面

图3-43：图层查询构造器

在图层数据表界面，通过查询器，可以基于全部字段构建组合式查询条件，实现对图层的简单和复杂查

询，如图3-43所示。

在查询构造器中，可对构建的查询语句进行有效性验证，如图3-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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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4：查询语句有效性验证

图3-45：查询语句有效性验证结果

验证结果如图3-45所示。

点击“应用”，执行查询，基于以上构造条件的，数据表查询结果如图3-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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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6：基于构造条件的数据表查询结果

图3-47：基于构造条件的查询结果在地图上显示

查询结果同步在地图上显示，如图3-47所示。

特别地，要素数据表与地图互动，更进一步的，在数据表中可以完成要素属性数据的编辑修改和删除，

并按图层数据源类型进行提交保存，支持Shp矢量文件类型、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类型、
GeoServer地图服务器类型。

4 地图编辑  
4.1 创建Shp图层  
在PyramidMap中，用户可以创建自己的Sh式矢量图层。用户可以自主选择要素几何类型、地图坐标
系、创建图层字段及数据类型，创建完全符合自己需要的矢量图层，设计界面如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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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Shp图层数据结构设计

Shp图层数据结构包括几何类型、坐标系、属性数据三个方面，几何类型指明地图要素的几何形状，包
括点(Point/MultiPoint)、线(LineString/MultiLineString)、面(Polygon/MultiPolygon)类型；坐标系负
责对地图要素坐标位置进行定义和描述，从而在正确的位置和范围进行显示。同时，数字化地图不仅有

空间数据，而且可以携带多种类型的属性数据，是空间和属性数据的统一体。PyramidMap涵盖了目前
绝大多数常用的标准坐标系，包括GCS地理坐标系和PCS投影坐标系，GCS负责空间立体位置的描述，如
WGS84,，PCS可以理解对空间位置在平面上的投影，负责平面位置的描述，如WGS84 Web Mercator，
是当前Web地图采用的主要坐标系。PyramidMap通过分类列表的方式实现坐标系的选择，应提供关键
字模式实现快速查询选择，如图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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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通过关键字实现坐标系的快速选择

对于一个Shp类型图层，它可以与普通数据库表一样，具有字段信息，包括字段命名、数据类型等，用
以存储空间数据之外的所有普通类型数据，实现对一个地图要素的属性信息描述。属性数据类型包括文
本、长整型、短整型、浮点类型、双精度类型、日期时间类型，创建过程如图4-3所示。p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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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Shp图层表字段设计

图4-4：创建后的Shp图层加入到地图资源池中

创建成功后的Shp图层自动加入到PyramidMap的图层资源池中进行统一管理，可以在资源池列表中进
行选择，如图4-4所示。

在资源池列表中选择图层，进行地图要素绘制和数据赋值，如图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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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对创建后的Shp图层进行地图要素绘制和数据赋值

图4-6：图层开启编辑

以上就是创建一幅地图，加入到资源管理池，进行地图绘制，添加地图数据的完整流程。

4.2 图形化编辑  
地图数据由表示空间向量的几何形状和描述属性的特征数据组成，因此，地图编辑包含了两部分内容，

分别是图形化编辑和数字化编辑。

4.2.1 地图主视图编辑器  

PyramidMap支持在地图主视图和每个独立的地图视图中，根据当前图层的几何类型，实现鼠标打点、
画线、画面，提交保存。支持Shp矢量文件、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图层、GeoServer中的WFS地图
服务等多种数据类型。在主视图界面，通过图层节点快捷菜单“开启编辑”选项，开启所选图层的编辑状
态，如图4-6所示。

点击工具栏中的“绘图”按钮，如图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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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针对矢量图层编辑，工具栏中的“绘图”按钮

图4-8：针对编辑后的地图数据，工具栏中的“保存”按钮

图4-9：点要素绘制与保存

地图进入编辑状态，通过鼠标交互，可以根据图层几何类型，实现打点、画线、绘制多边形等操作，绘

制完成后，点击工具栏中的“保存”按钮，如图4-8所示。

PyramidMap将绘制的要素数据保存提交至图层数据源中，支持Shp矢量文件类型、Geodatabase地理
数据库类型、GeoServer的WFS服务类型。保存成功后，系统返回提示，点类型编辑保存，如图4-9所
示。

