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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随着世界经济不断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和技术的

权利，城市被无可避免地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发挥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城市也面临着环境

污染、交通堵塞、能源紧缺、住房不足、失业、疾病等方面的挑战。在新环境下，如何解决城市发

展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命题，城市综合管控中心作为一种

发展战略由此应运而生。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

相协调。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信息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数

据蕴藏大价值，运用大数据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以提升政府服务

和监管能力，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建设城市综合管控中心，是大数据时代下进行城市管理的重要转型，可视化指挥决策系统是进

行信息资源整合与展示、城市运行态势监控、城市应急协同联动指挥、辅助领导决策的核心平台。

数字冰雹城市智能运营中心（IOC）可视化决策系统，面向政府职能部门大屏可视化环境，具

备优秀的大数据显示性能以及多机协同管理机制，可良好支持大屏、多屏、超大分辨率等显示情景。

支持整合城市各部门现有信息系统的数据资源，覆盖各业务领域，凭借先进的人机交互方式，实现

城市运行态势监测、建设规划成果展示、应急监测指挥支持等多种功能，可广泛应用于监测指挥、

分析研判、展示汇报等场景。

 多部门、多类型数据融合，全面互联互通

 全方位立体化的城市运行数据监测

 超凡的大数据吞吐及显示性能

 为指挥中心量身打造的大屏多屏解决方案

 丰富绚丽的数据展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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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功能

2.1. 城市态势监测

高度融合政府各职能部门现有数据资源，对资源环境、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社会治理、人口

民生、产业经济、社会舆情、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核心指标进行态势监测与可视分析，辅助管理者全

面掌控城市运行态势，提升监管力度和行政效率。

2.2. 经济建设可视化

2.2.1. 产业经济监测

支持集成城市发改委、财政、审计、工商、统计等部门现有资源，将城市主要经济指标、产业

结构及分布数据以三维柱图、热图等形式进行可视化分析，实现多指标数据的并行监测分析，全方

位体现城市产业经济运行态势，展现城市经济、产业发展状况，为城市经济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

整等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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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产业园区态势监测

2.2.2.1. 园区产业经济态势

运用多种形式将园区主要经济指标、产业结构及分布数据进行可视化分析，实现多指标数据的

并行监测，全方位体现整体产业经济运行态势，展现园区经济、产业发展状况，为经济发展规划、

产业结构调整等提供决策依据。

2.2.2.2. 企业经营态势

系统支持整合工商、税务、征信、企业运营现有数据，将园区内入住企业数量、分布、企业经

营数据等内容进行可视化分析，帮助园区管理者实时掌控园区内招商态势，企业经营、运行态势。

2.2.2.3. 规划发展态势

系统可对接园区规划领域各类型数据资源，对园区历史演进、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进行回顾，

结合多种可视化手段对土地性质、园区布局、区块划分进行展现，宏观呈现园区特色、产业布局、

地理优势、交通优势，帮助管理者掌控园区规划发展态势。

2.2.2.4. 重点项目建设

系统可突出展示产业园区重点项目建设成果，对项目基本信息、经济效益等重要成果指标进行

可视化呈现，再现城市重点项目布局、建设进展及成效收益。

2.2.2.5. 园区建设成果

聚焦园区建设各领域，支持建立入驻企业、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指标的数据驾驶舱，

助力园区管理者宏观、全面展示园区各领域建设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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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政治建设可视化

2.3.1. 党建信息可视化

系统支持党建工作的全面展示，采用单态图重点显示党建工作总体统计数据，利用影像、文字、

动画等多种数据对象展现党员工作、党建风采，充分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党建工作中的践行

情况。

2.4. 文化建设可视化

2.4.1. 社会文化建设

系统整合城市发展、文化建设、外交事务数据，利用丰富的可视化图表对城市历史、旅游资源、

文化娱乐、友好城市的关键指标进行综合监测，实现综合展示社会文化建设的成果与成效，帮助城

市决策人员掌握文化建设的总体情况。

2.4.2. 社会舆情监测

支持与主流舆情信息采集系统集成，对来自境内外各个宣传渠道的敏感信息进行实时监测告警

和可视化分析，帮助管理部门掌握当前实时舆情态势，以提升管理者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力度和响应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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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社会治理可视化

