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纬地工程外业调查手簿（系统） 

用 户 手 册 

（开放测试版 v1.0） 

一、系统简介 

1.1 研发背景 

对公路、铁路、城市道路、电力（输电）等线性工程而言，勘察设计工作一

般分为“外业”和“内业”两个部分。其中，外业现场踏勘、调查、数据采集、

资料整理等工作，是内业详细设计的基础前提，而且外业调查的深度、数据采集

的精度，直接决定着内业详细设计的质量和成败。但由于野外工作环境恶劣、踏

勘调查工作量大、数据资料繁多、手工记录易失误等原因，有不少工程项目因为

外业资料不全，甚至数据错误，导致整体设计进度延误，甚至出现了返工等现象。 

为了彻底打通从外业探勘调查、数据资料整理，到内业详细设计之间的一系

列障碍，纬地软件结合工程外业调查特点，基于安卓（Android）移动操作系统，

开发完成了“纬地工程外业调查手簿（系统）”，把工程外业探勘、现场调查、数

据采集、资料整理等任务集成到智能手机、电子手簿（Pad）等移动终端之上，

并将外业数据直接传递给内业详细设计阶段，做为各领域专业设计的基础数据，

确保数据资料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1.2 适用工程类型 

“纬地工程外业调查手簿（系统）”（以下简称“纬地外业手簿”或“外业手

簿”）是一款将工程勘察设计中“外业踏勘调查”与“内业详细设计”集成贯通

的工具型软件系统。该系统适用于公路、铁路、城市道路、林区与厂矿道路、电

力输电线路、渠道等线性工程勘察设计任务，适用于上述工程项目工程可行性研

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各阶段的外业探勘调查工作。 

 



 

（纬地外业手薄手机端主界面） 

 

 



 

（纬地外业手薄桌面端主界面） 

1.3 主要功能 

纬地外业手簿（系统）集工程外业踏勘、调查、数据采集、资料管理为一体，

特别适合公路、铁路、城市道路等等线性工程各专业外业现场调查测绘和现场踏

勘记录使用。系统数据记录格式包括：文字、照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常用数据

形式。系统内置外业调查所需填写的各类表格，能够完全取代手工记录簿，操作

简单灵活方便，功能强大，是工程师外业踏勘、调查不可或缺的好助手。 

外业手簿系统分为“桌面端模块”和“手机端模块”。其中，手机端模块在

外业期间使用，主要功能包括：现场导航定位、行程轨迹分享、下载离线矢量地

图和卫星影像、外业数据采集与记录、快速查询与标识标记、外业数据导出等

功能。 

桌面端模块在内业期间使用，主要功能包括：地形图与设计方案导出、外业

数据导入、输出外业调查记录统计表、快速导入 kml 文件、实时查询和测量桩

号、偏距、标高、长度和面积等多项实用化功能。 



 

1.3.1 手机移动端模块的主要功能 

外业系统手机端程序，内置了多种常用地图：（谷歌地图、百度地图、高德

地图、天地图等），用户可根据需求随意切换。可以实现外业快速导航和定位。

内置勘测细则要求的所有调查类型，并且支持多种标记方式，可完整快捷的记录

调查对象资料，并可将外业的各种多媒体资料便捷管理。系统内置了多种查询工

具，在外业可快速查询桩号、偏距、距离、面积等。完全改变传统的外业调查方

式，在调查阶段就将数据数字化，为后续的项目设计及 BIM建模提供底层数据支

撑。 

1）现场导航定位、行程轨迹分享 

内置多种地图（天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Google 地图），用户可根据

需求随意切换。用户将初步线位导入纬地外业手簿移动端之后，打开纬地外业手

薄中的定位功能，系统自动搜索定位卫星，在外业手薄的左上角会实时显示出路

线的项目名称、桩号、偏距、定卫卫星个数、定位精度、经纬度、高程等信息，

当系统自动搜索到的定位卫星个数达到一定数量之后，用户即可使用高德地图、

百度地图的导航功能，快速定位导航到用户在外业现场所标记的位置。并且可以

实时记录外业调查过程中的行驶轨迹。还可以采用拍照、录音、录像等多媒体功

能记录行程，并分享行程轨迹，具有户外助手 APP的功能。 



 