线类型编辑保存，如图4-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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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线要素绘制与保存

多边形要素编辑保存，如图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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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多边形要素绘制与保存

图4-12：独立图层显示编辑模块

4.2.2 独立视图编辑器  

在Shp图层资源管理和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图层资源管理模块，通过“预览与编辑”按钮，可打开每
个图层独立的显示视图，完成编辑操作功能，如图4-12所示。

点击绘图按钮，实现鼠标在地图视图上的交互绘制，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加结果更新保存到图层
对应的数据源中，Shp保存到图层文件中，数据库图层则保存到数据库图层表中。

4.3 数字化编辑  
PyramidMap对图层属性表实现数字化编辑，分别在主界面可视化图层节点和Shp或Geodatabase地理
数据库图层列表中的预览与编辑中实现。

4.3.1 主视图数字化编辑  

通过主界面可视化图层节点的右键快捷菜单的“打开数据表”选项，如图4-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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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主界面可视化图层节点的右键快捷菜单的“打开数据表”选项

图4-14：图层数据表编辑

打开的图层数据表如图4-14所示。

双击表格Cell（Id及Geometry字段除外），切换到编辑输入状态，所选要素同时高亮显示在地图上，如
图4-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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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数据表所选要素在地图上高亮显示

图4-16：每个图层独立视图编辑器

支持批量修改、提交保存。

4.3.2 独立视图数字化编辑  

Shp资源池和数据库资源池中的图层，可以在独立视图中进行预览和编辑，如图4-16所示。

点击“打开数据表”，将打开该图层要素数据列表，如图4-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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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图层数据表

图4-18：所选要素高亮显示在地图

双击表格Cell（Id及Geometry字段除外），切换到编辑输入状态，所选要素同时高亮显示在地图上，如
图4-18所示。

支持批量修改、提交保存。

5 Geodatabase与GeoServer  
5.1 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连接池  
PyramidMap支持与地理数据库进行直连访问，实现地图数据的导入、导出及存储转换，支持（但不限
于）Oracle、PosGIS(PostgreSQL+GIS功能扩展)、MySQL、SQLServer等数据库。PyramidMap创建数
据库连接后，以数据库连接池方式进行管理，实现地图的导入、导出、预览、编辑等操作。
PyramidMap提供两种方式创建地理数据库连接，1、通过地图显示主界面的地图数据库节点创建数据库
连接，2、通过“系统设置”-“地理数据库管理”，在数据库配置页面创建数据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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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主界面地理数据库节点添加数据库连接

图5-2：通过系统设置入口创建数据库连接

5.1.1 Geodatabase数据源节点  

在主界面的地理数据库节点，双击“新建数据库连接”，如图5-1所示。

打开地理数据库连接配置界面，选择地理数据库类型，并输入正确的连接参数，连接测试成功后，即可

保存创建为有效的地理数据库连接，纳入到PyramidMap地理数据库资源连接池中，并动态加入到地理
数据库节点里。界面输入参数说明：

数据库类型：选择数据库类型（Oracle、PostGIS、MySQL）
连接命名：自定义连接名称。

IP地址：数据库所在服务器的IP地址。
端口号：数据库所用的端口号。（默认端口号：Oracle 1521、Postgre 5432、MySQL 3306）
服务实例：要连接的数据库名称。

schema：要连接的schema，主要针对PostGIS，其他可忽略，Oracle中此参数与用户名一致。
测试连接：测试新建的数据库连接是否可以连接。

保存：保存新建的数据库连接。
取消：清空并刷新页面。

5.1.2 创建Geodatabase连接  

通过PyramidMap的系统设置入口，如图5-2所示。

进入地理数据库连接池管理模块，如图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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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地理数据库连接池管理模块

图5-4：创建地理数据库连接及地理数据库连接池管理流程

地理数据库连接池管理模块实现新建地理数据库连接和已建数据库连接池资源管理，并对资源池中的每

一条连接提供测试和重新编辑操作，详细流程如图5-4所示。

通过连接池列表对地理数据库连接进行连接测试、编辑修改及删除操作。列表中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数据

库连接，每个连接都具有”连接测试“、”打开编辑器“两个选项。

.连接测试：测试数据库连接是否成功。

.连接编辑：重新编辑数据库连接，使之成功。

5.2 GeoServer地图服务器连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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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主界面GeoServer节点创建地图服务器连接

