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务清单 

组件 GIS 

任务一：对 SuperMap iObjects 大数据组件产品进行读写操作后发布服务，查询分析。 

任务要求： 
  a)  从 UDB 中读取矢量数据，转换为 FeatureRDD 

  b)  将 FeatureRDD 写入到 PGGIS 

  c)  再将写入 PGGIS 的数据读出，转化为 FeatureRDD 

  d)  使用 FeatureRDD 进行一个简单的空间查询分析 

  e)  将生成的结果写入到 HBase 中 

  f)  将 HBase 注册到 iServer，并且把 Hbase 数据发布为地图服务和数据服务 

  g)  使用 iClient9D 进行动态浏览和使用数据服务进行简单的查询分析 

任务二： 对 SuperMap iObjects 大数据组件产品进行读写操作后进行分布式处理分析，并保存结果。  

任务要求： 
  a)  将 geoTiff 数据导入到 HBase 中 

  b)  读取 HBase 中的 Tiff 数据进行如下分析 

  c)  裁剪，重分级，栅格统计，地形分析–分别对应分布式处理，分布式计算，分布式分析 

  d)  将分析的结果在写入到 HBase 中 

任务三：通过 SuperMap iObjects Python 组件产品导入数据后，进行缓冲区分析和叠加分析，并保存

结果 。 

任务要求： 
a）导入两个 shp 数据集 

b）进行缓冲区分析 

c）将缓冲区的结果和导入的数据进行叠加分析 

d）保存结果到 udb 

e）验证结果的正确性 

桌面 GIS 

任务四：在 SuperMap iDesktop 中生成 MongoDB 瓦片并发布为 iServer 服务。 

任务要求： 
   a）正确连接和启动 MongoDB 数据库 

   b）在 Desktop 中制作一幅地图 



   c）将地图切成矢量瓦片存储在 MongoDB 数据库中 

   d）在 iServer 服务中发布生成的矢量瓦片 

任务五：在 SuperMap iDesktop 中进行公交换乘分析分析，并保存结果。 

任务要求： 
a）加载公交站点、线路数据、站点与线路的关系数据 

   b）根据需要，在地图中添加指定的起点、终点，设置公交换乘参数 

   c）执行换乘分析，结果路线自动显示在地图，详细信息生成在实例窗口 

任务六：在 SuperMap iDesktop Cross 中进行三维缓冲区分析，并保存结果。 

任务要求： 
   a）添加一个二维矢量点数据或线数据 

   b）类型转换，将二维点（线）转成三维点（线） 

   c）根据指定半径，在三维点（线）周围建立球体或圆柱体，生成缓冲区 

    

任务七：在 SuperMap iDesktop Cross 中制作布局，并保存结果。 

任务要求： 
   a）在 Cross 桌面中制作一幅地图 

   b）新建布局，添加地图、比例尺、图例、指北针等地图要素 

   c）设置布局参数，调整要素对象位置 

   d）保存布局并输出为图片 

任务八：在 SuperMap iDesktop Cross PostGIS 引擎中制作热力图，并保存结果。 

任务要求： 
a）新建 PostGIS 型数据源 

b）导入矢量点数据 

c）将矢量点数据添加到地图中，制作热力图 

d）保存地图并保存工作空间。 

任务九：在 SuperMap iDesktop Cross 中进行数据集镶嵌，并保存结果。 

任务要求： 
a）新建 udbx 型数据源 

b）新建栅格镶嵌数据集 

c）对栅格镶嵌数据集构建概视图 

d）对栅格镶嵌数据集建立影像金字塔 

e）对栅格镶嵌数据集统计信息 

f）将栅格镶嵌数据添加到地图浏览 

g）修改影像图层属性，对影像图层进行拉伸 



任务十：在 SuperMap iDesktop Cross 中进行 MVT 矢量切片，并保存结果。 

任务要求： 
a）在桌面中制作一幅地图 

b) 设定适当的参数，生成 MongoDB 存储类型的 MVT 地图瓦片 

c）打开生成的瓦片，点击输出窗口的超链接通过浏览器浏览 mvt 瓦片 

d）将生成的 mvt 瓦片通过桌面上传到 iServer 端，并在 iServer 端浏览 

 

