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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数据准备

1 矢量数据

系统支持 SHP 格式的矢量数据（即 ArcGIS 中的通用格

式），包括森林资源小班数据、林带数据、行政区划数据、

道路数据、河流数据等，将已经配准好的 SHP 格式的数据

复制到 emsmaps 文件夹中，在软件中即可完成数据的加载。

2 栅格数据

系统支持 TIF、BMP、IMG 等格式的栅格地图，包括林

相图、卫星影像图、航片、专题图、地形图都可进行加载，

加载前也需要将原始的栅格图进行配准、校正，保证都带有

完整的坐标信息和椭球信息，再将全部的栅格文件拷贝到

emsmaps 文件夹中，即可完成栅格数据的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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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备连接与设置

1 连接设置

电脑端与平板端都需要安装手机助手，如 91 手机助手、

360 手机助手，选其一即可。

2 平板设置

1） 设置——安全——勾选“未知源”选项

2） 设置——开发者选项——勾选“USB 调试”选项，部

分机器可能没有开发者选项，需要进入“关于手机”中连续

点击“版本号”大约 5 次左右，会启动开发者模式，这是返

回上一级目录就可以看到“开发者选项”。

3） 启动手机助手连接平板，即可完成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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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软件安装与卸载

1、软件安装前，需要将安装包“林调通.apk”拷贝到平板

中，然后在文件管理器中，找到该安装包点击完成安装。

3、软件安装成功后，第一次启动时，会提示需要注册码，

将此注册码发送给软件供应商索取许可文件。许可文件为

“em.lic”，将该文件拷贝到“emsgis——林调通”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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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次启动软件即可完成注册。

4、软件卸载时，直接长按图表，将图表拖入顶部的“卸载”

字样中即可完成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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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功能介绍

菜单栏

1 GPS 开关

2 点轨迹采集

3 线轨迹采集

4 粘贴属性

5 复制图斑

6 截屏

7 撤销

符号样式

菜单栏

坐标信息

基础工具

卫星视图

拍照

获取位置

放大

缩小
高级工具

比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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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恢复

9 设置

10 管理

坐标信息

当处于定位状态后，会显示当前的坐标、精度、海拔、

比例尺等信息。

基础工具

1 编辑

2 完成

3 属性

4 查询

5 导航

6 图层

7 选择

8 取消选择

9 删除

高级工具

1 节点删除

2 增加节点

3 节点移动

4 整体移动

5 捕捉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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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剪裁

7 合并

8 分割

9 边界重塑

10 解散

11 孤岛

比例尺

显示当前比例尺，点击可选择标准比例尺。

卫星视图

进入卫星视图界面，可以看到当前卫星颗数、信号状况、

当前坐标、海拔等信息。

符号样式

设置图层条件填充后，可通过滑动显示填充图例。

拍照

拍摄带有坐标信息和拍摄时间的照片。

放大

进行地图的放大。

缩小

进行地图的缩小。

获取位置

在 GPS 定位后，点击该按钮，可将当前位置居中显示在

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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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调查步骤

1 菜单栏

1.1 设置

1.1.1 蓝牙定位模块连接

此功能使用前，需要在系统设置中，开启蓝牙，将设备

与蓝牙定位模块进行配对。

然后打开此功能，界面如下：

选择蓝牙设备。

将连接蓝牙的复选框打钩。

差分模式选择内部差分。

蓝牙定位模块连接



西安三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2 GPS 采集设置

GPS 采集率设置，若选择时间则是按照最小时间间隔进

行 GPS 点的采集，若选择距离则是按照最小距离间隔进行

GPS 点的采集。

保持跟踪可以将当前 GPS 位置一直显示在屏幕范围之

内。

标注轨迹名称可以根据用户喜好选择是否在地图上显

示轨迹的名称。

GPS 采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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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屏幕显示

中心十字设置可以设置中心十字光标的颜色、边界宽度

以及尺寸，设置完成后需要重启软件。

长度单位，进行长度单位的设置。

面积单位，进行面积单位的设置。

屏幕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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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坐标系统