（系统内置的多种地图类型） 

2）下载离线矢量地图和卫星影像 

可以根据指定的路线范围，快速下载离线矢量地图和高清卫星影像图，也可

以按照指定的地图层级、路线起终点桩号范围，自由下载离线地图。 

 



（手机端下载离线地图界面） 

3）外业数据采集与记录 

用户可以用纬地外业手薄系统中提供的多种外业数据采集工具，比如：标签、

多段线、闭合多段线、曲线、闭合曲线等多种方式来记录外业调查对象和信息，

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属性赋值，系统提供了多种调查对象的记录，比如：设计对象、

经济调查、路线交叉、路基、桥梁、涵洞、其它等多种形式的调查信息记录。内

置勘察细则中的 32 类调查对象和所有调查类型，并且支持多种标记方式，可完

整快捷的记录调查对象资料，并可将外业的各种多媒体资料便捷管理，在内业进

行设计时同步浏览外业资料，在电脑端快速输出外业调查记录表。 

 

（手机端可记录的调查对象类型） 



4）快速查询、标识标记 

可以快速实时查询路线的任意桩号位置及偏距，以及等高线的标高等信息。

快速实时测量任意距离的长度和区域面积。快速绘制各种外业调查图案和标记。

比如：手工绘制多段线、闭合多段线、曲线、闭合曲线等多种调查图形。 

   

（纬地外业手薄程序手机端测量面积和长度的界面） 

5）外业数据导出 

支持一键导出外业调查数据，系统自动打包整个项目的数据文件，可以通过

QQ、微信、面对面快传、同步助手等多种方式将外业项目文件发送到电脑端模块

中进行整理完善和利用。 

 