PyramidMap支持与GeoServer地图服务器进行直连访问，实现多类型图层发布功能，为WebGIS提供图
层服务接口。通过连接参数配置并测试连接成功后，创建并维护GeoServer地图服务器资源连接池。
PyramidMap提供两种方式创建GeoServer地图服务器连接，1、通过地图显示主界面的GeoServer服务
器节点，2、通过“系统设置”-“地图服务器连接管理”，在地图服务器配置页面实现。

5.2.1 GeoServer数据源节点  

在主界面的GeoServer连接节点，双击“新建地图服务器连接”，如图5-5所示。

打开GeoServer地图服务器连接配置界面，输入正确的连接参数，连接测试成功后，即可保存创建为有
效的GeoServer连接，纳入到地图服务器资源管理池中，并动态加入到GeoServer连接节点中。界面输
入参数说明：

服务器命名：自定义GeoServer服务器连接命名。
地图服务器IP：GeoServer服务器的IP地址。
端口号：GeoServer服务端口号。（托管GeoServer的Web服务器端口号，如Tomcat）
服务名称：GeoServer在Web服务的部署名称，默认为geoserver，请与web管理员联系确认。
用户名：GeoServer管理员账号，默认admin，请与web管理员联系确认。
密码：GeoServer管理员密码，请与web管理员联系确认。
保存：保存新建的GeoServer连接。
取消：清空并刷新页面。

5.2.2 GeoServer连接池  

通过“系统设置”-“地图服务器连接管理”，打开GeoServer连接池管理界面，GeoServer连接池管理模块实
现新建GeoServer连接和已建GeoServer连接池资源管理，并对资源池中的每一条连接提供测试、编
辑、内部空间管理、内部图层预览操作，详细流程如图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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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创建GeoServer地图服务器连接及连接池管理流程

图5-7：GeoServer连接池及操作选项

在GeoServer连接池管理界面中，创建新的GeoServer连接，并纳入到统一资源管理池中，创建成功后
的GeoServer连接加入到资源连接池中。

5.2.3 管理GeoSertver连接  

PyramidMap通过资源连接池管理模式实现对GeoServer服务器连接、服务器内部工作区、数据存储及
图层的管理，如图5-7所示。

GeoServer资源连接池操作选项说明：

测试连接：测试选中的GeoServer连接是否可用。
编辑连接：编辑选中的GeoServer连接属性。
获取服务器同步数据：获取选中的GeoServer工作区、数据存储及其数据库连接信息，同步到客户
端本地。

管理服务空间：查询、编辑修改、删除所选GeoServer的工作空间、数据存储。
服务器图层预览：获取所选GeoServer图层列表并对图层进行选择预览。
删除：删除选中的GeoServer连接。

5.3 GeoServer服务空间  
GeoServer内部空间分为工作区-数据存储-图层三级结构，PyramidMap作为GeoServer的客户端，可以
对工作区和数据存储进行可视化维护。PyramidMap提供多种形式对GeoServer服务器空间实现访问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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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GeoServer节点对工作区管理入口

图5-9：GeoServer节点进入工作区管理界面

5.3.1 GeoServer工作区  

通过主界面GeoServer节点树，分别在GeoServer节点层和工作区节点层，通过右键快捷菜单，提供对
工作区和数据存储的管理入口。GeoServer节点对工作区的管理入口如图5-8所示。

进入工作区管理模块，如图5-9所示。

在工作区模块中，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新建工作区、将服务器端工作区更新到客户端、将客户端工作区

缓存提交至服务器，特别地，在工作区列表管理池中，可以对每一个工作区提供独立的属性编辑器和删

除操作。新建工作区，如图5-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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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新建工作区

图5-11：工作区节点对数据存储管理入口

新建工作区将自动挂接到GeoServer节点下。

5.3.2 GeoServer数据存储  

在工作区节点，提供创建数据存储入口，如图5-11所示。

进入数据存储管理模块，如图5-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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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工作区节点进入数据存储管理界面

图5-13：新建数据存储

在数据存储模块中，可以执行以下操作：新建数据存储、将服务器端数据存储更新到客户端、将客户端
数据存储缓存提交至服务器，特别地，在数据存储列表管理池中，可以对每一个数据存储提供独立的属