坐标系统，可以设置地理坐标系统或者投影坐标系统，

地理坐标系统指的是经纬度坐标系统，投影坐标系统指的是

公里网格坐标系统（平面坐标系统）。

椭球类型，根据坐标系统会自动进行筛选，地理坐标系

统的椭球只有 WGS84 一种，投影坐标系统的椭球有西安 80、

北京 54 和国家 2000 三种。

坐标单位，当坐标系统选择地理坐标系时，可以进行坐

标单位的设置，有度和度/分/秒两种可以选择；若坐标系统

选择的是投影坐标系统，则该处变成投影设置，需要对中央

子午线、横向偏移进行设置，中央子午线按照当地的实际数

值或者根据加载的数据进行设置，横向偏移为一个常数

500000，带号则输入到横向偏移前面，如带号为 19，则输

坐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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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19500000。

参数设置，当坐标系统设置成投影坐标系统时才需要进

行设置，按照当地的参数进行 Dx、Dy、Dz 的设置。

坐标信息颜色，可以对地图界面上左上角的坐标信息的

显示颜色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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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照片设置

照片设置，可以设置拍摄照片是否写入坐标信息和属性

信息。

照片写入属性信息必须定位成功并且位置在小班内，并

选择需要写入属性的图层、需要写入的属性字段才可以写入

属性信息，属性显示位置和大小也可以在系统中进行设置。

1.1.6 操作模式

操作模式是针对裁剪、合并、分割、边界重塑等高级工

具设置勾画模式。

1.1.7 自动完成面

操作模式

自动完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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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完成面是在勾画相邻小班时，选中自动完成面，当

勾画新小班相交于已有小班时，就自动形成公共边小班。

1.1.8 栅格数据扩展目录

用户可将存放有大容量栅格数据的存储卡放入硬件设

备中（可新建一个文件夹，将所有栅格数据都放在此文件夹

内），然后选择栅格数据存放的路径并确定，重启软件，系

栅格数据扩展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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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读取数据卡中的栅格数据。

1.2 GPS 开关

此按钮有两种状态，用于控制 GPS 的开启或者关闭，可

以为不需要定位的条件下节省电量。

1.3 点、线轨迹采集

用于记录点或者线轨迹，并且轨迹名称可以任意修改名

称。

对于点轨迹，点击该按钮后，会弹出对话框，输入名称

和描述，点击样式可选择多种点样式，确定后即可完成采集。

对于线状轨迹开始记录后，该按钮会变成红色，若需要

停止记录，再次点击一下该按钮即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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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当前没有处于定位状态，则会提示“未定位，请等待

卫星信号”。

1.4 粘贴属性

对同一图层中属性数据进行复制和粘贴操作，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此操作只能同一图层进行。操作时，先将需要复制



西安三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的图层的可编辑状态打开（后面会详细介绍如何将图层设置

成可编辑状态），然后查看被复制的小班属性，选中需要复

制的属性字段名，然后选择复制。

利用“选择”按钮将需要粘贴属性数据的图形选中。

点击“粘贴属性”，此时系统会弹出粘贴属性的对话框，

确认无误，点击确定，系统会自动完成粘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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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复制图斑

对图形数据进行复制和粘贴操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此

操作只能跨图层进行并且要求是同类型图层，如两个面状图

层之间进行复制和粘贴。操作时，先将需要复制的图层的可

编辑状态打开（后面会详细介绍如何将图层设置成可编辑状

态），然后利用“选择”按钮将需要复制的图形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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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复制”，此时系统会自动跳转到一个图层页面，