2.5.1. 城市管理监测

2.5.1.1. 城市宏观管理监测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可详细展现城市街道、地标点、建筑物、机动目标、基础设施、视频数据

等要素信息，并结合公安、交通、消防、医疗市政等多部门实时数据，实现管辖区域内“人、车、

地、事、物”的全面监控，辅助城市管理部门综合掌控全市大范围的运行态势。

2.5.1.2. 城市微观管理监测

支持对重点场所周边环境、建筑外观和内部详细结构进行三维显示；并可集成视频监控、周界

报警、电子巡更、移动执法终端等系统数据，对场所重点部位、人员、车辆、告警事件等治安要素

的实时状态进行可视化监测，辅助城市管理人员精确有力掌控微观案件处置情况。

http://www.digihail.com


地址：北京市 丰台区 南四环西路 128号 诺德中心 4号楼 20 层

电话： 18519723186 微信公众号：DigitalHail 网址：http://www.digihail.com

2.5.2. 公共安全监测

2.5.2.1. 环境质量监测

支持整合气象、生态环境、节能减排等信息资源，对气象信息、空气质量、水源水质、农林土

壤、矿产资源、污染源、气象灾害、地质灾害、自然灾害等要素进行实时监测与可视分析，助力管

理者全方位监测环境质量。

2.5.2.2. 交通安全监测

支持集成视频监控、智能卡口、交通流检测等系统数据，实现辖区交通态势的实时监测。并可

基于专业的模型算法，对车流量、平均车速、交通状态等多种核心数据进行多维度可视化分析，实

现交通态势的科学评估，为交通设施规划、管理措施调整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2.5.2.3. 安防态势监测

支持集成视频监控系统、电子巡更系统、卡口系统等园区安全防范管理系统数据。对城市重点

区域、人员、车辆、告警事件等要素的实时状态进行可视化监测，支持安防报警事件快速显示、定

位，实时调取事件周边监控视频等功能，提升城市安防响应效率。

2.5.2.4. 消防安全监测

支持集成消防安全领域各类信息资源，对城市宏观消防安全态势、资源分布、事件告警、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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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状态进行实时监控，辅助管理人员保障城市各区域消防安全。

2.5.2.5. 网络安全监测

支持结合网络攻击检测系统、APT 攻击检测系统、防病毒系统等，对全网各节点安全态势进

行实时监测，并可对网络威胁的攻击来源、攻击目的、攻击路径进行可视化溯源分析，帮助管理者

快速发现网络安全隐患，更好地防范和抵御网络威胁。

2.5.3. 交通管理监测

系统集成地理信息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交管部门各业务系统数据，对交通路况、警力分布、

警情事件、接处警情况等要素进行综合监测，充分融合航空、铁路、水路、高速、公共交通等领域

数据，实现对运营线路、运营里程、吞吐量、交通负载等关键运输指标的实时监测，并支持点选查

看具体警力、机动目标、交通事件、监控视频等详细信息，帮助管理者实时掌握交通整体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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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1. 路况态势监测

系统支持对接路况信息系统数据资源，基于真实地理信息系统，对实时路况、交通事故、拥堵

指数等要素信息进行可视化呈现，清晰直观展示辖区内路况态势，辅助管理者进行科学决策。

2.5.3.2. 勤务管理可视化

系统支持整合勤务管理系统数据，实现日常勤务执勤的可视化管理，实时掌握勤务人员的部署

和动态，便于及时调派，支持勤务布岗、勤务监督、勤务考核等功能。

2.5.3.3. 稽查布控态势监测

系统支持集成指挥调度平台现有信息资源，结合智能卡口、移动执法终端等多类型数据，对经

理数量、位置、分布、历史运行轨迹以及联动资源部署情况进行监测，辅助交管部门全面掌控布控

稽查全流程中的各个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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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 重大活动交通支持

支持对重大活动场所周边路况、卡口、监控视频、警力、警情、警用资源进行可视化呈监测，

为重大活动保障提供支持。

2.5.4. 应急管理监测

系统充分集成消防数据、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对城市重点防火单位、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森

林草原、江河水库等重点监测对象的风险指标进行研判分析，对应急资源、应急设施的分布、数量、

运行状态进行检测，为城市应急管理的预防、准备、响应、恢复等阶段提供高效的数据支持，辅助

决策人员对人为事故、自然灾害的处置进行快速决策、合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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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人居环境建设监测