性编辑器和删除操作。新建数据存储如图5-13所示。

在新建数据存储界面。可以选择数据存储对应的数据库类型，并选择与类型适配的地理数据库连接，从

而自动带入数据库连接参数的配置。可以对所选数据库连接进行动态编辑，如图5-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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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编辑数据存储的数据库连接

图5-15：GeoServer服务器连接管理入口

图5-16：GeoServer连接池列表及操作选项

地理数据库连接作为独立的资源管理池，为GeoServer数据存储提供数据来源。

5.3.3 GeoServer连接池  

PyramidMap以资源管理池方式对GeoServer连接进行集中管理，如图5-15所示。

PyramidMap创建并维护GeoServer资源连接池，并针对每个GeoServer连接，实现其内部服务空间的
管理和维护，运行界面如图5-16所示。

选择管理服务空间，打开所选GeoServer服务器的空间配置，如图5-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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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GeoServer服务空间管理

图6-1：Shp图层资源管理池

GeoServer工作区和数据存储管理池模块显示服务器的所有工作区列表和每个工作区的数据存储列表。
客户端和服务器端保持双向同步，以实现客户端对服务器端数据的可视化管理。

特别是，PyramidMap为GeoServer实现了客户端缓存维护机制。新的和修改的工作区和数据存储临时
存储在客户端上。必要时，它们将分批提交到GeoServer服务器。同时，GeoServer服务器数据可以随
时同步到客户端。这是PyramidMap和GeoServer之间的双向同步机制。

6 地图数据及转换  
PyramidMap地图资源管理体系支持5种类型数据源，分别是Shp文件类型矢量图层、文件类型影像图
层、Geodatabase数据库类型矢量图层、GeoServer类型矢量图层和影像切片图层。

6.1 矢量图层资源  
PyramidMap通过文件选择器方式将客户端Shp文件类型矢量图层导入到Shp资源管理池中，形成Shp文
件管理列表，支持对Shp图层资源的各种操作，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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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打开Shp矢量图层的地图预览与编辑界面

支持对Shp图层资源的各种操作，包括：

地图资源导入：将客户端Shp图层文件、GeoJson数据文件导入到资源管理池中。
地图预览与编辑：对管理池中的Shp图层进行预览和编辑。
数据统计：对管理池中的Shp图层中的要素进行数据统计。
坐标系转换：对管理池中的Shp图层进行坐标系转换。
空间处理：对管理池中的Shp图层进行空间处理，包括合并与相交。
数据转换：Shp转Kml、Shp转Csv、Shp转GeoJson。
删除：删除管理池中的Shp图层。

特别地，通过地图预览与编辑选项，将在独立的地图视图中打开所选图层文件，实现图层的预览和编

辑，如图6-2所示。

独立视图为每个图层提供单独的显示、渲染、底图选择叠加、图像化编辑、数据表编辑、要素选择及删
除操作，是针对单一图层提供的综合性地图服务。

6.2 栅格图层资源  
PyramidMap通过文件选择器方式将客户端文件类型的栅格影像图层导入到影像资源管理池中，形成影
像文件管理列表，支持对影像资源的各种操作，如图6-3所示。

pyr
ami

dma
p.c

om

af://n552


图6-3：栅格影像图层资源管理池

图6-4：打开影像图层预览与编辑界面

支持对影像图层资源的各种操作，包括：

导入影像图层：将客户端栅格影像图层文件导入到资源管理池中。

地图预览与编辑：对管理池中的影像图层进行预览和编辑。

坐标系转换：对管理池中的影像图层进行坐标系转换。

NoData无效值处理：对管理池中的影像图层进行NoData无效值处理，主要目的是去掉影像的黑色
背景及其他无效像素。
图像合并：将同类型、同坐标系下的多个影像合并为一个整体影像。

图像切分:  将一个整体影像按规则切分为多个切片影像。
地图中心点：计算影像的中心点位置。

删除：删除管理池中的影像图层。

对于资源池中的每一幅影像图层，通过地图预览与编辑选项，将在独立的地图视图中打开所选图层文

件，实现图层的预览和编辑，如图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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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消除光栅影像的黑色边框