需要在这里选择一个粘贴的目标图层，选择完成以后系统会

自动完成粘贴操作。

粘贴完成后，可在图层管理器中将显示图层切换到粘贴

的目标图层查看粘贴成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粘贴后图层

的属性不会继承。

1.6 截屏

对当前屏幕进行截屏操作，保存成图片格式。点击后系

统弹出对话框，用户可选择按照时间或者自定义名称对截屏

文件进行命名。确定后，还可以通过四周的边框按钮进行截

屏范围的调整。完成后，会在地图上保留当前截屏的位置。



西安三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 撤销/恢复

用于对误操作进行撤销和恢复，最大步数为 5 步。即可

撤销 5 步，或者恢复 5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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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管理

对系统中的轨迹、照片、地图、参数、数据字典进行管

理。

1.8.1 轨迹管理

可将采集好的轨迹进行统一管理。点击具体的轨迹文件

可以查看该轨迹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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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照片管理

系统所拍摄的所有照片包括截屏都会存储在照片管理

中，“剪刀“代表截屏，”相机“代表照片。照片前放的方框

代表当前照片是否可见，勾选即可见，反之则不可见。

所有拍摄的照片均会带有拍摄地点的 GPS 坐标（必须在

定位后进行拍摄），并且系统内部设置的什么坐标系统，照

片上就会带有什么坐标系统，如设置的是地理坐标系，则照

片上会有经纬度的标识，如设置的是投影坐标系统，则照片

上会有平面坐标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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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对照片进行查看、定位、设置预警范围、重命

名、分享、删除等操作。

可见状态

照片查看

照片定位

预警范围

照片重命名

照片分享

照片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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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照片查看

点击后可以查看该照片。

1.8.2.2 照片定位

可以将该照片定位在地图上，方便查询该照片的拍摄地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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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3 预警范围

可以设置照片的预警范围，当 GPS 定位处于这个范围之

内，设备会自动报警，提示到达该照片的预警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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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4 照片重命名

对照片进行重命名。

1.8.2.5 照片分享

可以通过网络将该照片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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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 照片删除

将照片删除。

1.8.3 数据导出

数据导出分为“导出数据到 excel”和“图层导出”。

导出数据到 excel 功能是森林督查版软件，导出表格使

用的。

图层导出可对矢量数据进行导出，导出时，勾选需要导

出的数据，然后点击底部的“数据导出至 SHP”按钮，即可

将数据导出至 emsexport 文件夹中。

1.8.4 数据提取

数据提取是专门针对森林督查工作的功能，可以用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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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读图斑图层在林地资源小班图上进行数据提取，可以提

取出与判读图斑图层有相同图斑并继承林地资源小班图对

应小班属性的新图层。新图层主要方便填写现地检查卡片，

现地检查卡片中的面积值可以自动识别填充。

首先，选择提取图层（判读图斑），然后选择被提取图

层（小班图），输入一个输出图层的名称，继承属性图层默

认为被提取图层。

一般如果被提取图层属性中有地类、权属、森林类别、

林地保护等级、实际面积字段，软件会自动识别，对应字段

名，如果没有对应字段，则需要选择，5 个字段分别对应继

承属性图层的字段名。

完成之后，单击“保存”，完成数据提取工作，在图层

中可以找到，提取出来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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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地图选择

支持多种在线地图和本地自定义地图的切换。

1.8.6 计算三参数

此功能主要针对野外现地进行投影坐标系下的地图偏

移纠正，属于单点校正法，所计算的结果仅仅适用于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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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对于大范围校正不具有指导性。

首先，需要在地图上寻找一个有明显特征的点，如下图

的广场中心，红色十字所在的位置。

用户需要携带该设备行进至刚才找到的点位，由于地图

可能存在偏移，所以在设备上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应该和用户

当前所站立的位置不同。

开启“计算三参数”功能，点击“ ”按钮获取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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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所站立位置的经纬度信息。

随后再点击“ ”按钮，系统会自动切换到地图界面，

这里需要在地图界面上选择一个点，该点就是当前与用户所

站立位置相同的地图上的点，如下图，确定好以后点击坐标

右侧的“>”按钮进行确定。此时，在“计算三参数”界面

下，就采集好了一套经纬度坐标（通过 GPS 获取）和一套投

影坐标（通过点击屏幕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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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计算”按钮，系统就会自动计算一套当地的三参