支持整合人口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医疗部门等信息数据资源，对管辖区域内人口、文

化、教育、医疗等的数据信息进行栅格化动态监测，对就业、收入、社保、住房、医疗、教育等民

生领域指标进行可视化分析，全面掌握城市教科文卫现状。

2.5.6. 政务服务监测

2.5.6.1. 窗口业务监测

系统支持窗口审批业务、热线咨询业务、大厅调解业务等政务服务现场情况监测，对行政化服

务及社会化服务类型统计分析，及时发现市民诉求并进行处置，对排队业务的数量和耗时的实时分

析，分析结果可以对窗口人员的合理配置及流程优化提供决策支持，帮助政务管理人员及时发现社

会集中问题，提高业政务服务处理效率。

2.5.6.2. 办结流程监测

系统支持政务办结全流程监测，利用流程图表实时呈现各项业务登记立案、平台派发、单位签

收、处置反馈、案卷审核等过程信息，帮助政务管理人员掌握案件办结流程，为流程优化、制度整

改提供依据。

2.6. 生态文明可视化

支持整合气象、生态环境、节能减排等信息资源，对气象信息、空气质量、水源水质、农林土

壤、矿产资源、污染源、气象灾害、地质灾害、自然灾害等要素进行实时监测与可视分析，助力管

理者全方位监测城市资源与环境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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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应急指挥调度

2.7.1. 数据监测告警

支持基于时间、空间、数据等多个维度，为各类焦点事件建立阈值告警触发规则，并支持集成

电子围栏、门禁报警、电子巡更等监测系统，自动监控各类焦点事件的发展状态，进行可视化自动

告警。

2.7.2. 突发事件监测

支持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类型的突发事件进行态势显示、

快速定位、加载并标示事件内容。同时可自动筛选周边监控视频和应急资源，方便指挥人员对事件

位置和周边情况进行判定和分析，提升突发事件处置效率。

2.7.3. 重点区域监测

支持对重点场所周边环境、建筑外观和内部详细结构进行三维显示；并支持集成视频监控、电

子围栏、周界报警、门禁报警、电子巡更等监测系统，对场所重点部位、人员、车辆、联动资源、

告警事件等要素的实时状态进行可视化监测，方便决策人员快速掌握重点区域的安防、报警等情况。

2.7.4. 应急资源监测

支持整合公安、消防、医疗、交通等多部门数据，可实时监测应急保障相关资源的部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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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执法人员、车辆、物资、装备的数量、位置、分布等信息，为决策人员进行大规模应急资源管理

和调配提供支持。

2.7.5. 可视化预案部署

支持将预案的相关要素及指挥过程进行多种方式的可视化呈现与部署，支持对联动资源部署、

资源分布、行动路线、重点目标等进行展现和动态推演，提高决策人员对预案的熟悉程度，增强处

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2.7.6. 可视化通讯指挥

支持集成视频会议、远程监控、图像传输等应用系统或功能接口，可实现一键直呼、协同调度

多方联动资源，强化政府各部门扁平化指挥调度的能力，提升处置突发事件的效率。

2.8. 数据分析研判

2.8.1. 数据分析决策驾驶舱

提供统计图表、分布图、关系图、空间统计图、空间分布图、空间关系图等多大类近百种数据

分析图表，并支持组合为数据分析驾驶舱进行综合显示，实现多指标数据的并行监测分析，为用户

决策研判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

2.8.2. 全时空数据可视分析

支持将多源、异构、海量城市数据进行时空校准，并按照时间/空间/层级结构等维度进行可视

化分析，支持数据实时显示、案件态势历史回溯，并可自定义态势回溯播放倍速、时间粒度、瞬时

/累积模式等，辅助决策人员深度挖掘数据的时空特征及变化规律。

2.8.3. 统计分析决策支持

支持将海量城市数据的特定指标，按业务需求进行多维度统计分析，并提供上卷、下钻、切片

等数据分析支持，可点选查看同一数据指标在不同维度下的分布特征，帮助用户洞悉复杂数据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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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关系。