任务十一：在 SuperMap iDesktop Cross 中导入数据，并进行缓冲区分析、叠加分析，保存分析结果。 

任务方案： 
a）导入矢量线数据集，矢量面数据集 

b）对线数据集制作缓冲区分析 

c）将缓冲区分析结果与导入的矢量面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如：求交） 

 

云 GIS 

任务十二：在 SuperMap iPortal 中制作地图大屏专题图，保存分析结果。 

任务要求： 

    a)上传 udb 数据到我的数据  

    b)将上传的数据发布服务 

    c)添加发布服务的图层到我的地图，并对其制作专题图 

任务十三：在 SuperMap iPortal 中制作地图大屏专题图，保存分析结果。 

任务要求： 

    a)上传 csv 数据到我的数据  

    b)将该数据添加到地图大屏 

    c)设置时态数据参数，生成图层以及相关动态图表 

任务十四：在 SuperMap iPortal Insight 模块中制作专题图和图表，并将设计好的数据进行展示。 

任务要求： 

   a）通过 Insight，上传 csv 点数据到我的数据 

   b）指定任意有意义的字段，制作多个专题地图和图表，并设置图表联动 

   c）再叠加入相关的文字或图像卡片，调整布局，制作一个美观的数据展示页面 

   d）将制作好的数据展示页面保存为 PDF 格式 

  



任务十五：在 SuperMap iPortal Insight 模块中进行缓冲区等地理分析，并将结果数据进行展示。 

任务要求： 

   a) 通过 Insight，上传 CSV、Excel 点数据 

   b) 创建 Views 

   c）在右侧分析面板中，选择缓冲区分析，设定合适的分析条件  

   d）执行分析并展示分析结果（可以结合不同种的专题图来展示） 

任务十六：在 SuperMap iPortal Insight 模块中进行点聚合等分布式分析，并将结果数据进行展示。 

任务要求： 

   a） 部署 Insight 相关分布式分析环境 

   b)  通过 Insight，上传 CSV、Excel 点数据 

   c)  创建 Views 

   d） 在右侧分析面板中，选择分布式分析，设定合适的分析条件  

   e） 执行分析并展示分析结果（可以结合不同种的专题图来展示） 

任务十七：使用 SuperMap iDesktop 切图并导出为 shp 文件，在 SuperMap iServer postgis 引擎中发

布地图并出图展示。 

任务要求： 

a) 从桌面切矢量缓存，获取到 Mapbox 风格 

b) 从桌面导出 shp 数据到文件夹 

c) 导入 shp 数据到 postgis 数据库 

d) 发布 postgis 数据为地图服务，添加 Mapbox 风格 

e) 出图 

任务十八：在 SuperMap iServer 中进行聚合查询，并保存查询结果。 

任务要求： 

a) 导入数据到 es 数据库 

b) 发布 es 数据为数据服务 

c) 执行聚合查询 

任务十九：对 SuperMap iServer 大数据进行分布式分析，属性汇总统计，保存分析结果。 

任务要求： 

  a)  搭建大数据分布式分析服务集群 

  b)  注册大数据分析共享目录或者空间数据库 

  c)  放入一个土地利用的数据，使用大数据分析功能的属性统计，对地理编码分类后进行面积总和统计 

  d)  验证分析结果正确性 



任务二十：在 SuperMap iServer 中，对 ES 数据进行前端可视化展示，并保存展示结果。 

任务要求： 

  a)  将点数据集导入 ES 引擎 

  b)  ES 注册到 iServer 发布为数据服务 

  c)  使用 iClient9D 对 ES 中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可视化展示 