数，点击“应用”后，系统会自动将该参数同步到坐标系统

的三参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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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数据字典

此功能是在新建图层之前，首先应该创建相应的数据字

典（首次使用需要安装，按照默认选择下一步，安装完成。

重新启动数据字典），数据字典是新建图层中需要的属性字

段的字段名的集合。

点击新建，数据字典新建完成后，点击添加字段，可以

更改相应字段名称。选中字段名称前边的单选框设置字段类

型，字符型可以设置字符长度，默认为 32 个字节长度，浮

点型设置精度，默认为小数点后一位。也可以对相应字段进

行上下移动，删除字段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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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修改原有数据字典，点击打开，选择相应数据

字典文件（后缀名 sdt），对字段操作与新建中相同，同上。

如果我们有原始矢量数据，现在需要新建与原始数据具

有相同属性字段的图层，则需要点击导入，如果需要修改字

段，请参照新建中操作。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系统自动

保存为以图层名命名的数据字典文件。

1.8.8 检查更新

用户将设备接入互联网，可以进行检查更新的操作，如

果发现更新会进行提示，需要用户手动确认后方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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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关于

此功能是用于记载当前版本相较于上一版本所修改的

内容以及优化的内容。

1.8.10 退出

退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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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卫星视图

点击指南针按钮可以调出卫星视图，可以查看当前的卫

星状况和坐标信息。

3 调查卡片

调查卡片式针对林调通督查版的新功能，调查卡片是为

了方便填写现地检查卡片。

首先，开启编辑提取后的图层（提取图层操作详见章节

1.8.4），选择需要调查的图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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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单击“调查卡片”，软件会提示该图斑是否为违法

占地，选择“是”则面积会填充到“违法违规用地面积”列，

选择“否”面积会填充到“实际面积”列。进入现地检查卡

片，软件可以根据对应地类、权属、森林类别、林地保护等

级图斑对应的面积，并自动填充。其他需要手动填写的项目，

填写完成后，保存。

然后可以在“管理-数据导出-导出数据到 excel”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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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表 格 数 据 （ 导 出 文 件 路 径 为 emsgis- 森 林 督 查 数 据

-sldc.Xls）。也可以导出之后，将导出的 excel 表格复制到电

脑上，完善森林督查表格信息。

4 卷帘

卷帘功能是针对同一个地方不同时期的影像数据可以

进行对比。

首先，将两份影像数据导入林调通，在“地图选择”中

选择“自定义地图”，然后单击“卷帘”，可以通过屏幕上的

虚线框移动，来对比影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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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拍照

当 GPS 定位后启动相机进行拍照，拍摄的照片均带有

GPS 坐标信息。并且拍照的地点会在地图上进行标注。

当 GPS 未定位时拍照，系统会给出提示“当前未定位，

是否继续拍照？”，此时拍摄的照片是不带坐标信息的，用

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是否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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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放大/缩小

利用手指的缩放或者点击这两个按钮实现地图的放大

或缩小操作。两个按钮之间的黑色数字代表当前缩放的级别，

数字越大代表当前放大的级别越大。

7 数据切换

此功能通过长按“ ”按钮激活，用于切换当前图层

的编辑状态，即选择需要编辑的图层，并且同一时间只能存

在一个图层处于编辑状态。

红色表示当前正在编辑的图层，蓝色表示当前没有编辑

的图层，通过点击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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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础工具

8.1 编辑

根据不同的图层类型进行点、线、面图形的采集，操作

时需要先将可编辑状态开启，即点击“数据切换”按钮，即

可弹出对话框，点击数据前方的笔状按钮，即可将该数据的

编辑状态开启。开启后，笔状的按钮呈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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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图层编辑状态开启时，返回到地图主界面，单击一下