2.8.4. 可视分析决策支持

支持对城市各职能部门既有海量情报数据，基于栅格、聚簇、热图、活动规律等多种可视化分

析手段，对辖区城市部件、勤务状态、城市事件等信息进行可视化分析研判，助力用户深度挖掘数

据价值，提高决策人员决策的能力和效率。

2.8.5. 行业模型算法集成

支持与城市管理细分领域的专业分析算法和数据模型相结合，支持计算结果与其他来源数据的

融合可视化分析，将现有信息资源与人工智能计算结果进行串并分析，充分利用已有信息化建设成

果，为城市管理者提高综合管理效率提供智能化决策支持。

2.9. 多维数据感知

2.9.1. 多类型地图数据融合

支持全球范围多种通用地图数据（如政区图/地形图/卫星图等）接入，支持警用地理信息系统

PGIS、天地图等专用地图数据接入；支持加载全球范围高精度高程数据、各类矢量地理要素数据、

倾斜摄影数据、无人机航拍数据、大规模城市建筑轮廓数据、精细建筑结构数据等，良好满足用户

的应用需求。

2.9.2. 视频监控数据深度集成

支持 GB/T28181 标准，支持深度集成海康、大华、宇视等主流视频平台，并支持综合集成

各类视频资源形成统一的视频访问平台，可在二/三维态势地图上标注摄像头对象，并关联其视频

信号源，可以通过在地图上点击、圈选等多种交互方式，调取相应监控视频。

2.9.3. 强大的多源数据融合

兼容现行的各类数据源，如 SQL Server、Oracle、MySQL、PostgreSQL、Hadoop 以及仿

真引擎等；具备优异的大数据支撑能力，可实现超大规模数据的汇聚融合。

2.9.4. 各类传感器数据融合

支持城市设施中交通无线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物联网传感器数据接入，如道路

交通、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楼宇消防、路灯照明管控等众多领域，结合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RFID 等技术手段，实现城市各领域基础设施的状态查看、预测分析和预防性维护，辅助决策人员

统筹协调城市资源。

http://www.digihail.com


地址：北京市 丰台区 南四环西路 128号 诺德中心 4号楼 20 层

电话： 18519723186 微信公众号：DigitalHail 网址：http://www.digihail.com

2.9.5. 多业务系统数据融合

支持对接公安、交通、消防、人力社保、财政、城管、规划等多部门现有业务系统，将不同平

台系统数据综合汇集于系统之上以进行可视化并行分析，支持高性能实时数据接入、转换、萃取、

同步分析显示，为用户决策研判提供全面、客观的数据支持和依据。

2.10. 成果展示汇报

2.10.1.工作规划展示

系统支持对城市规划进行详尽展示，运用多种可视化展现手段对土地性质、城市布局、区块规

划等信息进行呈现，并对主要规划指标进行分析，多角度展示城市规划成果。

2.10.2.建设成果展示

聚焦城市建设各领域，对城市规模、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要指标及建设成

果进行突出展示，助力决策人员宏观、全面展示城市各领域建设成果。

2.10.3.重点项目展示

系统可突出展示产业园区、地标性建筑等重点项目，并对项目基本信息、经济效益等重要成果

指标进行可视化呈现，再现城市重点项目布局、建设进展及成效收益。

2.10.4.重要事件复现

系统支持建立城市发展时间轴，渐进式再现城市发展演进过程，可对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

件进行回顾，帮助用户直观、清晰地了解城市的辉煌发展历程。

2.11. 大屏环境支持

2.11.1.超高清小间距显示大屏

为指挥中心量身打造超高清小间距 LED 大屏显示解决方案，支持无缝、无边框、无限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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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定义整屏尺寸，任意分辨率下，画面显示效果精准完整；具备低亮高灰技术内核，画质细腻流

畅，观看舒适；亮度智能调节，满足多种室内环境应用场合；超宽视角（水平/垂直均 160 度），

任意角度完美显示；超高刷新率，纳米级响应速度；安全低噪、稳定耐用，为用户提供超凡的大屏

使用体验。

2.11.2.专业操控席位定制

可针对指挥中心复杂场景设计定制，打造结构合理、科学布局、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专业操

