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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DIA

人们利用地图对数据可视化，来提取其关心的信息。强大的分析工具和

符号化手段使得信息收集过程和生成高质量的地图变得简单。更新土地和税

收记录，分析交通流/事故或确定疏散中心的最佳地点，GeoMedia能够结合

表格和地理数据来生成有用的信息。

GeoMedia来自于海克斯康地理空间信息Power Portfolio中的生产方案

包（PRODUCER SUITE），该方案包使用户能够收集，处理，分析和理解原

始地理空间数据，并最终提供有用的信息。这些包括了海克斯康地理空间信

息桌面GIS平台，遥感和摄影测量产品。

GeoMedia是一个功能强大，且操作灵活的GIS管理平台，允许用户收集

和分析各种来源的数据，从中提取有用的数据信息。它几乎可以同时访问任

何形式的地理空间数据并显示在统一的地图视图中，实现有效的数据处理，

分析，展示及共享。GeoMedia的功能使得它非常适合动态变化数据的信息

提取，以支持更明智的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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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据源信息发生变化，GeoMedia GeoWorkspace中的分析也会更改。简单的刷新后，所有的分析信息就会自动更新，无需要重新

执行分析操作。      

卓越的数据访问功能

GeoMedia可以自由的访问和连接数据，您可以将精力集中在信

息提取和数据分析上。对于需要直接连接空间数据库（Oracle，

SQLServer和PostgreSQL）的用户来说，GeoMedia不需要任何

导入和转换程序。另外，GeoMedia可以访问大部分地理空间文

件格式，CAD格式（MicroStation和AutoCAD），Esri的ArcInfo

和ArcView，KML，简单文本文件，以及OGC网络服务，如WMS

和WFS。GeoMedia还包含ERDAS APOLLO目录进行空间搜索，

查询，和在地图窗口中直接显示影像数据。

数据精度的保证

GeoMedia提供了众多选项保证加入到GIS中的数据在其生

命周期内的高质量。

GeoMedia简化了企业级数据库中的大量附加数据，保证

数据满足完整性标准（属性被填充和几何有效），并且符合

企业所用的数据模型要求。它可以摄取和整合不同模式的多

个数据源，确保简单且保证质量。

一旦数据完成注册，GeoMedia可监测并控制数据更改，

允许查看用户进行的特定更改，并在数据库更新前建立质量

保证检查点。同时GeoMedia还能够解决数据冲突和模糊的数

据变化。

GeoMedia提供智能要素建模功能以识别真实设施网络

中要素之间的关系，如排水，供水，供电和燃气网络资产中

的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能力，在要素编辑过程中，

GeoMedia提高了操作人员的效率，并保证编辑内容符合真实

世界的业务规则。它还提供了时态查询和可视化功能，使您

能够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可能的原

因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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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的GIS平台可以实现与GeoMedia类型相同的级联分

析，但他们需要依靠创建中间文件来完成相同的结果。当一个查

询执行完成后，结果会存储在临时文件中，该文件就会用来执

行下一个查询任务。如果原始数据发生更改时，这些GIS平台无

法在分析结果中自动反应原始数据的变化。在这种静态方式情

况下，用户就需要重新执行查询分析以获取数据发生变化后的

结果。

GeoMedia可以以信息提取的方式同时分析来自不同
数据库，不同平台，不同文件的数据信息。

 更复杂的动态分析

GeoMedia可以以信息提取的方式同时分析来自不同数据

库，不同平台，不同文件的数据信息。它还能使用户创建复杂的

查询，再通过对这些信息查询进行连接，使一个查询的结果动态

地转换成另一个查询。

当数据发生变化时，GeoMedia可自动更新结果，显示数据

的实时情况。这种能力也可以被用来进行“假设式”战略规划

分析。

GeoMedia的数据分析功能，允许用户执行简单或复杂的分析，以便从数据中提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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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直接连接并搜索ERDAS APOLLO目录中的大量数据集（栅格和实例），并将其加入到地图窗口中显示和分析。

由于这种分析功能独特的优势，GeoMedia成为管理线性网

络，如公路，铁路，运输，管道，供水网络等，最理想的平台。

这些分析功能允许您跟踪网络信息和进行专业的分析以

做出有关公共安全，优先权维护，以及资金支出方面的更好决

策。GeoMedia支持单一和多层次的线性参考和路由网络的维护

和分析。其多层次的线性参考系统（MLRS）支持的一个网络多

个几何表示与事件数据和其他信息同步以保证有效的分析。

任何时候您需要在分析中查找一个位置或地址时，

GeoMedia的地址编码和匹配都可以快速而精确的完整这些工

作。不管是使用中心线模型还是屋顶模型，GeoMedia都能使用

户准确的识别一个位置。

GeoMedia还支持来自世界各地广泛的坐标参考系统，可帮

助用户将矢量和栅格数据快速变换到他们为地图选择的CR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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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空间建模