任务二十一：在 SuperMap iServer 中使用 hbase 数据进行点密度分析，并保存分析结果。 

任务要求： 

    a）搭建 hbase 数据库，将 hbase 数据库注册到 iserver 

    b）开启分布式分析服务，设置结果输出至 hbase 数据库 

    c）将 datastore 注册到 iserver 集群， 

    d）用 hbase 中的点数据进行点密度分析 

    e）验证分析结果正确性 

任务二十二：在 SuperMap iServer 中使用 postGIS 引擎数据进行轨迹重构分布式分析，并保存分析结

果。 

任务要求： 

    a) 搭建 postGIS 数据库，将 postGIS 数据库注册到 iserver 中 

    b) 开启分布式分析服务 

    c) 进行轨迹重构分布式分析 

    d) 验证分析结果正确性 

任务二十三：在 SuperMap iManager 大数据站点中进行大数据分析，并保存分析结果。 

任务要求： 

  a）完成多机大数据站点部署 

  b）新建一个大数据站点 

  c）向大数据站点 hdfs 中上传一份数据 

  d）任选一个大数据分析功能对该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展示分析结果 

任务二十四：对 SuperMap iManager 大数据站点进行监控，并保存监控结果。 

任务要求： 

  a）部署 iManager 基础包 

  b）对接一个真实的服务器环境，增加相关的通用监控、数据库监控、服务器监控、网络状态监控等 

  c）在 iManger 主页中调整微件化布局，设计一个合适、美观的服务器整体监控展示页面 

 

任务二十五：使用 SuperMap iClient JavaScript 进行批量空间分析，并保存分析结果。 

任务要求： 



a) 设置缓冲区分析参数 

b) 设置空间分析参数 

c) 执行批量空间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加载到地图 

任务二十六：在 SuperMap iClient JavaScript Python 模块中构建网格面聚合并保存分析结果。 

任务要求： 

a) 构建网格面聚合 

b) 设置参数进行分析 

c) 验证分析结果的正确性 

 

移动 GIS 

任务二十七：将 SuperMap iDesktop 生成的 mvt 瓦片，在 SuperMap iMobile 中使用出图，并查看结

果的正确性。 

任务要求： 

   a）在 iDesktop 中制作一幅地图 

   b) 设定适当的参数，生成相应的 MVT 地图瓦片 

   c）将原始地图数据和 MVT瓦片拷贝在移动端设备中 

   d）编写相关代码，用于展示原始数据中的地图和 MVT 瓦片地图，对比两者的显示性能差距 

任务二十八：将在 SuperMap iServer 分布式分析中的结果，在 SuperMap iMobile 中展示，并查看结

果的正确性。 

任务要求： 

   a）部署 iServer 产品，并开启分布式分析服务 

   b）注册分析数据 

   c）在移动端编写相关的分析代码，并发送至 iServer 执行相应的分布式分析功能 

   d）分析结束后，在移动端展示分析结果 

三维 GIS 

任务二十九：在桌面 3DBuilder 中进行倾斜摄影模型镶嵌（倾斜摄影模型上进行修路）并保存结果。 

任务要求： 

  a)根据倾斜模型数据，绘制三维线（道路） 

  b)通过“三维缓冲区”功能将三维线拓展为三维面 

  c)根据三维面进行倾斜模型镶嵌，修改倾斜摄影模型 

  d)添加倾斜摄影模型到场景中，添加三维线到场景中，设置三维线风格（选择道路风格） 



任务三十：在桌面 3DBuilder 中生成立面图，并保存生成的结果。 

任务要求： 

  a)添加面数据(二/三维面)到场景中，进行构建房屋，设置材质等参数 

  b)将地形数据生 TIN 缓存，使用 a)中的面数据进行地形修改 

  c)将 a)中得到的模型数据生成缓存 

  d）添加修改后的地形和模型缓存到场景中，生成立面图 

任务三十一：在 Plugin 中对倾斜摄影模型进行加载与操作，并查看结果的正确性。 

任务要求： 

  a)运用 iDesktop 桌面产品生成配置文件 

  b)保存场景，通过 iServer 发布三维服务 

  c)客户端浏览倾斜摄影模型，并进行模型压平等操作 

任务三十二：在 WebGL 中对倾斜摄影模型进行动态单体化，并查看结果的正确性。 

任务要求： 

a)添加倾斜摄影数据到场景中，将与倾斜摄影数据对应的面数据(二维面或三维面)导入到数据源中， 

保存场景并保存工作空间 

  b)iServer 发布服务（包含场景服务和数据服务） 

  c)通过数据服务的形式添加单体化标识面(即通过点击查询用于表示单体化的面要素，添加到场景中高亮显示) 

任务三十三：在 WebGL 中进行三维模型的交、并、差运算，并查看结果的正确性。 

任务要求： 

  a)通过 iDesktop 保存场景，iServer 发布空间分析服务 

  b)在空间分析服务中，通过 geometryLoft 对三维线对象进行放样 

  c)将放样后得到的模型与原模型进行三维空间运算（交、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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