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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页面布局

页面布局分为：项目信息、菜单栏、展示区，如下图所示：

二、项目信息

1、 双击项目列表节点，展示区出现相对项目信息。

2、 右击节点，可对项目进行编辑、删除。

三、操作信息

3.1 文件

3.1.1 新建

点击文件->新建 ，系统新建项目信息，内容在展示区进

行显示，可在显示区对信息进行修改。点击保存（Ctrl+S）。



3.1.2 打开

点击文件->打开 ，系统弹出选择源文件（.zip）页面，

如下图所示：

3.1.3 保存

点击文件->保存 ，对修改内容进行保存。

3.1.4 另存为

点击文件->另存为 ，会对已打开的项目进行复制保存。

项目列表中会出现两个相同项目，如下图所示：



3.1.5 导出数据

在导出数据功能中，包括导出成果包、查看更多文件、导

出源文件。

成果包：将地理接线图、单线图、项目建议书、项目需求

明细表四个文件压缩到 zip 包中。

更多文件：可单独查看单线图、地理接线图、项目建议书、

项目需求明细表。

源文件：对该项目中所有数据进行导出，方便其它电脑进

行打开。

3.1.6 在线项目

点击文件->在线项目 ，使用改功能时，必须登录服务

器用户，如果未登录点击此按钮，自动弹出登录页面，登录后会

弹出在线项目列表页面，如下图所示：



3.2 编辑

3.2.1 撤销

编辑->撤销 ，对地图中操作后可进行撤销（Ctrl+Z）。

3.2.2 恢复

编辑->恢复 ，对地图中操作撤销后，进行恢复（Ctrl+Y）。

3.2.3 编制造价

编辑->编制造价 ，点击按钮，系统启动造价软件，对

该项目进行造价，造价成功后会自动将价格填写在工程信息->项

目建议书中。如下图所示：



3.2.4 格式刷

编辑->格式刷，首先，选中地图中设备或线路，点击格式

化按钮，其次，对需要格式化的设备或线路进行点击刷新。

3.2.5 方案种类

编辑->方案种类，此功能中的按钮是动态加载，当点击某

种方案时，会对该项目下的所有设备、线路选型进行初始化设置，

初始化设备按照选中的方案模型设置。



3.3 需求设计

3.3.1 导入数据

导入手机端采集的勘测数据，如下图所示：

3.3.2 查看单线图

点击按钮，弹出单线图页面，在该页面右击可进行对单线

图截图。如下图所示：



3.3.3 恢复全部

对在地图中所有操作进行全部恢复

3.3.4 线路优化

对勘测数据时出现偏差的点进行矫正、拉直。操作步骤如

下所示：

第一步：点击线路优化，页面弹出提示操作，如下图：

第二步：选择优化范围的起始杆和结束杆，直接单击杆塔，

选中后系统会进行下一步提示，如下图：



第三步：点击是进行优化，点击否取消。

3.3.5 截取地理接线图

点击截取地理接线图，对该项目地理接线图进行自动调整

最佳位置进行截取。

3.3.6 全图显示

点击全部显示，将地图中所有设备显示在屏幕范围之内。

如下图所示：



3.3.7 自动连线

点击自动连线按钮，开启自动连线后，在绘制杆塔时会自

动连接杆塔之间线缆。

3.3.8 绘制杆塔

菜单栏中变台设备、电缆设备、配电设备、低压设备绘制

时都属于绘制杆塔，菜单栏图标如下所示：

绘制操作：

第一步：点击需要绘制的杆塔。

第二步：在地图中找到需要绘制的位置，单击进行绘制。

3.3.9 绘制线缆

菜单栏中架空线路属于绘制线缆，菜单栏图标如下所示：

绘制操作：

第一步：点击需要绘制的线路。

第二步：在地图中单击线缆开始点，会出现线缆背景线段，

拖动鼠标，移动到结束点时，单击鼠标结束。



3.3.10 绘制地形点