除了海克斯康ERDAS IMAGINE之外，现在GeoMedia也可

提供空间建模功能。通过使用栅格和矢量运算符，从视觉上为用

户呈现从简单到复杂的工作流程。那些以前只针对GeoMedia 或

GeoMedia Image Commands开发的系统功能，现在能够与最新

的空间模型创建器一同使用，来处理文件，数据或其它重要信

息。而这些操作在以前则需要编辑或构建GeoMedia自定义指令

才能够完成。

GeoMedia便于有大量用户操作数据的单位提高其工作效

率。用户可以很容易的在部门或企业内部分享地理空间信息。如

果某些用户的部门有标准样式，文本属性，或结构化分析和查

询，管理员会通过指定这些标准和查询，把它们集中，并分享以

确保整个集团内的一致性。

定制

GeoMedia易于使用的图形用户界面被很好的组织和简化以

减少鼠标移动和按钮点击，提高效率和降低成。

用户还可以修改和定制GeoMedia界面，以优化特定的工作

流，也可定制用户界面以满足其特定的需求和目的。隐藏部分界

面，清理可视工作区和实现更快的识别和获取工作所需的功能和

工具。

灵活的选择

GeoMedia为用户提供三种等级的产品，可以让用户更容易

地调整软件的范围以匹配您的管理需求，分析需求，和预算。

基础版

可查询和分析各种地理空间数据源。包含ERDAS IMAGINE

基础版功能，具有进行影像处理的基本功能。

高级版

GeoMedia高级版具有GeoMedia基础版的全部功能，并

增加了数据收集和编辑，处理和分析高程与地形数据（包括

LiDAR）的功能。GeoMedia高级版还包含数据验证和复杂栅

格数据分析工具。此外，GeoMedia高级版还增加了四个功

能（Insert Area by Face、Insert Interactive Area by Face、

Dimensions和Insert Dimensions）。这四个功能在之前的版本

中只允在GeoMedia专业版中使用。

企业级工作效率

效率和精度是企业级地理空间数据库编辑和获取矢量要素重

要的两个方面。GeoMedia提供了空间信息创建，操作和维护的

关键功能。它支持维护地图信息所需的日常操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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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dia基础版自带ERDAS IMAGINE基础版功能，您可以进行基本影像处理和分析工作，结果可以在两个软件中交换。

GeoMedia Transportation Manager中的LRS/MLRS功能使得组

织可以加入，管理和创建来自不同参考源的地址信息，所有数据

在一个数据库和一个功能集中管理。

专业版

GeoMedia专业版包含GeoMedia高级版的全部功能，并增

加了企业级，多用户数据管理和分析功能。包括管理线性网络，

生成专业地图，高级要素编辑，宗地管理，设施网络分析，监视

和控制变化信息，整合来自不同数据源的数据，设计和使用空间

模型，GeoMedia专业版可以确保整体数据质量。

GeoMedia界面可
进行修改和定制，

轻松地满足优化特

定工作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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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GeoMedia中的各种规则功能，可以很轻松的以静态或动态的方式管理标签的位置和外观。



联动的解决方案

GeoMedia可连接Power Portfolio中所有产品

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空间信息解决方案。

地理空间
方案集合

产品&相互关系

生产方案包

通过ERDAS IMAGINE接口连接GeoMedia环
境，以同步导航和感兴趣区域

在GeoMedia使用前用ERDAS IMAGINE增强影像

使用IMAGINE Photogrammetry套件在ERDAS 
IMAGINE中直接打开或创建摄影测量工程

背景栅格影像使用超快速的 E C W压缩格
式，可直接在ERDAS IMAGINE和IMAGINE 
Photogrammetry中使用

在ERDAS IMAGINE中导入ImageStation工程
或直接在GeoMedia中使用进行正射影像创建
和镶嵌

发布到GeoMedia WebMap之前在ERDAS 
IMAGINE中进行图像增强

传输方案包

在ERDAS IMAGINE中创建的空间分析模型可
以发布到ERDAS APOLLO也可以通过服务器端
的地理处理服务（WPS）在互联网上分发

栅格背景影像可通过ERDAS APOLLO使用超快
速的ECWP协议进行共享

平台方案包

经过ERDAS IMAGINE授权的栅格背景影像可
以直接在GeoMedia Smart Client和Geospatial 
Portal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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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edia使用与其它专业软件如Microsoft Office相同的功能分区界面。定制工具条功能使用户可以轻松地定义和共享工作流。