编辑按钮，弹出具体编辑功能。

8.1.1 单点采集

当 GPS 定位后，点击手动采集，点击一次采集一个点，

对于线图层和面图层在采集结束后需要点击“完成“按钮才

可结束采集。

8.1.2 连续采集

当 GPS 定位后，点击该按钮，进入自动连续采集状态，

此时会根据当前点的位置进行数据采集，若要停止自动采集，

再次点击一下该按钮即可结束自动采集状态，但是图形还未

完成，对于线和面图层还需要点击“完成”按钮才可结束采

集。若在停止自动采集状态后还需要使用单点采集，直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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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单点采集”按钮即可开始单点采集状态。

8.1.3 导入轨迹

可利用已经采集好的点轨迹和线轨迹进行勾画，即将点

轨迹和线轨迹变成图层上的数据。

8.1.4 坐标采集

通过输入目标点坐标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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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单点勾绘

通过点击屏幕进行勾绘，点击一次只能勾绘一个点，画

完后点击“ ”按钮闭合。

8.1.6 连续勾绘

通过手写笔或者手指进行图形的绘制，可点击绘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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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行连续绘制（笔尖无需抬起即可连续绘制）。

8.1.7 反向勾绘

当勾绘至某些特殊位置时，需要更改勾绘的方向，点击

该按钮即可完成方向的修改，如从左向右绘制一条线，当绘

制到最右端时发现起点的位置不对，还需要向左延长，则可

点击该按钮，切换绘制方向，即从最左端的起点位置开始绘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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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带宽

该功能是针对需要采集带状图形的操作，即只需采集一

条线状的图形，系统会根据预先设置好的宽度和方向，自动

形成一个具有宽度的并且与采集线平行的图形。开启带宽功

能后，需要输入一个宽度，选择一份方向，然后点击确定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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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线的左侧和线的右侧指的是勾画的

前进方向的左右侧。

另外此功能需要在投影坐标系下才可以使用，即 xian80、

beijing54 等坐标系。

设置好带宽的参数后，可以利用连续/单点采集或者单点

/连续勾绘进行图形的采集，这里以手动勾绘为例。点击“手

动勾绘”按钮，即可利用手指或者手写笔进行图形的绘制。

完成后需要点击一下“完成”。

8.1.9 撤销绘点

撤销上一个绘点。

8.2 完成

在完成线和面的勾绘后，点击此按钮进行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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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属性

点击该按钮后，可对需要查看的图形进行拉框选择，一

次最多显示 15 个图形的属性。属性界面设置成半透明的状

态，可以在查看属性的同时看到当前被查询的图形的形状。

左右滑动可以切换至下一个图形的属性。点击字段值可以进

行修改，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

林调通督查版，属性中有“图斑检测”功能，单击“图

斑检测”，软件会根据对应图斑属性，自动识别填充图斑验

证表表格。填充完成单击保存。

8.4 查询

进行图层属性的基本查询，其中在查询距离、查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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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询时，系统会自动启动放大镜功能辅助用户获得更加

精确的位置，使用手写笔或者手指按住屏幕稍微移动一点距

离即可开启放大镜功能。

8.4.1 查询距离

点击该按钮后，在地图上勾绘一段黄色的线，该线的实

时距离即可显示在地图上方。

8.4.2 查询面积

点击该按钮后，在地图上勾绘一个红色的面，该面的实

时面积即可显示在地图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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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属性查图

此功能类似 ARCGIS 里的属性筛选功能，选择需要查询

的图层，然后选择查询条件，最后点击查询，查询到的结果

可直接选择查看其属性、定位到该图形、将该图形作为导航

目标点或者删除该图形。如需要在“县”图层上查询“XBH”

小于“802”的图形，查询结果会显示在屏幕下方，可以选

择其中一条数据，直接查看属性、定位到屏幕中央、作为导

航目标点或者删除。重置功能则是将查询条件全部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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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输入查询

可输入点坐标进行查询，将查询到的点显示在屏幕上，

中央十字所对的就是查询到的位置。

8.4.5 点击查询

可点击屏幕上任意一点查看其坐标。坐标类型根据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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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坐标类型一致，若设置的是投影坐标，则显示的是以