图6-6：对资源池中影像进行批量NoData处理

独立视图为每个图层提供单独的显示、渲染、底图选择叠加、图像化编辑、数据表编辑、要素选择及删

除操作，是针对单一图层提供的综合性地图服务。

6.2.1 NoData处理  

一般情况下，影像图片会具有NoData无效值，这些NoData是不具备实际价值的无效值，并对影像数据
分析产生干扰。黑色图像边框是一个常见的NoData错误，这对于无人机图像和对光栅数据集进行地理参
考处理后尤为常见。在本例中，我们通过NoData无效值处理，消除光栅影像的黑色边框，处理过程如图
6-5所示。

PyramidMap可对资源池中影像进行批量NoData处理，如图6-6所示。

处理前有黑色背景的影像，如图6-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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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处理前有黑色背景的影像

图6-8：处理后消除黑色背景

处理后，消除黑色背景，如图6-8所示。

6.2.2 影像切分  

影像切片的意义在于可以将非常大的遥感影像（单幅影像可能超过100G，甚至更大），按照自定的规
则，切分成众多符合要求的切片。图像切片示意如图6-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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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图像切片示意图

图6-10：选择资源池中的影像进行切片

图6-11：影像切片对话框

PyramidMap可对资源池中的影像进行批量切片，如图6-10所示。

影像切片对话框如图6-11所示。

选择切片文件格式，可以与源文件保持一致，也可以选择Tiff、png、jpg、webp等不同数据格式。可以
按照数量和大小两种策略进行切片，最终输出到指定的保存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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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整幅影像

图6-13：整幅影像切片效果

以资源池中的NE2_50M_SR_W.tif为例，整幅图像如图6-12所示。

按照256*256（像素）切片策略为例，生成的切片如图6-13所示。

6.2.3 影像合并  

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像合并是影像切分的逆过程。图像合并就是通过马赛克组合多个光栅图像以获得整

幅无缝光栅图像，图像合并示意如图6-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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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图像合并示意图

图6-15：PyramidMap对资源池中的影像进行批量合并

图6-16：影像合并对话框

PyramidMap可对资源池中的影像进行批量合并，如图6-15所示。

影像合并对话框如图6-16所示。

图像合并后的效果如图6-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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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7：影像合并效果图

图6-18：Merge处理模式

合并相邻或重叠光栅层的两种常用方法是MERGE和MOSAIC。下面是关于这两种工处理方式之间差异的
说明。MOSAIC和MERGE功能的工作原理类似，但它们之间也存在差异。当输入网格没有任何重叠区域
时，MERGE或MOSAIC的输出没有差异。区别仅在于重叠区域的处理。在MERGE的情况下，输入网格的
顺序决定了分配给单元格的值，所以应该优先考虑首先输入的值。Merge处理模式如图6-18所示。

对于MOSAIC，重叠区域被混合以进行平滑过渡，并且输入顺序是无关的（如果在每个重叠区域上不超
过两个网格相交）。MOSAIC通常用于连续数据（例如表示数字高程模型的空间相邻网格、在稍微不同
的时间获取的卫星图像、安全壳羽流等）。Mosaic处理模式如图6-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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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Mosaic处理模式

图6-20：Shp矢量图层导入Geodatabase界面流程图

6.3 数据库图层资源  
PyramidMap通过数据库连接将客户端Shp文件类型的矢量图层导入到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中，通
过数据库连接池获取图层列表，支持对地理数据库图层资源的各种操作。

6.3.1 地图导入数据库  

PyramidMap维护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连接池和Shp矢量图层资源池，实现将Shp矢量图层批量导
入到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中，支持但不限于Oracle、PostGIS、MySQL。导入界面及流程如图6-20
所示。

在此模块中，用户可选择性将Shp矢量图层批量导入到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中，导入后，每个Shp
图层生成同名的图层要素表。作为互逆过程，Geodatabase中的图层要素表也可导出为Shp、Csv、
Kml、GeoJson等不同的地理要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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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Geodatabase图层表导出界面流程图

图6-22：Geodatabase图层表导出过程、导出状态及导出文件流程图

6.3.2 Geodatabase图层导出  

作为互逆过程，Geodatabase中的图层要素表也可导出为Shp、Csv、Kml、GeoJson等不同的地理要素
数据，操作界面及流程如图6-21所示。

在此模块中，用户可选择性将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中的图层表导出为指定路径下的Shp、Csv、
Kml、GeoJson。以导出的Shp文件为例，导出过程、导出状态及导出文件如图6-22所示。