（纬地外业手薄程序手机端界面） 

1.3.2 电脑桌面端模块的主要功能 

纬地外业手薄桌面端与纬地系列软件无缝集成，可以直接导入纬地路线数据。

并且可以直接打开手机移动端的外业项目文件。在项目各个阶段，调查管理各个

专业的外业数据，打通各个专业内外业数据壁垒，在内业设计时可以直观查看所

需的外业成果数据，彻底摆脱传统的纸质记录方式，完美实现数字化记录。 

1）地形图导出（即导出到手机移动端模块） 

可以直接将 CAD 端 DWG 格式的电子地形图，快速导入纬地外业手薄电脑端，

保存为 dxta格式的地形图文件，经过外业手薄程序转换之后，另存为*.dxtm格

式，即可以导出到手机移动端模块中。加载电子地形图之后，我们就可以实时查

看当前项目所在位置的地面高程、等高线的标高，地形的实际高低起伏变化情况，

再结合矢量高清影像图，就可以准确的为我们的方案设计及方案优化调整，提供

有效的数据支撑。 

2）设计方案导出（即导出到手机移动端模块） 

在纬地外业手薄程序电脑桌面端中保存项目之后，即可得到一个后缀为*.wy



的外业项目文件，然后直接在纬地外业手薄手机移动端打开此*.wy 项目文件，

即可将整个项目的所有数据导入到手机端外业程序中。纬地外业手薄程序电脑端

和手机移动端，可以同时打开同一个项目文件（*.wy），他们的项目文件格式是

完全一样的，可以通用和共享的。这样就避免了数据文件之间的频繁转换，避免

了数据转换过程中可能丢失部分数据的危险。 

3）外业数据导入（即将外业调查数据资料导入至电脑桌面端） 

纬地外业手薄程序电脑端和手机移动端的项目数据文件格式是一样的，所以

我们可以直接把外业项目文件（*.wy）在电脑端和手机端同时打开，实现数据的

完美共享，当我们修改了电脑端或手机端的外业数据之后，可以快速一键发送给

手机端或电脑端，直接打开（*.wy）项目即可。 



（纬地外业手薄桌面端项目属性及采集信息、图层管理窗口） 

4）纬地路线数据直接导入 

纬地外业手薄程序可以直接导入纬地路线项目数据、桥梁、隧道、涵洞、挡

墙等构造物信息和地形图数据，并自动生成路线平面线形及桩号标注信息。并且

可以同进导入多个纬地路线项目数据。 

5）下载离线矢量地图和卫星影像 

可以快速下载任意路线项目、任意层级的矢量地图和高清卫星影像图，并在

电脑端和移动端（智能手机、电子手簿（Pad））交互导入导出。供内业设计或后

期构建 BIM模型时使用。 

6）快速输出各类外业调查记录统计表 



支持公路工程中 32 类外业调查对象的统计和表格输出，并且支持输出自定

义内容的表格模板。 

7）与 CAD 智能交互导入导出外业采集的图形 

可以快速无损的将在纬地外业手薄程序中绘制的多段线、闭合多段线、曲线、

闭合曲线等多种调查图形导入或导出到 CAD 中进行交互编辑和修改。 

8）快速导入 kml 文件 

可以快速导入由谷歌地球或谷歌地图创建生成的地标文件(*.kml)。 

9）实时查询和测量桩号、偏距、标高、长度和面积 

可以快速实时查询任意桩号位置、偏距，以及等高线的标高。快速实时测量

任意距离的长度和区域面积。 

 

（纬地外业手薄程序电脑端界面） 

 



1.4 纬地外业系统的优势与亮点 

1. 与纬地路线软件无缝集成。 

与纬地系列软件无缝集成，在项目各个阶段，调查管理各个专业的外业数据，

打通各个专业内外业数据壁垒，在内业设计时直观查看所需的外业成果，彻底摆

脱传统的纸质记录方式。解决传统外业调查方式不易管理、不易查看、不易统计

分析的问题，是一款专业的公路工程外业调查软件。 

2. 任意层级的地形图快速下载。 

可下载任意路线项目、任意层次的离线地图、高清影像图，自动根据路线数

据计算下载范围。供内业设计或后期构建 BIM 模型时使用。 

3. 内置《勘测细则》中的多种调查对象。 

可将任意地形图对象转换为调查对象，并对其进行属性赋值。支持公路工程

中 32类调查对象的统计和表格输出，并且支持输出自定义内容的表格模板。 

4. 与 CAD 智能交互导入/导出外业采集的图形。 

可以快速无损的将在纬地外业手薄程序中绘制的多段线、闭合多段线、曲线、

闭合曲线等多种调查图形导入或导出到 CAD 中进行交互编辑和修改。快速无损的

导入由谷歌地球或谷歌地图创建生成的地标文件(*.kml)。 

5. 实时查询、定位、导航功能。 

内置纬地路线计算引擎，可实时查询并计算任意位置的桩号、偏距、标高。

具有实时定位和导航功能。可以用拍照、录音、录像等多媒体功能记录行程，并

且可以将行程分享给其他人，具有户外助手 APP的功能。 

6. 安装简单、现场记录灵活、操作便利。 

纬地外业手薄程序是由纬地软件自主研发的独立的外业调查平台系统，安装

过程简捷明了，无需任何插件，也无需安装 CAD 和 OFFICE。直接点击 setup 进

行安装即可。智能化的操作过程，直接利用手机的拍照、录像、标记、绘图等多

种便捷方式来记录外业调查资料。现场记录简单灵活方便，功能强大，是工程师



外业调查不可多得的好助手。 

二、系统安装说明   

“纬地工程外业调查手簿系统”包括“移动端（手机端）模块”和“桌面端

模块”两个部分。其中，手机移动端模块（APP）主要用于外业探勘调查的过程

中，支持各种基于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和电子手簿（Pad）。而

桌面端模块支持任意配置的 Windows桌面版操作系统（即个人计算机）。 

 

2.1 系统安装要求 

1）手机端要求： 

支持各种基于安卓（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和电子手簿（Pad）。 

推荐： 

CPU：四核及以上。 

内存：8G及以上。 

存储：64G及以上。 

 

