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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平台的主要应用场景是城市管理的日常监控态、联合办公态以及参观态三种场

景，针对这些场景对用户群进行分析，主要用户及使用目的与要求如下：表用户分析

表 

使用者 使用目的 使用要求 

城市内部领导 关注宏观，掌握全局 重点突出，操作简洁 

外部参观-领导 考察工作，宏观了解状态 表现清晰，重点突出 

外部参观-普通 宏观了解状态，参观学习 表现丰富，层次清晰 

城市多部门业务人

员 
多部门联合办公，开会讨论，针对城市 

发展现状，查找问题并分析原因，制定 

后续的工作计划与工作纲要 

操作便捷，功能多样，指

标丰富，自定义强 

2. 功能主界面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对城市的静态数据、动态目标、运行数据指标、统计数据指

标，以及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可视化综合呈现。通过数据可视化，展示出一个

完整、鲜活的城市全景。 

2.1. 大屏导航面板 

根据标题、功能菜单、图层所包含的要素，系统可通过布局设计配置管理对所展

示内容进行解析，对所展示的要素进行组态配置。 

标题设定：根据所选择的标题内容、场景主题、配色等，系统对标题内容进行自

定义展示； 

功能菜单展示：通过输入功能菜单内容及菜单层级设定，系统可将功能菜单与后

台布局配置进行自动匹配展示； 

 

标题及功能菜单展示 

图层展示：系统内置多种图层展示模式，包括视频监控、路况、隐患分布、事

件、 

灾害推演等，支持用户进行自定义展示，同时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图层定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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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图层 

2.2. 指标仪表动态呈现 

城市运行各专题核心指标通过屏幕两侧仪表进行展示，根据配置自动布局与呈现。

对此，系统提供丰富的图形展示方式，包括柱状图、累积柱状图、饼图、曲线图、地

图等可视化展示方式。 

（1） 提供多种数据展示方式，将数据通过图表的方式传递出来，让用户能够快 

速、准确地理解信息所要表达的内容。包括利用饼状图、柱状图、折线图、热点图、

雷达图、桑基图、漏斗图、字符云等展现数据的方式，清晰明了的展现出数据间的差

异、数据的周期变化、数据集中的位置、影响数据的变化因素以及数据随时间的或不

同事件的推移的变化趋势。 

（2） 支持时间维度的大数据分析展示，以时间轴方式，驱动数据变化显示。 

（3） 支持空间维度的大数据分析展示，支持 2D/3D 方式的 GIS 数据呈现，支

持标准格式 GIS 数据的导入与应用。 

（4） 支持逻辑维度的大数据分析展示，支持逻辑关系的超现实表达及个性化定

制。 

（5） 支持以脚本方式的时间序列动作展示。 

（6） 数据展示指标的模块随展示不同需求和不同时期关心的主次情况，系统提

供数据展示的模块自助调整。 

（7） 根据同类型多数据的不同展示时期及关注点，提供图形参数的界面配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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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图形数据自助配置。（8）利用不同数据的界限值，通过系统实时监控情况对异常

的数据项及指标通过图形消息推送、报表发布等方式进行内容展示，其中提供不同数

据报表预览和自建主题分类等功能。 

（9） 对来源于各系统不同格式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并建立可视化模型。 

（10） 支持除传统的数据可视化组件外的大数据互联网化的可视化组件。 

（11） 支持海量数据准确实时展现的速度性能要求。 

（12） 管理人员能够在线编辑可视化框架，并提供所见即所得的可视化内

容编辑能力。 

大屏展示数据内容、指标信息、专题模块，充分考虑现有的各类统计图、统计

表、 

热力图等基础图表进行各类专题指标数据的统计展示呈现，同时结合各类生动的图

表、线条、水体扰动、粒子扩散等手段，整体呈现态势感知、运行监测和决策分析各

个专题中数据指标的整体态势情况。以下为针对数据指标初步设计的展现方式，但最

终数据指标的展现方式和展现形式不限于以下几种。 

 