将导出的Shp图层在地图视图中重新加载显示，如图6-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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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3：Geodatabase导出的Shp图层显示

图6-24：Geodatabase图层表查询预览

6.3.3 Geodatabase图层表查询预览  

可直接对Geodatabase中的图层表进行查询及预览，操作界面及流程示意如图6-24所示。

选择数据库连接，动态获取其内部图层资源，进行相应处理，支持对图层资源的各种操作，包括：

要素列表：形成所选图层的要素列表。

经纬度数据：形成所选图层的地理坐标列表。

数据统计：对图层中的要素进行数据统计。

地图中心点：计算图层的中心点位置。
地图预览与编辑：对管理池中的图层进行预览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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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打开地理数据库图层的地图预览与编辑界面

图6-26：GeoServer地图服务器连接池及其图层列表

特别地，通过地图预览与编辑选项，将在独立的地图视图中打开所选图层文件，实现图层的预览和编

辑，如图6-25所示。

独立地图视图为每个图层提供单独的显示、渲染、底图选择叠加、图像化编辑、数据表编辑、要素选择
及删除操作，是针对单一图层提供的综合性地图服务。

6.4 GeoServer矢量图层资源  
PyramidMap通过地图服务器连接将客户端Shp文件类型的矢量图层发布到GeoServer地理服务器中，通
过GeoServer连接池获取图层列表，支持对地图服务器图层资源的各种操作。

6.4.1 GeoServer图层预览  

通过PyramidMap维护的GeoServer连接池，选择其内部的图层列表，如图6-26所示。p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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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7：GeoServer中styles选择列表

图6-28：GeoServer矢量图层预览

选择GeoServer连接，动态获取其内部图层资源，进行相应处理，支持对图层资源的各种操作，包括：

预览：通过WMS服务模式对所选图层进行预览。
设置Style：对所选图层设置与其几何类型相匹配的sld显示符号，如图6-27所示。

在列表中选择style并赋值给所选图层。

特别地，通过地图预览与编辑选项，将在独立的GeoServer地图视图中打开所选图层文件，实现图层的
预览，暂不支持编辑功能，如图6-28所示。

6.4.2 GeoServer图层导出  

作为与图层发布的互逆过程，GeoServer中托管的图层可导出为Shp、Csv、Kml、GeoJson等不同的地
理要素数据，操作界面及流程如图6-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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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9：GeoServer图层导出选择及指定导出路径

图6-30：GeoServer图层导出流程

在GeoServer图层资源列表中，选择图层，批量导出到指定的路径下。导出过程有进度条显示，流程示
意如图6-30所示。

所选图层导出到指定的目标路径下，通过进度条显示导出进度。导出后的地图，以Shp矢量文件的方式
重新加载到地图视图中显示，如图6-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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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GeoServer导出后的Shp矢量图层重新加载到地图视图中显示

图6-32：GeoServer影像图层预览

6.5 GeoServer影像图层资源  
选择GeoServer地图服务器连接池及其列表中的影像类型图层，将在独立的GeoServer地图视图中打开
所选图层文件，实现图层的预览，暂不支持编辑功能，如图6-32所示。

6.6 坐标系转换  
PyramidMap支持对Shp矢量文件类型和栅格文件类型图层的坐标系转换，在上述两种类型的图层资源
列表中选择图层文件，选择“坐标系转换”，如图6-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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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3：选择文件类型图层进行坐标系转换

图6-34：坐标系转换界面

弹出坐标系转换界面，如图6-34所示。

在坐标系转换界面中，选择目标坐标系类型，分为空间坐标系和平面坐标系两大类型及其所属的众多标

准化坐标系统，支持按名称和EPSG代码进行全局搜索。在坐标系转换界面中，选择目标坐标系类型，分
为空间坐标系和平面坐标系两大类型及其所属的众多标准化坐标系统，支持按名称和EPSG代码进行全局
搜索。以WGS84为例，我们可以按照坐标系代码4326进行全局关键字搜索，准确获得我们想要的目标
坐标系，如图6-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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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5：在坐标系资源池中根据坐标系代码进行全局关键字搜索

图6-36：将选定图层转换到目标路径下的指定的坐标系

选择目标存储路径，点击“确定”，执行坐标系转换，所选图层将按指定的坐标系转换保存到目标路径
中，进度条显示转换进度，如图6-36示。

6.7 数据转换  
PyramidMap支持对Shp矢量图层进行数据格式转换，导出为Kml、Csv、GeoJson等机构化类型数据。
以Shp资源列表为例，如图6-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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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7：Shp图层资源及数据转换