2）电脑桌面端要求： 

计算机：台式或笔记本式计算机均可。 

推荐： 

CPU：四核八线程及以上。 

内存：8G及以上。 

操作系统：Windows XP / WIN7 / WIN8 / WIN10 

图形平台：AutoCAD R2002-2014中英文版 

Office 环境：Office 2007~~2016 均可（以 Word和 Excel格式出表）。 

2.2 系统安装方法 

1）手机移动端安装方法： 



将程序文件 com.hintcad.wy.apk 下载到手机移动端，在手机安卓系统中找

到该文件，直接点击该 APP应用程序即可完成安装。安装完成后系统将在手机移

动桌面自动建立一个“纬地外业手薄”的快捷图标。 

2）电脑桌面端安装方法： 

运行安装光盘下的“sutup.exe”或直接运行“Base.msi”安装程序，即可

弹出程序安装界面，按照提示逐步进行设置并点击“下一步”可完成纬地外业手

薄系统的安装。安装完成后系统将在桌面自动建立一个“纬地外业手薄”的快捷

图标。 

三、系统操作步骤 

使用纬地外业调查手簿软件进行外业调查工作，一般操作步骤如下图所示： 

 



（纬地外业手薄系统操作步骤） 

 

1. 新建项目，在电脑桌面端新建项目，根据已有地形资料设置坐标转换类

型，由于路线设计坐标系统使用的为平面大地坐标，而地图坐标系统使

用的为地理经纬度坐标，所以需要设置转换类型，系统提供了两种坐标

转换类型，一种为直接转换（用户知道所使用坐标系，中央经线以及偏

移值），一种为七参数转换，通过指定 cad和地图的相同点的平面大地坐

标和经纬度坐标后，系统自动计算转换参数进行转换。 

2. 坐标转换设置，在新建项目界面中确定坐标转换类型后，需要在坐标转

换设置界面输入对应的转换参数。如果为直接转换，则输入直接转换参

数，如果为七参数转换，则需要输入至少三个关联点的平面大地坐标和

经纬度坐标，注意关联点的选取尽量选择均匀分布在路线的各段落，不

要集中在一个区域，否则会影响转换精度。 

3. 导入需要调查的路线项目，可支持导入多个路线项目数据。 

4. 地形图转换，由于地形图数据量巨大，很难直接在移动 APP 上使用，系

统提供了在 autocad 下的转换工具，将会把地形图转换为适用于移动端

使用的数据格式。 

5. 导入地形图，导入步骤 4 转换好的地形图文件(*.dxta)，本步骤主要是

将地形图的大地平面坐标按设定的转换方式转换为经纬度坐标，导入后

将自动在项目文件所在目录生成经纬度的地形图文件(*.dxtm)。 

6. 保存项目后，将桌面端建好的项目数据及地形图通过 QQ、微信或数据线

打包发送到手机移动端。 

7. 在手机移动端打开项目数据及地形图开始外业调查工作。 

8. 将手机移动端调查记录的数据发送回电脑桌面端，可以在桌面端浏览或

分类统计整理外业调查数据。 

 



四、桌面端具体功能说明 

4.1 项目： 

4.1.1 新建项目： 

创建新的外业项目（后缀为.wy格式），并对新建项的名称、保存路径、坐标

转换类型、标识和备注进行添加和设置； 

 

（电脑桌面端新建项目窗口） 

4.1.2 项目属性： 

用于更改项目名称、坐标转换类型、项目标识和项目备注； 

 

（电脑桌面端项目属性设置窗口） 

4.1.3 打开项目： 

打开位于指定目录的外业项目文件； 

 



4.1.4 保存项目： 

保存当前正在操作的项目数据； 

 

4.1.5 导入其他外业项目： 

在当前项目的基础上，导入其他外业项目的数据到当前项目中进行浏览和操

作等； 

 