扩展功能

海克斯康地理空间信息提供了额外的功能以扩展GeoMedia

的核心功能

•　 GeoMedia Transportation Manager提供工具帮助市政府，

机场，海港，交通部门，铁路公司，航道管理机构和管道管

理部门中的专业人员高效分析其交通基础设施。包括追踪网

络信息和执行特殊分析。另外，用户也可构建既能支持多级

线性参考系统（MLRS）也能支持车辆路径应用的线性网络

模型。（仅GeoMedia专业版可用）

•　 GeoMedia Mapping Manager可加强制图能力和GIS制图自动

化，以生产地图册产品和精确地图产品。（仅GeoMedia专业

版可用）

•　 GeoMedia 3D使系统能够进行3D可视化。通过在GeoMedia

中添加3D地图窗口实现3D数据可视化，导航，分析和交互。

GeoMedia 3D地图窗口与GeoMedia接口无缝融合，允许用

户同时访问所有GeoMedia标准2D分析功能。（所有基本

GeoMedia产品均可用）

•　 GeoMedia Motion Video analyst Professional通过动态投影

视频到GIS数据上将整个移动视频集成到地理空间环境中。

（GeoMedia专业版中可用）

•　 GeoMedia Image可提供高级图像增强，配准，提取和保存 

功能。

•　 GeoMedia Image专业版可提供一个GeoMedia Image超集合，

内容包括了许多附加命令和高性能的电子光桌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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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的无缝集成

GeoMedia可帮助用户轻松地解锁和理解现实世界中地理空

间信息在组织结构内的动态变化情况。它可以让您对来自不同数

据源的数据进行各种分析，从简单到复杂。它还可以直接连接组

织内具有空间功能的数据库。

GeoMedia可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并动态更新结果。其灵活

的功能分级和扩展模块结构能够满足用户的特殊业务需求。通过

GeoMedia，用户还可以创建智能的、直观的地图，从数据中获

取信息，以便做出更智能的决策。

通过GeoMedia专业制图工具可帮助制图人员生成精美的地图。

•　通过提供立体映射窗口，用于图像显示和3D特征的数据，

ImageStation Stereo可增强GeoMedia的集合功能，使其具

有动态缩放和即时图像增强功能。

•　 ImageStation DTM可为GeoMedia提供一整套收集和编辑地

形数据的工具，以生成用于摄影测量，绘图和工程工作流程

的曲面文件。

•　 ImageStation OrthoPro为GeoMedia提供了一个高吞吐量的

原始生产系统，包括邻近项目规划，正射校正，色调平衡及

镶嵌功能，自动缝隙生成和质量评估。

•　 这是一款能够检查和提高正射影像及马赛克质量的工具。它

能够系统地帮助用户审查和标记错误，修复错误，并在个人

或项目的基础上进行图像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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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GeoMedia，用户还可
以创建智能的、直观的地图，

从数据中获取信息，以便做

出更智能的决策。





海克斯康，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整合地理空间企业与工业企业应用，推动质量改进以及生产力的提

高。其解决方案能够将传感器，软件，行业经验和用户工作流程全部集成于智能信息生态系统之中，使信息识别更具

操作性，被广泛应用于众多行业。

海克斯康集团在中国拥有七海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海克斯康

测量系统（武汉）有限公司、海克斯康方案应用与系统集成（青岛）有限公司（北京）、海克斯康测绘与地理信息

系统（青岛）有限公司、靖江量具有限公司、徕卡测量系统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徕卡测量系统（上海）有限公

司、徕卡测量系统有限公司、欧达电子有限公司、苏州天萨精密量仪技术有限公司、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

司、台湾海克斯康测量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鹰图软件技术（青岛）有限公司（北京/上海）、鹰图（中国）有限公

司、中纬测量系统（武汉）有限公司等各类经营实体；拥有AHAB、Aibotix、BROWN & SHARPE、 COGNITENS、

DEA、ERDAS、Hexagon Ventures、INTERGRAPH、LEICA GEOSYSTEMS、LEITZ、M&H、NOVATEL、OPTIV、

PC-DMIS、PREXISO、Q-DAS、QUINDOS、ROMER、TESA、VERO、中纬（GEOMAX）、思瑞（SEREIN）、七海

（SEVENOCEAN）、棱环牌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借助全球化的资源优势为企业和用户提供世界一流的集成解决方案。

www.hexagonchina.com.cn
海 克 斯 康

海克斯康方案应用与系统集成（青岛）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16号CBD国际大厦1501
邮编：100022
电话：+86 10 57601501
传真：+86 10 57601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