菜单栏中地形点功能为绘制地形点，菜单栏图标如下所示：

绘制操作：

第一步：选中需要绘制的地形点类型。

第二步：在地图所需绘制的位置上进行单击，绘制。

3.4 工具

3.4.1 物料清单

工具->物料清单 ，点击物料清单按钮，系统将弹出打开

项目下的物料清单，可根据不同条件进行查询，导出清单。如下

图所示：



3.4.2 设备操作

设备操作包括快速选型、杆号重排功能，快速选型是对该

项目下设备、线缆进行整体选型，如下图所示：



选中需要选型的设备、线缆后点击编辑选型，弹出选型页

面，如下图所示：

选型后点击确定，前一页面所勾选的设备统一进行选型。

杆号重排，是对该项目中杆塔的编号进行重新排序、刷新。

3.4.3 显示功能

该功能可以对杆塔设备、标签进行屏蔽，如下图所示：



3.4.4 项目工程设置

该功能是对项目工程基本环境等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

3.4.5 地图下载

地图下载：可对选中范围内地图进行切片下载，下载后可

进行大图拼接，如下图所示：



地图切换：可以切换卫星图、平面图。

下载区域：点击下载区域，单击地图，地图中会出现下载范围，

对范围进行调整大小，双击可进行下载。如下图所示：



双击后会弹出图层页面，对需要下载的图层进行选择，如下图

所示：

选中后点击确定进行下载。

删除区域：对下载区域进行删除。

3.5 账户

3.5.1 登录

点击登录，弹出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输入账户、密码后进行登录，登录成功后菜单栏登录按钮

变成退出。

3.6 系统设置

3.6.1 地图信息设置

该功能是对在线地图类型、地图地址设置、地图初始化城

市设置。

地图地址设置，如下图所示：

地图初始化城市设置，如下图所示：



设置后，需要重新启动程序生效。

3.6.2 系统工程设置

此功能时对系统中所有工程进行设置，当项目工程未设置

时，会使用系统工程设置，页面同工具->项目工程设置。

四、地图操作

4.1 地图框选

在地图中按下鼠标左键，然后拖动鼠标，会出现框选框，拖动

到结束点时，松开鼠标左键。框选完成，被框选的设备、线路、

地形点会出现红色外框。选中后可进拖动选中杆塔、线缆。

4.1.1 框选后右击操作

框选后，在选中的杆塔、线缆上右击，会出现选择框，如下图

所 示 ：



复制：对选中杆塔、线缆、地形点进行复制，在空白处右击弹

出粘贴选项，点击进行粘贴。

剪切：对选中杆塔、线缆、地形点进行剪切，在空白处右击弹

出粘贴选项，点击进行粘贴。

删除：队选中的杆塔、线缆、地形点进行删除。

清除选项：对选中状态进行清除。或是在空白处右击清除。


	一、页面布局
	二、项目信息
	三、操作信息
	3.1文件
	3.1.1新建
	3.1.2打开
	3.1.3保存
	3.1.4另存为
	3.1.5导出数据
	3.1.6在线项目

	3.2编辑
	3.2.1撤销
	3.2.2恢复
	3.2.3编制造价
	3.2.4格式刷
	3.2.5方案种类

	3.3需求设计
	3.3.1导入数据
	3.3.2查看单线图
	3.3.3恢复全部
	3.3.4线路优化
	3.3.5截取地理接线图
	3.3.6全图显示
	3.3.7自动连线
	3.3.8绘制杆塔
	3.3.9绘制线缆
	3.3.10绘制地形点

	3.4工具
	3.4.1物料清单
	3.4.2设备操作
	3.4.3显示功能
	3.4.4项目工程设置
	3.4.5地图下载

	3.5账户
	3.5.1登录

	3.6系统设置
	3.6.1地图信息设置
	3.6.2系统工程设置


	四、地图操作
	4.1地图框选
	4.1.1框选后右击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