4.1.6 坐标转换设置： 

按照项目的坐标转换类型（直接转换和七参数转换），进行具体设置； 

 

（电脑桌面端直接坐标转换设置窗口） 

 

（电脑桌面端七参数坐标转换设置窗口） 

 

4.1.7 关联点导入导出： 

当外业项目的坐标转换类型为七参数转换类型时，可以使用此功能导出当前

项目设置好的七参数坐标数据到指定的目录下的参数文件中（后缀为.gld），或

导入之前设置好的七参数文件到当前项目中； 



 

4.1.8 导入路线项目： 

用于导入纬地路线项目的数据文件（后缀为.Prj）到当前项目中用于显示和

操作； 

 

4.1.9 导入地形图数据： 

用于导入地形图的数据文件（后缀为.dxta 或.dxtm）到当前项目中用于显示

和操作； 

 

4.2 地图： 

用于切换纬地外业手薄的底图，目前支持天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谷

歌地图的基础地图、卫星地图、卫星混合图的切换； 

地图 key设置： 

系统提供了天地图应用开发许可申请界面的网页链接，用户可以通过此链接

进行注册申请，申请成功后可以在天地图密匙界面输入自己的 key,这样就可以

保证在访问天地图时有足够的访问次数及地图应用的稳定性。 

 

（电脑桌面端地图 Key设置窗口） 

 

4.3 工具： 

4.3.1桩号定位： 



在当前外业项目中，根据导入的路线项目数据，输入指定的路线桩号，可以

进行快速的地图定位显示； 

 

4.3.2启动 CAD： 

在菜单中选择并启动 CAD软件； 

 

4.3.3导出采集图形： 

导出外业项目中的覆盖物（外业调查时绘制的各种图形及线条）到指定文件

目录下，可以保存为“外业图形导出文件(XY 坐标)*.wyxy”，或者“外业图形导

出文件(经纬度坐标)*. wyjw”。 

 

4.3.4导入 DWG 转换文件： 

导入 DWG数据文件（后缀为.dwgdb）到当前项目中用于显示和操作； 

 

4.3.5导入 KML 文件： 

导入 KML数据文件（后缀为.kml）到当前项目中用于显示和操作； 

KML 文件：指由谷歌地球或谷歌地图创建生成的地标文件。 

 

4.3.6下载离线地图： 

指定路线范围，下载当前项目包含的路线范围的地图数据；缓存的地图数据

存放在系统 C:\Users\ 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GMap.NET 文件夹中，

用户只需要将该文件夹中的 Date.gmdb 文件拷贝至手机移动端外业软件的安装

目录 hintCAD.co\hintwy 文件夹中就可以了，这样用户在外业调查时，手机端系

统提取地图时首先会在该缓存文件夹中提取缓存的地图文件。 

请注意：该缓存地图数据的目录默认是隐藏状态的，用户需要在电脑的文件

夹选项设置中显示此隐藏的文件夹。 



 

（电脑桌面端离线地图下载设置窗口） 

 

4.3.7导出高清影像： 

将下载的矢量高清影像图导出到指定文件目录下，生成可供浏览的地图高清

影像文件；系统保存高清影像图片的同时也保存了与它同名的文本文档，该文档

记录了影像图片的坐标信息，可以直接用于纬地 BIM平台的实景影像贴图。 

 

（在电脑桌面端离线下载的矢量高清影像图） 



 

4.3.8调查图片增加水印 

对外业调查的照片素材自动添加水印，将会在图片左上角标注出该图片是位

于某项目某桩号位置的具体信息等。 

 

4.3.9调查对象统计输出 

系统将外业调查统计的信息按照调查类型进行分类统计输出，输出的表格样

式及内容选项可以通过修改表格模板进行自定义修改。 

 

（电脑桌面端调查对象统计输出设置窗口） 

 

4.4 视图 

分别用于控制外业手薄界面中项目属性窗口、图层管理窗口、采集信息窗口

和属性设置窗口的显示和隐藏； 

 

4.5 帮助 

4.5.1 帮助文档： 



用于打开纬地外业手薄的帮助文档； 

 