控席位。支持指挥决策、信号调用、会议室系统切换、音视频播放、灯光环境管控、远程互动等工

作的远端集中控制，大幅度提升系统的易用性，为用户提供定制、便捷地交互体验。

2.11.3.大屏超高分辨率输出

支持超高清、无形变、无限分辨率的大屏图像输出，系统输出分辨率与大屏物理分辨率一致,

实现超高分辨率点对点(无形变)图像输出;结合产品自有的集群并行渲染机制,支持无限分辨率显示

输出和动态扩展。真正发挥大屏硬件显示潜能，构建超高清的大屏城市综合运行态势监测系统。

2.11.4.大屏矩阵控制集成

深度集成主流大屏控制技术，支持大屏整体显示布局切换、超高分辨率画面无缝切换、多屏联

动数据分析、多屏显示内容联动交互控制、单屏显示内容操作控制等，充分满足用户的使用需求。

2.11.5.一体化交互控制台

原生支持大屏多屏交互联动控制，支持席位、电子沙盘、手持/固定触控终端等多种控制设备，

具备单点主控、集群联动的一体化操作模式，通过统一的控制终端，轻松对多屏显示内容集中控制，

如主题切换、分析态切换、可视化对象浏览、点选、筛选、圈选、地图平移放缩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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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套服务

3.1. 完善的实施团队，全流程跟踪服务

全方位自有技术团队，能力全面，深谙数据可视化技术特性，具备行之有效的方法体系，确保

项目实施高效、品质可靠；公司拥有十余年项目实施经验，既横跨众多行业，又高度专注于数据可

视化分析决策领域，为用户提供大量可借鉴经验，助力用户在更高起点对自身系统进行规划建设；

设计师、工程师黄金配比，提供从规划设计、制作实施、定制开发到联调测试一站式全流程服务；

拥有先进的产品体系和交付能力，良好的业界口碑，帮助用户驾驭数据、彰显价值！

3.2. 全配置式架构，个性化定义主题

全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可根据用户的实际业务决策需求，进行可视决策主题、可视化页面风格

标识、可视化对象、组件、人机交互等深度定制。具备模块化、全配置式软硬件架构，可视决策主

题、可视化页面、可视化对象均可复用可调整可扩展，可充分应对未来业务需求变化，为系统未来

扩展维护提供坚实保障。

3.3. 可交付编辑工具，未来扩展灵活

可提供一系列可视化编辑工具，地图风格、模型对象、空间对象、场景对象、可视化组件、可

视化应用均可实现自定义配置；图形化交互界面，操作简单直观，易于掌握；具备完备的地图效果

配置、强大的数据驱动定义能力、广泛的空间对象支持、强大的组件样式配置、丰富的可视化基础

页面库，可根据未来业务变化进行灵活调整；可预置丰富的业务数据分析可视化组件，配置结果所

见即所得，可快速构建出样式出众、功能强大的可视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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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优势

4.1. 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帮助城市管理者打通各领域数据，消除数据孤岛，提升决策能力，挖掘数据价值，实现日常监

测和应急指挥的全领域覆盖，对城市运行态势全面感知、综合研判。

4.2. 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

加强跨业务系统数据融合，有效整合社会各类信息资源，实现城市各领域基础设施的全方位监

测，保障基础设施稳定运行，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效率。

4.3. 切实保证城市公共安全

有效整合公安、安监、消防、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信息资源，通过多样化的可视分析手段，实

现全方位立体化城市公共安全态势监测，提升综合安全防控能力，切实保证城市安全。

4.4. 缩短应急事件响应时间

全面监测应急事件态势、救援资源分布，融合通讯系统、视频会议、图像传输等应用功能，助

力管理者监测应急事件态势、调用救援资源，大幅提升处置突发事件的效率。

4.5. 综合展示城市建设成就

运用影视级的可视化渲染技术，对地标性建筑、重点项目、基础设施、产业经济等城市发展指

标与建设成果进行全面、清晰、高效地展现，宏观体现城市建设成就。

http://www.digihail.com


地址：北京市 丰台区 南四环西路 128号 诺德中心 4号楼 20 层

电话： 18519723186 微信公众号：DigitalHail 网址：http://www.digihail.com

5. 成功案例

5.1. 某省会智慧城市指挥决策中心 可视化决策系统

数字冰雹为某省会智慧城市指挥决策中心打造的可视化决策系统，集成城市管理各部门系统数

据，提供“经济实力、产业活力、城区魅力、突发应急、治理能力”等主题，并基于三维态势地图，

以散点图、轨迹图、链路图以及数据驾驶舱等多种方式，全面展现市北区各领域发展态势，为政府

在经济发展、产业规划布局、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决策研判提供全面、客观的数据支持和依据。