图6-38：Shp转Kml模块的"转换坐标系选择属性数据"选项操作

以Kml格式为例，选择列表中的Shp图层，选择目标数据格式及选项，以“转换坐标系选择属性数据”选项
为例，执行界面如图6-38所示。

选择目标坐标系和需要导出的字段，点击“确定”，所选shp图层将按指定的坐标系和字段选择，导出为目
标路径下的kml文件。同样的操作，支持Shp转Csv、GeoJson等格式转换。

7 地图渲染与sld符号系统  
地图符号系统决定地图元素的渲染效果，精细化的符号设计可以让您做出漂亮的地图。PyramidMap可
视化符号设计工具可以让您的地图更加绚丽生动，通过调色板，创建针对点、线、面不同几何类型的地

图符号，符号特征包括：边线颜色、宽度、填充色、透明度、大小、图标、标注字段、字体、字体颜

色、大小、正常或加粗、标注位置、微调偏移量等，最后保存为sld文件。Sld文件描述了地图要素的显
示方式，PyramidMap实现了sld本地化创建、编辑维护，并与GeoServer服务器保持双向同步，远程设
置GeoServer图层的sld显示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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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主界面左侧可视化图层节点创建sld符号

图7-2：创建sld符号定义文件

7.1 客户端创建sld符号定义  

7.1.1 通过可视化图层节点创建sld  

在地图主界面左侧的可视化图层节点，通过右键快捷菜单创建sld符号，如图7-1所示。

PyramidMap将根据所选图层的几何类型（点、线、面），通过可视化调色板，实现sld符号定义方法，
如图图7-2所示。

在sld定义界面，通过调色板，创建针对点、线、面不同几何类型的地图符号，符号特征包括：边线颜
色、宽度、填充色、透明度、大小、图标、标注字段、字体、字体颜色、大小、正常或加粗、标注位
置、微调偏移量等，可在图层上实时预览显示效果。通过“选择颜色”按钮打开调色板，如图7-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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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通过调色板定义sld颜色及透明度

图7-4：sld符号资源池及创建界面

在调色板中选择颜色和透明度，实现对点、线、面等不同几何类型要素的渲染定义，最终保存为sld文
件，同时维护到sld资源池中。

7.1.2 在sld资源池中创建地图符号  

PyramidMap以资源管理池的方式对客户端sld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通过主界面菜单的“符号系统管理”入
口进入，打开sld资源管理界面，如图7-4所示。

PyramidMap自身维护一个本地的sld资源池，对客户端创建和从GeoServer服务端获取的sld文件进行统
一集中管理。Sld数据源有两种方式，分别从GeoServer服务端获取或在PyramidMap客户端自建，所有
工作流程在sld统一资源管理池模块中完成，流程示例如图7-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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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通过调色板定义sld颜色及透明度

图7-6：选择sld资源池中的地图符号进行效果预览

定义好的sld文件纳入到资源管理列表中，实现资源共享。可以选择sld资源池中的符号进行效果预览，
如图7-6所示。

PyramidMap会根据所选sld符号的几何类型，在图层资源池中进行匹配，返回同类型的图层列表，如图
7-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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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返回与所选sld相同几何类型的图层列表

图7-8：sld符号地图效果预览

点击“应用”，进行效果预览，如图7-8所示。

7.1.3 获取GeoServer服务器sld  

第三种方式是通过GeoServer资源池获取地图服务器的sld文件，通过主界面的“符号系统管理”菜单入
口，打开sld地图符号定义界面，如图7-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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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GeoServer中sld文件同步到本地

图7-10：对可视化图层节点选择sld实现地图渲染效果

选择GeoServer连接，点击“获取服务器符号文件”，PyramidMap获取GeoServer中全局和各个工作区内
的sld，同步到本地客户端资源池中，实现共享。

7.2 Sld图层渲染效果  
在地图主界面左侧的可视化图层节点，通过右键快捷菜单选择sld符号，打开sld选择列表，在此模块
中，将根据所选图层的几何类型（点、线、面），自动从系统维护的sld symbol资源池中过滤出相同类
型的sld资源文件，形成可选择列表，您可以选择符合的sld符号定义，从而实现预想的地图渲染效果，
如图7-10所示。