4.5.2 关于纬地外业手薄： 

关于纬地外业手薄的软件信息、版权信息等； 

 

五、移动端具体功能说明 

5.1 项目管理 

    

（手机移动端项目管理窗口） 

 

 



5.1.1 新建行程 

用于新建一个（*.wy）项目文件。新建行程后打开手机的定位功能，用户就

可以记录行程轨迹，并用拍照、录音、录像等多媒体功能记录行程，并可将行程

分享给其他人，使外业手簿具有现在一些户外助手 APP的功能。 

5.1.2 打开项目 

打开指定的外业项目文件（*.wy）。 

5.1.3 激活路线 

用于导入多个路线项目时，选择对应的一个项目文件进行激活操作。 

5.1.4 保存项目 

保存当前操作的项目文件。 

 



5.2 地形图管理 

 

（手机移动端地形图管理窗口） 

 

5.2.1 加载地形图 

加载指定目录下桌面端 CAD处理好的地形图文件（*.dxtm）。 



5.3 图形测绘 

 

（手机移动端图形测绘工具管理窗口） 

 

5.3.1 绘图工具 

用于控制手机端主页面是否显示绘图工具快捷按钮。 

  

：用标签来记录外业调查信息。可记录标签的名称、所属路线、桩号范

围、偏距范围、重要等级、调查日期等信息。 

：用多段线来记录外业调查信息。可记录调查对象类型、名称、所属路



线、桩号范围、偏距范围、重要等级、调查日期等信息。 

：用曲线来记录外业调查信息。可记录调查对象类型、名称、所属路线、

桩号范围、偏距范围、重要等级、调查日期等信息。 

：用闭合曲线来记录外业调查信息。可记录调查对象类型、名称、所属

路线、桩号范围、偏距范围、重要等级、调查日期等信息。 

：用闭合多边形来记录外业调查信息。可记录调查对象类型、名称、所

属路线、桩号范围、偏距范围、重要等级、调查日期等信息。 

特别说明： 

1) 在外业调查时，添加的标签、多段线、曲线、闭合图形等，支持多方位

的夹点编辑，并且可以右键进行顶点的插入、删除操作。 

2) 将外业调查数据导入电脑端之后，可以在属性栏进行二次编辑修改，并

且可以对多媒体文件进行增加和删除等编辑操作。 

 

5.3.2 测绘工具 

用于控制手机端主页面是否显示测绘工具快捷按钮。 

 

 覆盖物选择：用于选择标签、多段线、曲线、闭合曲线、闭合多边形等

在外业调查中绘制的图形及线段，并查询其详细的外业调查数据和属性信息。 

：用于删除外业调查的数据、标签和图形信息。 

：用于快速定位并显示出当前项目所在的区域。 

：用于测量任意两点之间的长度距离。 

：用于测量鼠标所绘制的任意区域的面积。 



5.3.3 多媒体工具 

用于控制手机端主页面是否显示多媒体工具快捷按钮。 

 

（手机移动端多媒体工具管理窗口） 

：拍照功能。用拍照来记录外业调查信息。 

：录像功能。用录像来记录外业调查信息。 

：录音功能。用录音来记录外业调查信息。 

 

5.3.4 屏幕中心 

用于控制手机端主页面是否显示屏幕中心十字光标。 



 

5.4 其他 

 

（手机移动端其他工具管理窗口） 

 

5.4.1 下载离线地图 

用于下载指定路线项目、路线桩号范围、路线左右范围、地图层级的离线地

图。 

5.4.1 显示轨迹 

用于控制是否显示手机端移动行程轨迹路线。 

5.4.2 系统设置 



 

（手机移动端系统偏好设置窗口） 

 