  图 6.5.3-1 动态扇形图 图 6.5.3-2 人口金字塔 

2.3. 指标三维可视化呈现 

（1） 房屋面、大运中心涉及的三维场景数量大、范围广，需要系统加载和

显示超大量的三维模型和场景。 

（2） 支持动态光影的视觉表现技术，支持场景内所有模型（包括设备设施

模型、 

建筑物模型、人物模型等）均能根据当前系统时间，显示光影效果，并随着光的角度

变化，光影投射效果发生变化，最大程度的增强三维显示效果和培训的真实沉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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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备虚实切换能力，实现建筑物轮廓骨骼线框模式与真实贴图模式之

间的切 

换，支持宏微观场景的无缝切换，切换时间<=50ms。（4）具备以地皮半透、地表剖切

形式可视化展现隐蔽工程的能力； 

（5） 提供空间数据及虚拟现实交互式显示服务，实现了虚拟现实技术、空

间 GIS 技术及模拟仿真技术的有机融合，能够以三维的方式进行地理信息的全息

显示。在三维平台中实现地形贴合量算，多岩层植被地景管理等空间地理信息平台

功能，动态声场、高效粒子特效显示、仿真数学模型有机加载、渲染次序灵活管理

控制等虚拟现实功能。需要采用视野剪裁、通透分析、相同纹理集中渲染等机制，

优化显示效率，支持 1000 万三角形、模型数量大于 10 万的复杂场景渲染；三维

场景刷新频率不小于 15 帧/秒，刷新频率均匀；进行场景平移、旋转等操作，响

应时间少于 40ms。性能优化方面采用 PS/VS 等显卡编程技术，充分挖掘显卡硬

件处理能力，提供光照、阴影变化等逼真的显示效果。 

（6） 提供虚拟相机管理、镜头特效管理、多媒体合成管理。可视化组件需

支持以 

脚本方式控制三维虚拟相机，包括定义相机运动路径与姿态，直观地展现关注目标。

相机脚本可通过 TXT、XML 等形式导入，也可通过平台提供的相机脚本编辑工具生

成。组件必须采用合适的算法进行相机路径优化，如对于关键路径点进行平滑滤波，

对于相机定位的速度进行缓冲处理，确保三维画面无跳帧、无抖动，以提供用户最舒

适的全息化感受。 

（7） 针对用户的数据需求，主要包括各数据转化录入、数据组织管理、业

务逻辑维护管理等。 

（8） 提供海量数据分发管理，有效地减少了平台中的数据通信量，节省了

网络带 

宽和处理机资源，同时也提高了平台的可伸缩性。同时依据数据存储及管理的特点，

采取相应优化策略，提供三维分析、路由分析、数据处理等底层计算服务，可被平台

其它模块调用。 

（9） 可视化组件需提供场景可视化编辑、模型节点处理，物件关系编辑等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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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相对坐标系（地方坐标系、厂区坐标系）中场景的独立编辑，支持与世界坐标系

转换。组件需提供“所见即所得”的可视化编辑工具，方便快捷地完成模型位置及姿态

的布放。 

 

图 6.5.3-7PM2.5 粒子风三维可视化动态场景图 6.5.3-8 教育医疗资源与倾斜摄影三维场景 

 

  图 6.5.3-9 产业分布热力三维场景 图 6.5.3-10 重点监控点三维场景 

 

图 6.5.3-11 专题展示整体界面图（两翼数据图表展示，中间三维场景交互） 

技术层面，根据用户的需求，系统支持对可视化的图标样式、指标需求、精度、主

题、颜色、模块分布等可视化参数进行集中的配置，再通过调用大数据平台的可视化

工具和大数据分析工具，反映到领导者驾驶舱的用户 PC 端或手持终端，能够让用户

实时感知当前所关心领域动态，实现全面、及时、精确的了解事件发展，及时做出参

考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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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应不同终端的显示图元库领导驾驶舱适应 PC 端及手持终端不同显示风