米为单位的平面坐标，若设置的是地理坐标，则显示的是经

纬度。气泡框的尖端所指的位置就是当前的坐标位置。

8.5 导航

可利用查询功能将查询结果进行导航，还可以通过输入

点坐标和点击屏幕选择目标点进行导航。

8.5.1 查找目标

点击该按钮后，弹出和属性查询类似的界面，使用方法

同“属性查询”。选择查询结果，点击下方的“导航”按钮

即可开始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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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输入目标点

输入/导入目标点的坐标，进行导航。

点击右上方的“ ”可以开启输入坐标的方式进行导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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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上方的“ ”按钮可以导入 xls 文件进行导航。

可将已有坐标点按照一定的格式复制到 office 97-03 版

的 Excel 文 档 中 ， 然 后 将 Excel 文 档 拷 贝 到 系 统 中 的

emsimport 文件夹中，即可在点击此功能时，准确的找到

该目录，从而完成按照坐标点进行导航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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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输入方式还是导入方式，点位信息都会存储在系

统中，用户需要选择列表中的其中一个点作为目标点进行导

航。

8.5.3 点选目标点

在屏幕上点击一个点作为导航目标点，然后点击坐标右

侧的“>”按钮开始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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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 结束导航

当找到目标点后，需要结束导航时，点击该按钮结束导

航，节省电量。

8.6 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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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管理器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是对加载进入系统

的所有数据的管理器，点击“图层”按钮打开图层管理器，

顶部是全选，取消全选、新建图层、图层加载，中间部分是

进行栅格和矢量的筛选按钮，点击后可只显示栅格或者矢量。

图层管理器中，每个图层前“□”是用于勾选该图层是

否可见，当勾选后在图层右侧会出现一个灰色的画笔按钮，

该按钮表示当前图层是否处于可编辑状态，灰色代表不可编

辑，点击后变成绿色，代表可编辑。如果需要对某一个矢量

图层进行编辑，就需要勾选前面的“□”并且将后面的按钮

点击一次变成蓝色。

这里需要注意，只有矢量图层才会有是否可编辑状态，

栅格图层时没有这个状态的（即没有灰色和蓝色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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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图层可以新建点、线、面三种类型的 SHP 图层数

据，并且支持自定义属性库文件（可以在桌面端进行定义，

详细步骤参见桌面端创建字典功能介绍。也可以在管理-属性

字典种创建，详见 1.9.6 节）。新建成功后系统会提示“图层

新建成功”。

图层设置

图层标注

图层定位

图层编辑控制

图层顺序

可见状态

条件填充

全选

取消全选

新建图层

加载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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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层加载可以将前期准备好的矢量数据和栅格数据拷

贝到 emsmaps 文件夹中，进入数据加载后就可以看到，用

户可以自由选择需要加载的数据，打钩表示加载，反之则是

不加载。可以利用顶部的“栅格“和”矢量“按钮进行筛选。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加载的数据才可以在图层管理器中

进行产看和设置，没有打钩加载的数据在图层管理器中无法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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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图层下方会有一排灰色的按钮，分别代表图层设置、

标注设置、缩放到当前图层、上移、下移、字段设置。

其中栅格数据不能设置颜色和条件填充。

图层设置

当操作图层为栅格图层时，该功能可以设置栅格数据的

红绿蓝波段以及透明色，避免数据的色调出现变化，红绿蓝

三个波段分别应该对应波段 1、波段 2、波段 3，透明色是

指有些数据的边缘是不规则的形状，这样就会出现黑边的状

态，可以通过将黑色设置成透明色去除黑边。

当操作图层为矢量图层时，该功能可以对矢量图层的边

界颜色、边界宽度、边界透明度、填充颜色、填充透明度、

最小显示级别、最大显示级别进行设置。其中透明度的设置

从 0~100，数值越大透明度越高（0 代表不透明，100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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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透明）。最小/大显示级别代表在地图缩放时，放大和缩小