GPS 定位通过时间间隔和定位距离双重控制定位，两个指标满足一个时就启

动手机中的 GPS定位系统； 

轨迹记录间隔（米）：用于控制记录轨迹点位的间距； 

轨迹显示精度（米）：用于控制轨迹点显示时的定位精度，该点 GPS 定位精

度小于该设定值时，则该点显示。反之，大于该设定值，则该点不纳入轨迹点位

中； 

图片合并距离：用于控制在外业调查拍照时自动将两个图片合并的实际间隔，

如果两个图片实际间隔小于该设置值，此时，两张图片合并为同一个位置； 



备份时间间隔（分钟）：用于控制项目自动进行备份的时间间隔； 

天地图 key：用于输入个人申请的天地图密匙（详见前面“地图 key 设置”

的相关介绍）。 

 

5.4.3 关于我们 

关于纬地外业手薄的软件信息、版权信息等； 

 

5.5 图层管理 

用于控制手机主界面地图显示的图层数，并且管理项目名称、设计对象、桥

隧涵对象、调查对象、多媒体对象、调查轨迹等图层是否显示的选项。 

5.6 发送项目 

用于打包分享整个外业项目数据文件。 

5.7 切换地图 

用于切换选择显示不同的地图类型的选项，包括百度地图、天地图、高德、

谷歌地图，及其对应的卫星图或地图卫星混合图等。 

 

六、AutoCAD模块功能说明 

AutoCAD 模块主要功能是将 dwg 格式的图形导出到纬地外业手簿系统中，如

地形图等，同时也可以导入外业手簿的调查图形叠加到总体图中。 



 

（外业手薄电脑端 CAD 工具管理窗口） 

在纬地外业手薄电脑端，“工具”菜单下面，“启动 CAD”，弹出 CAD 版本选择

窗口，即可以启动 CAD交互设计窗口，进行地形图、外业采集图形的导入导出。 

 

（外业手薄电脑端 CAD版本选择和启动窗口） 

 



6.1 地形图导出到外业 

 

（启动 CAD-工具-地形图导出到外业的设置窗口） 

 

地形图导出功能专门为大数据量的地形图显示做了优化，所以导出时需要对

等高线图层进行设置，同时为了外业调查时不再重复绘图，也可以对调查对象图

层进行设置，这样我们在纬地外业手簿电脑桌面端上就可以直接将地形图上的几

何图形转换为调查对象，并对其进行属性赋值。 

 

6.2 一般图形导出到外业 

该命令用于将一些小数据量的 dwg格式的 CAD图形导出为纬地外业手簿系统

适用的格式，系统自动转换保存为*.dwgdb 格式的文件，命令如下图所示。 



 

（启动 CAD-工具-一般图形导出到外业） 

特别说明：只有将一般 CAD 图形转换为*.dwgdb 格式的文件，才可以在外业

手薄系统中读入这个 dwg转换文件，如下图所示。由于一般图形的转换文件比较

小，所以在转换时，系统未做任何优化处理。在外业手薄系统中保存项目之后，

所有导入的 CAD图形都会保存在（*.wy）文件中。 

 

（纬地外业手薄电脑端的工具菜单） 

 

6.3 导入外业采集图形 

该命令的作用是将外业手簿系统（包括手机端和桌面端）采集记录的图形导

入到 AutoCAD 中进行显示查看。 

操作方法：先在外业手簿系统执行“导出采集图形”命令得到 wyxy 文件（或

wyjw 文件），然后在启动 CAD 后执行“导入外业采集图形”命令，选择 wyxy 文

件（或 wyjw文件）打开，即可在 CAD界面中显示外业采集记录的图形数据。 

 



6.4 标签图块分解 

此功能主要用于分解带有标签的图块。如一些电子地形图中的高程点是采用

图块的形式来表示，或者纬地的一些图框模板中带有的图块标签，都可以使用该

功能来分解标签图块。 

6.5 经纬度转换为大地平面坐标 

此功能是将经纬度坐标按照 WGS84椭球参数转换为大地平面坐标。 

6.6 插入高清影像图 

此功能可直接将外业下载的高清影像图导入 AutoCAD中做为底图，供设计时

参考。需注意在插入高清影像图时，需要在放置影像图片的同一级目录中存放和

它同名的*.txt坐标文本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