格，具有自身的显示图元库，对于图标、图表、标牌、统计组件、分析组

件、提醒组件都有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显示库。 

（2）系统自适应显示 

根据不同 PC 端或手持终端的屏幕分辨率、重力感应等终端特性，系统自动调整

匹配分辨效率、调整页面合理化布局，最终实现不同 PC 端或手持端的可视化正常浏

览、操作。 

（3）部件的智能避让 

系统支持通过镜头角度的不同变化、场景中视野的距离判断，自适应分辨将需要 

看到的被遮掩的部分显露出来，不需要关心的部分进行半透视需要，使信息一目了

然。 

（4）支持场景可视化标记 

对场景中的各类数据采取不同的图表、颜色、形状等方式进行明确标识，展现出 

明确的数据变化、数据指标之间的界限以及对应的场景位置，最终实现通过鲜明色

彩、简易标识等视觉感触方式进行可视化的呈现。 

（5）数据分层显示 

针对场景中的数据类型多样特点，支持对数据进行分层分类或随镜头逐级下钻

等功能方式，最终满足用户需要从粗到细、从远到近等不同方式了解更加明细的数

据图层信息。 

（6）镜头移动的场景匹配 

通过镜头推进或视野远近的不同变化，支持场景不同角度、不同视距的放大、缩

小、扭转功能。 

（7）数据可视化分析组件化 

按照数据的不同类型、比对方式、重点指标等对整合的数据通过各类图表、颜色

等统计方法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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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服务器端的远程渲染 

根据低配 PC 端及手机配置的硬件情况，系统支持远程服务器端渲染可视化场

景， 

PC 及手机端记录并传送显示需求。最终实现服务器进行可视化渲染，PC 及手机端进

行显示、数据传输。 

（9）数据智能推送的显示配置 

根据对不同业务部门、不同专业人员的识别，系统分别推送出对应角色关心的

数据及可视化展示的重点指标。根据不同角色对不同数据的浏览次数，智能推送常

浏览的各类数据指标。 

（10） 支持数据维度的拖拽导入、图表联动、控件联动、信息浮动详情、图表动

态切换，支持模块管理功能。 

2.4. 指标聚集呈现与钻取 

好的指标体系能够正确评价和考察城市发展的综合效能，并辅助城市管理者在此基

础上作出准确判断。仅仅有好的指标体系还不能满足城市管理需求，关键还要“用

好”这个“好”的指标体系，仪表盘系统就是去直观地展示这些指标，让城市管理者

能够用好这个“好”的指标体系。仪表盘系统借助于图形化和三维可视化的手段，清

晰、快捷有效的传达与沟通信息，从用户的角度，数据可视化可以让用户快速抓住要

点信息，让关键的数据点从人类的眼睛快速通往心灵深处，仪表盘系统的可视化效果

如下图所示： 

 

仪表盘指标可视化效果图 

仪表盘系统光有静态数据的展示和酷炫的展示效果也还不够，关键还在指标分析功

能，包括单指标聚焦分析、仪表与可视化场景联动分析、指标数据的二三维可视化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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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分析等功能。在指标数据的二三维可视化钻取分析方面，用户可以从仪表和三维可

视化场景两个角度对指标进行钻取分析；在单指标聚集分析功能方面，可以在指标可

视化场景中选择某一指标进行聚焦分析，能不断对该指标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钻取

分析。 

1. 指标数据可视化钻取： 

（1） 总体态势覆盖城市运行管理过程中各项核心指标，包括经济创新、公共安

全、交通路况、人居环境、民生幸福及政务建设六大专题。通过点击屏幕两侧

仪表，可钻取至对应的专题态势。下面以经济、安全、交通、监测预警四大专

题为例进行展开介绍。 

 

总体态势 

经济专题中，两侧仪表包括 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进出口额、固定资产投

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等指标呈现，中间场景中对应呈现

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如 GDP 排名靠前的企业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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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态势 