按钮之间有个数字，这个数字代表当前地图缩放的级别，如

果最大级别设置为 21，最小级别设置为 16，代表该图层只

有在缩放至 16~21 之间的级别才显示，否则不显示。

标注设置

对矢量图层进行标注字段设置，根据用户的需求选择需

要标注的字段，最多选择 4 个标注字段。标注大小和颜色根

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数值越大代表标注字体越大。若要将

设置好的标注显示在地图上，需要勾选上方的“是否可见“，

反之则不可见。“动态显示”是当图形移动到屏幕边缘时，

标注会自动移动到视线可见的范围内，如下图中的 237,6 号

图形，当屏幕移动是，标注会自动移动到屏幕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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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字段表示当前图层的属性表中的可见字段，如该图

层的属性表中有 100 个字段，但是在使用时不需要将 100

个字段全部显示，则需要在这里进行设置，只勾选需要显示

的字段，这样在属性表中就将没有勾选的字段自动进行隐藏。

面积更新字段和长度更新字段可以选择该图层中需要

更新的字段进行设置，如该图层中有一个面积字段，在野外

操作时，修改了图形的边界，导致面积或者长度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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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需要将面积或者长度字段进行更新，保证面积和长度的

正确性。

索引字段一般默认，无需设置。

图层定位

点击该按钮可将当前图层缩放到屏幕的显示范围之内，

前提是该图层必须可见。

上移

调整图层的顺序，避免相互之间的压盖，上移就是将图

层向上移动一个层。

下移

调整图层的顺序，避免相互之间的压盖，下移就是将图

层向下移动一个层。

条件填充

可以对图层进行条件填充，选择需要填充的属性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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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不同的颜色后，可以在地图上进行区分。

8.7 选择/取消选择

拉框选择图形，一次性可选择多个。目前由于属性查询

一次性可以查询的图形属性的上限为 15 个，所以在拉框选

择时尽量将选择的数量控制在 15 个以内，若是需要进行选

择后删除图形，则没有数量上的限制。

和选择对立，用于取消图形的选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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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删除

删除已经被选中的图形。

9 高级工具

高级编辑工具用于图层数据的高级编辑，主要包括：节

点删除、增加节点、节点移动、整体移动、捕捉节点、剪裁、

合并、分割、边界重塑、解散等功能。若要使用该工具，必

须保证有可编辑的图层，否则无法使用。

9.1 节点删除

此功能应用于，对图形上的节点进行删除操作，执行该

操作时，需要将图形进行选中，然后激活“节点删除”按钮，

再点击需要删除的节点，就可以将该节点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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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增加节点

此功能与节点功能相反，能够对图形的某一条边上进行

节点的增加。

9.3 节点移动

对图形的节点进行单点移动，可以用于修饰图形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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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是配合增加节点功能使用。

9.4 整体移动

将选中的图形进行整体的移动。

9.5 捕捉节点

在勾画过程中或勾画开始时，对图层上的节点进行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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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前必须将被捉的图形选中，否则无法进行节点捕捉操作。

此功能可以弥补在勾绘时公共节点不重合或者公共边不重

合的不足。

9.6 剪裁

对同一个图层上两个相互叠加的图形进行剪裁。

第一种情况，孤岛。先绘制两个相互叠加的图形，然后

点击“剪裁”按钮，在从较小的图形内部向较大的图形绘制

一条剪裁方向线，该方向线的终点所在的图形代表“被裁减

的图形”，起点代表“裁减图形”，此时会出现一个裁减的预

览效果，如果确定灰色的部分就是需要的结果，则点击左侧

的“提交”按钮完成裁减，裁减后会将大图形内部的小图形

裁减掉，形成一个圆环状的图形，而内部的小图形则保持不

变，如果不需要可以选中后删除。如果预览效果不是所需结

果则点击“撤销”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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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压盖。先绘制两个相交的图形，然后点击