7.3 客户端sld提交至GeoServer  
PyramidMap通过GeoServer连接池，将客户端sld资源提交至地图服务器，如图7-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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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客户端sld资源提交至地图服务器

图8-2：Shp矢量图层发布到GeoServer服务器上的shapefile目录

全选或部分选择sld文件，点击“同步至服务器”，将所选sld文件同步提交至GeoServer服务器内部的全局
空间中。

8.1 发布Shp矢量文件类型图层  
将本地Shp矢量图层发布到GeoServer服务器上的shapefile目录，并将其作为数据存储区。GeoServer
允许以文件模式存储并输出地图服务，将客户端Shp文件打包提交至GeoServer指定的数据缓存路径，
并输出为rest地图服务，提供给WebGIS访问，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PyramidMap通过高度集成，简化
了这一过程，并通过可视化引导，是这一过程更加轻松，操作过程如图8-2所示。

Shp文件被上传到GeoServer预设的shapefile目录中，存储为文件，并输出为rest模式地图服务。

8.2 发布影像文件类型图层  
将本地影像图层发布到GeoServer服务器上。在本地影像图层资源池中选择要发布的影像图层，依次选
择要发布的GeoServer目标服务器、工作区。如图8-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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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将本地影像图层发布为GeoServer中的地图服务

图8-4：将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中的图层发布为GeoServer中的地图服务

8.3 发布地理数据库类型图层  
GeoServer更加强大的服务功能是能够适配大多数DBMS地理数据库系统，将其中的地图数据发布为服
务，以更具备广泛性的方式提供灵活的web地图服务，满足大规模的工业化地图应用。基于此，
PyramidMap集成了对GeoServer所支持的地理数据库的适配接口，支持但不限于将Oracle、PostGIS、
MySQL等地理数据库中的图层发布到GeoServer中，输出WMS/WFS地图服务，如图8-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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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将Geodatabase地理数据库中的图层发布为GeoServer地图服务过程

图8-6：地图服务发布成功提示

在本地矢量图层资源池中选择要发布的矢量图层，依次选择要发布的GeoServer目标服务器、服务器中
的工作区、数据存储。地图将首先导入到数据存储所对应的地理数据库中，然后zaiGeoServer中发布为
地图服务。PyramidMap将传统繁琐复杂的发布过程，通过一体化的可视化流程实现，极大降低了工作
难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执行发布，如图8-5所示。

发布成功提示，如图8-6所示。

8.4 管理图层服务  
PyramidMap作为GeoServer地图服务器的可视化客户端，实现对GeoServer中的图层进行统一管理，
包括图层预览和查询。PyramidMap对GeoServer图层管理包括三个主要功能，分别是：主界面的
GeoServer数据源节点，如图8-7所示。

pyr
ami

dma
p.c

om

af://n783


图8-7：主界面GeoServer数据源节点

图8-8：主界面GeoServer图层资源操作入口

通过GeoServer数据源节点，可以完成对GeoServer工作区、数据存储、图层的各种分级操作。
PyramidMap通过工具栏菜单项提供对GeoServer图层预览列表、GeoServer图层管理列表的操作入
口，如图8-8所示。

通过以上菜单项，实现对GeoServer的图层预览和管理。

8.4.1 图层预览  

PyramidMap通过GeoServer资源连接池预览服务器已发布的图层，图层列表，如图8-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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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GeoServer图层列表

图8-10：GeoServer矢量图层预览

在GeoServer图层列表包含矢量和影像两种类型，矢量图层又分为点、线、面类型，选择矢量图层，点
击预览，PyramidMap将通过WMS方式加载显示所选矢量图层，如图8-10所示。

选择影像图层，点击预览，PyramidMap将通过WMS方式加载显示所选影像图层，如图8-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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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GeoServer影像图层预览

图8-12：GeoServer图层导出及转换

8.4.2 图层导出及转换  

PyramidMap对GeoServer中的图层提供一些列导出及数据转换操作，这是常规GeoServer所不具备
的，赋予了地图数据更大的灵活性和可操作空间。如图8-12所示。

PyramidMap可将GeoServer中的图层导出为Shp、Kml、Csv、GeoJson等多种格式，实现了地图数据
的可视化转换，拓展了地图数据的利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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