交通专题中，两侧仪表包括交通指数、500 米公交覆盖率、次干道以上路网密度、 

拥堵路段排序、信号交叉路口控制延误排名等指标数据呈现，中间三维场景中展示交

通路况实时态势、重点交叉口分布及各街道交通指数和平均车速。 

 

交通态势 

公共安全专题中，两侧仪表包括公共安全指数、季度事故统计及隐患统计、治安维

稳信息、消防重点场所统计、火灾事故原因统计及药品安全信息统计等指标数据呈

现，中间三维场景中以热力图形式展现整体安全态势及对应隐患、危险源、消防重点

场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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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态势 

监测预警专题中，两侧仪表包括消防监测、安全隐患监测预警、重大危险源监测 

预警、舆情监测预警、水雨情监测、地质灾害监测、人员密度监测预警等指标信息，

中间三维场景中展示各监测点位实时数据，支持超标预警信息推送，包括消防水压、

有害气体浓度、积水点水深等数据。 

 

监测预警专题 

（2） 经济专题指标钻取 

经济专题，两侧仪表呈现的指标数据支持逐层钻取，以 GDP 数据为例，通过点击 

GDP 数据仪表，可在三维场景中查看 GDP 产值排名靠前的企业分布，并且可进一步

点击企业图标查看企业详细信息，包括企业排名、企业规模和主营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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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专题-GDP 指标钻取 

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为例，通过点击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仪表，可在三维场景中查看

对应季度的投资项目分布，通过项目图标的满溢程度可反映项目进度情况。通过点击

项目图标，可进一步查看项目详细信息，包括项目状态、预计投资额、项目进度等。 

 

（3） 公共安全专题指标钻取 

公共安全专题中，两侧数据仪表支持进一步钻取查看。下面以隐患统计数据及消防

重点场所统计为例进行介绍。 

通过点击隐患统计数据仪表，可在三维场景中查看当前隐患具体分布信息，点击隐

患图标，可进一步查看该企业隐患详细信息，包括隐患编号、检查日期、隐患自查内

容、隐患基本情况及当前隐患整改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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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钻取 

通过点击消防重点场所统计数据仪表，可在三维场景中查看对应消防重点场所分 

布（包括三小场所、工矿商贸企业、城中村、人员密集场所、违法建筑、出租屋等），

点击场景中场所图标，可以进一步查看对应场所详细信息，包括场所地址、场所名

称、居民小组、所属社区、行业分类、序号、业主信息、营业执照状态、更新记录及

标准地址等信息。 

 

消防重点场所钻取 

（4） 交通专题指标钻取 

交通专题中，中间三维场景中可展示宏观交通路况及重点交叉口分布，点击交叉口

图标，可进一步查看该交叉口详细信息，包括交叉名称、延误时间、更新时间、交叉

口附近道路走向及人、车流量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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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专题指标钻取 

（5） 监测预警指标钻取 

监测预警专题中，通过点击两侧数据仪表，可进一步查看该模块详细数据。 

点击消防监测数据仪表中消防水压数据，可在三维场景中查看消防水压监测点分

布，点击消防水压图标，可进一步查看该监测点位实际压力。同理，安全隐患监测预

警、重大危险源监测预警也支持相同方式进行数据钻取操作。 

 

安全隐患监测预警 

2. 指标数据聚集分析： 

系统不仅支持数据指标逐层钻取，也支持指标数据聚集分析。以隐患分布态势为

例，通过将三维场景中隐患分布的详细信息进行聚集分析，利用系统内置算法，可绘

制宏观安全态势热力图，各地区隐患严重程度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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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分布数据聚集分析 