“剪裁”按钮，绘制剪裁方向线，起点所在的图形为“裁剪

图形”，终点所在的图形为“被剪裁图形”，如下图，起点在

竖着的图形中，终点在横着的图形中，剪裁结果为横着的图

形被裁开。若起点在横着的图形，终点在竖着的图形，则裁

剪效果是竖着的图形被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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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合并

将两个图形进行合并操作。合并时，同样需要绘制合并

方向线，方向线的起点表示“被合并图形”，方向线的终点

表示“合并主体”，如下图，若需要将左边的图形合并到右

边则合并方向线应该从左向右绘制，反之则从右向左绘制。

绘制合并方向线后会显示预览效果，点击“提交”完成合并，

点击“撤销”继续操作。如下图，图形 2 要合并到图形 1 中，

则起点在图形 2，终点在图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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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分割

将一个图形通过勾画分割线进行分割。点击该按钮，直

接绘制分割线，系统会自动生成预览效果，点击“提交”完

成分割，点击“撤销”继续操作。

分割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在产生的新的图形中集成分割

前图形的属性值（关键字段的值不能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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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边界重塑

对一个图形现有的边界进行重塑，得到一个新的边界。

点击该按钮后，在需要重塑的图形边界上直接绘制重塑线，

绘制完成后会生成预览效果，此时边界的形状已经发生变化，

点击“提交”完成边界重塑，点击“撤销”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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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解散

对一个组合图形进行解散，将其打散成多个独立的小图

形。此功能主要针对没有公共边的组合图形，将其解散后会

得到独立的小图形，如下图，两个黄色的图形是一个整体，

都是“李明”家的土地，但是没有公共边。现在需要针对每

一块地进行登记，需要把两块土地分开，此时就需要用“解

散”功能进行操作。

点击“解散”按钮，选择需要解散的图形，然后点击“提

交”，即可完成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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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后的两个图形就各自成为独立的小图形，可以单独

被选中。

9.11 孤岛

先绘制一个图形，然后点击“孤岛”按钮，在图形内部绘制

另一个图形，此时会出现一个孤岛的预览效果，如果确定灰

色的部分就是需要的结果，则点击左侧的“提交”按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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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孤岛功能完成后，形成一个圆环状的图形，而内部的

小图形则保持不变，如果不需要可以选中后删除。如果预览

效果不是所需结果则点击“撤销”继续操作。

第六章 数据导出

系统中一共有三处涉及导数据导出，一是轨迹、二是照

片、三是数据，在轨迹管理和数据导出中导出的所有数据都

存 储 在 emsexport 文 件 夹 中 ， 而 所 有 的 照 片 都 存 储 在

emsmedia 中，可以通过手机助手将其拷贝到电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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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注意事项

1 许可文件

在 emsmaps 文件夹中会存储一个名称为“em.lic“的

文件，该文件是许可文件，不可删除或者重命名，否则会导

致软件无法启动。

2 无法查看已经加载的影像图

在系统设置里有一个地图选择，需要选择自定义地图才

可以显示。

3 导入的数据无法加载，即没有可以勾选的框

可能是由于矢量或者栅格数据的坐标系统或者空间参

考不完整导致的软件无法识别数据造成的，需要重新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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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理。可以向软件开发商索取完整的 prj 文件包，然后

找到对应的坐标系统下的 prj 文件，将其名称修改为何栅格

或者矢量图层名称一致的文件，拷贝到平板电脑中与栅格或

者矢量文件放在一起，同时删除该目录下后缀名为 emr 和

sqlite 文件，并且重新启动软件即可解决该问题。

4 无法查询属性

可能是在图层管理器中没有将需要查询的图层后面的

“i”按钮点成蓝色。点击一下使之变成蓝色，代表当前图层

可以被查询和编辑。

另外一种情况是没有开启当前图层的编辑状态，长按

“编辑”按钮，打开图层编辑界面，此界面中每个图层前都

有一个笔状的按钮，若要查询或者编辑哪个图层，需要点击

一下该图层前的笔状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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