5.2. 某市综合决策指挥中心 智慧城市全景展现管理决策系统

数字冰雹为某市综合决策指挥中心打造的智慧城市全景展现管理决策系统，融合了城市人口、

交通、气象、旅游、乡村大数据、政务服务等数据，全面展示城市发展成果，有效利用政府大数据，

辅助管理者全面掌控城市运行态势，提升监管力度和行政效率，也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产业规划布

局、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决策研判提供全面、客观的数据支持和依据。

5.3. 某县 重点工作攻坚指挥平台

数字冰雹为某县打造的重点工作攻坚指挥平台，集成经济、资源、旅游项目等数据，提供经济

态势监测、旅游资源管理、城市综合管理等主题，对县内的经济发展、重点项目管理、招商引资管

理资源结构等数据进行可视化，用户可对各项数据指标进行时间、空间、逻辑分类的多维度并行分

析，在充分展现县城建设成果的同时，综合直观的展现县城内各领域基本指标情况，辅助用户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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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县城运行态势，提高决策规划能力。

http://www.digihail.com

	1.产品概述
	2.产品功能
	2.1.城市态势监测
	2.2.经济建设可视化
	2.2.1.产业经济监测
	2.2.2.产业园区态势监测
	2.2.2.1.园区产业经济态势
	2.2.2.2.企业经营态势
	2.2.2.3.规划发展态势
	2.2.2.4.重点项目建设
	2.2.2.5.园区建设成果

	2.3.政治建设可视化
	2.3.1.党建信息可视化

	2.4.文化建设可视化
	2.4.1.社会文化建设
	2.4.2.社会舆情监测

	2.5.社会治理可视化
	2.5.1.城市管理监测
	2.5.1.1.城市宏观管理监测
	2.5.1.2.城市微观管理监测
	2.5.2.公共安全监测
	2.5.2.1.环境质量监测
	2.5.2.2.交通安全监测
	2.5.2.3.安防态势监测
	2.5.2.4.消防安全监测
	2.5.2.5.网络安全监测
	2.5.3.交通管理监测
	2.5.3.1.路况态势监测
	2.5.3.2.勤务管理可视化
	2.5.3.3.稽查布控态势监测
	2.5.3.4.重大活动交通支持
	2.5.4.应急管理监测
	2.5.5.人居环境建设监测
	2.5.6.政务服务监测
	2.5.6.1.窗口业务监测
	2.5.6.2.办结流程监测

	2.6.生态文明可视化
	2.7.应急指挥调度
	2.7.1.数据监测告警
	2.7.2.突发事件监测
	2.7.3.重点区域监测
	2.7.4.应急资源监测
	2.7.5.可视化预案部署
	2.7.6.可视化通讯指挥

	2.8.数据分析研判
	2.8.1.数据分析决策驾驶舱
	2.8.2.全时空数据可视分析
	2.8.3.统计分析决策支持
	2.8.4.可视分析决策支持
	2.8.5.行业模型算法集成

	2.9.多维数据感知
	2.9.1.多类型地图数据融合
	2.9.2.视频监控数据深度集成
	2.9.3.强大的多源数据融合
	2.9.4.各类传感器数据融合
	2.9.5.多业务系统数据融合

	2.10.成果展示汇报
	2.10.1.工作规划展示
	2.10.2.建设成果展示
	2.10.3.重点项目展示
	2.10.4.重要事件复现

	2.11.大屏环境支持
	2.11.1.超高清小间距显示大屏
	2.11.2.专业操控席位定制
	2.11.3.大屏超高分辨率输出
	2.11.4.大屏矩阵控制集成
	2.11.5.一体化交互控制台   


	3.配套服务
	3.1.完善的实施团队，全流程跟踪服务
	3.2.全配置式架构，个性化定义主题 
	3.3.可交付编辑工具，未来扩展灵活

	4.产品优势
	4.1. 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4.2. 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
	4.3. 切实保证城市公共安全
	4.4. 缩短应急事件响应时间
	4.5. 综合展示城市建设成就

	5.成功案例
	5.1.某省会智慧城市指挥决策中心 可视化决策系统
	5.2.某市综合决策指挥中心 智慧城市全景展现管理决策系统
	5.3.某县 重点工作攻坚指挥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