2.5. 虚实切换、宏微观场景无缝切换 

大数据可视化的要求给场景的三维可视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能够将海量影

像高程数据、模型数据、各种地理信息数据等植入到三维可视化场景中，另外由于城

市仪表盘系统的特殊性，需要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切换数据的展示，如宏微观场景

的一体化显示，需要三维可视化平台同时提供宏观和微观场景，并且要求虚实结合和

无缝切换，宏观场景、中微观场景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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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场景效果图（虚拟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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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场景效果图（真实场景） 

 

虚实结合效果图 

2.6. 仪表与场景联动交互 

在仪表与可视化场景联动分析方面，仪表的交互操作都会自动传递给可视化场景， 

同时，随着场景信息改变，相关数据指标信息可进行自动推送，如重点建筑信息（包

括重点企业、医院、大型场馆等）、道路信息（包括道路名称、地下管线信息、交通设

施、路灯设施等）。 

 

建筑信息推送 

2.7. 数据汇聚服务组件 

  数据汇聚服务组件提供的一个可支持多种主流数据库的适配，包括 MySQL、

Oracle、PostgreSQL 等关系型数据库以及 Hive、Mongodb 等 NoSQL 数据库的采集，支

持API接口数据的采集，支持文件数据的采集。支持行业大批量实时数据的采集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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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架构高效的实时数据处理能力以及 Spark SQL 内存计算框架和多线程、高并发任

务处理机制提高数据采集效率。 

数据汇聚服务组件，是组件化开发方式，具有较好的扩展性和可伸缩性，具有良

好的升级性和兼容性。组件具有完善的日志管理，支持快速定位和解决异常问题。 

通过数据汇聚服务组件对客户的不同数据源数据进行统一管理，统一入库，方便

客户对不同数据源数据的使用、共享等需求。 

（1） 数据资源 

数据资源是对数据库资源信息及配置等的展示，可以对数据库配置信息进行增删

改查，将不同来源的数据库配置信息进行统一高效管理。 

（2） 数据建模 

在数据建模模块中，可以通过新建数据模型配置模型表字段信息。通过物化功能

将模型物化到 mysql/oracle/hive 等数据库中，创建出物理表。通过资源扫描功能可

以将所选数据库中的表同模型进行展示，通过反物化功能将物理表同步到平台中生成

逻辑模型。 

（3） 数据采集 

通过新建采集任务可以配置任务信息，主要包含源数据库，查询源数据库表的

sql 语句，目标数据库，目标表等信息。执行该任务，将源数据库源表中的数据根据

指定的规则抽取出来，存入到目标数据库目标表中。通过查看日志功能查看任务执行

情况及执行状态，错误信息等。通过任务计划自定义配置任务的执行时间和执行频

率。通过启动功能启动当前任务计划。 

（4） 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是对所有发往后台请求的监控，可以快速定位异常任务和异常原因，展

示请求的参数，返回的结果等请求的详细执行情况。 

2.8. 数据共享发布服务组件 

数据共享发布服务组件支持将关系型数据库中的二维表共享为 Restful API 接

口，供外部访问。实时数据则通过 Kafka topic 订阅方式获取数据。通过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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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服务组件，用户、政府部门、行业监管、车企等可以进行数据的交换共享，提

升数据的复用价值。 

数据共享发布服务组件将数据分门别类的进行管理，方便查询及使用。申请者

提交数据使用请求，数据拥有方进行审核并确认数据资源是否开放，严格的审批流

程保障了数据的安全性和使用权限。统一的 Restful API 接口，规范了数据高效可

靠的共享方式。 

（1）数据类别管理 

在数据资源目录树上编辑数据类别，数据类别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设置数据类别及

其子类。一般情况下，数据分类主要从数据提供方划分，并将数据资源注册到数据分

类下。 

（2）数据接口服务 

进行数据服务接口注册，授权后，根据配置生成 URL。同时将已经失去价值的数

据服务接口从数据服务接口列表中删除，来释放数据服务接口所占用的资源。 

（3）任务消息及用户管理 

申请者提交数据使用申请，审批人进行相关审批，审批通过后，申请者方可通

过 Restful API 接口对数据进行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