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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SuperMap ARSurvey（以下简称“ARSurvey”）是北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超图”）推出的一款全新移动 GIS 应用软件。ARSurvey 是一款以 AR 为主的轻量

级移动应用，功能涵盖 AR 测量、AR 测图、AR 制图，具有功能简单易用，交互流畅等特

点，能够同时支持 Android 和 iOS 操作系统。 

 

图 1 ARSurvey 主界面 

2 产品功能 

2.1  AR 量测 

AR 量算主要用于通用地理信息测量，包括测距、测高、测面、测角、测体等，测量过

程自动捕捉，快速捕捉已有对象的端点、线段中点等。同时提供触感振动反馈，在捕捉到节

点时和执行添加节点时，均可触发振动反馈，将界面操作与触觉联系起来。 

2.1.1 测距 

主要用于测量距离，支持分段测量，测量结果实时展示。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量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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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左上方【 】按钮，进入“测距”状态。 

（3）.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被测地物的一端，点击【 】按钮。 

（4）.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移至被测地物的另一端，点击【 】按钮，

完成距离测量，显示测量结果。继续平缓移动设备至下一点，可以持续测量。 

点击【 】按钮，完成当前测量。点击【 】按钮，删除测量成果。点击【 】

按钮，测量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按钮，退出测量界面。 

 

添加端点              拖动测量              获得结果 

图 2 测距 

2.1.2 测高 

主要用于测量高度，支持分段测量，测量结果实时展示。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量测界面。 

（2）. 点击左上方【 】按钮，进入“测高”状态。 

（3）.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被测地物的一端，点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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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端点。 

（4）.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移至被测地物的另一端，点击【 】按钮，

完成高度测量，显示测量结果。继续平缓移动设备至下一点，可以持续测量。 

点击【 】按钮，完成当前测量。点击【 】按钮，删除测量成果。点击【 】

按钮，测量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按钮，退出测量界面。 

 

添加端点               拖动测量               获得结果 

图 3 测高 

2.1.3 测面 

主要用于测量面积，提供多边形、矩形、圆三种面积测量方式，测量结果实时展示。 

◼ 多边形 

测量多边形面积，不限制多边形边的数量。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量测界面。 

（2）. 点击左上方【 】按钮，进入“测面”状态。 

（3）. 选择下方【 】按钮，开始测量多边形面积。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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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对准被测地物的一个端点，点击【 】按钮，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

标记移至被测地物的下一个端点，点击【 】按钮，依次打点，完成多边形测

量。 

点击【 】按钮，完成当前测量。点击【 】按钮，删除测量成果。点击【 】

按钮，测量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按钮，退出测量界面。 

 

绘制多边形             获得结果 

图 4 多边形面积 

◼ 矩形 

利用端点和边长，测量矩形面积。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量测界面。 

（2）. 点击左上方【 】按钮，进入“测面”状态。 

（3）. 选择下方【 】按钮，开始测量矩形面积。 

（4）.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被测矩形地物的一个端点，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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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设置端点。 

（5）.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移至被测矩形地物与上一个端点相邻的端点，

点击【 】按钮，完成矩形的一条边。 

（6）. 平缓移动设备，程序自动绘制可拖动矩形，移至正确位置，点击【 】按

钮，得到矩形各边边长以及周长和面积。 

点击【 】按钮，删除测量成果。点击【 】按钮，测量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 】按钮，退出测量界面。 

 

添加端点              获取边长              拖动测量              获得结果 

图 5 矩形测面积 

◼ 圆 

利用圆心和半径，测量圆面积。 

操作步骤：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量测界面。 

（2）. 点击左上方【 】按钮，进入“测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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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下方【 】按钮，开始测量圆形面积。 

（4）.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被测圆形地物的中心点，点击【 】

按钮。 

（5）. 平缓移动设备，程序自动绘制可拖动圆形，移至正确位置，确定形状，点击

【 】按钮，得到圆的半径、周长和面积。 

点击【 】按钮，删除测量成果。点击【 】按钮，测量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 】按钮，退出测量界面。 

 

添加中心点           拖动调整大小           确定形状           获得结果 

图 6 圆形测面积 

2.1.4 测角度 

主要用于测量角度，可以测量多个，测量结果实时展示。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量测界面。 

（2）. 点击左上方【 】按钮，进入“测角”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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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被测角度一条边的延长线，点击【 】

按钮，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角的位置，点击【 】按钮，获得

角的第一条边。 

（4）.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移至被测角度另一边的延长线，点击【 】

按钮，完成角度测量，显示测量结果。继续平缓移动设备至下以延长线，可以持续

测量。 

点击【 】按钮，完成当前测量。点击【 】按钮，删除测量成果。点击【 】

按钮，测量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按钮，退出测量界面。 

注意：程序测量的角度≤180°，若为＞180°的优角，系统自动得出其对角的值。 

 

第一条边              第二条边              获得结果 

图 7 测角度 

2.1.5 测体积 

主要用于测量长方体和圆柱体体积，测量结果实时展示。 

◼ 长方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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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端点、边长和高程，测长方体体积。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量测界面。 

（2）. 点击左上方【 】按钮，进入“测面积”状态。 

（3）. 选择下方【 】按钮，开始测量长方体体积。 

（4）.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被测长方体地物底面的一个端点，点击

【 】按钮，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移至被测长方体地物底面与上一

个端点相邻的端点，点击【 】按钮，此时完成长方体底面的一条边。 

（5）. 平缓移动设备，程序自动绘制可拖动矩形，移至正确位置，点击【 】按

钮，得到长方体底面。 

（6）. 继续平缓移动设备，拉出长方体高度，点击【 】按钮，完成长方体体积

测量。测量结果包括长方体底边各边长、底面积、高度和体积。 

点击【 】按钮，删除测量成果。点击【 】按钮，测量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 】按钮，退出测量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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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边长              底面面积              拉伸高度              获得结果 

图 8 长方体测体积 

◼ 圆柱体 

利用圆心、半径和高程，测圆柱体体积。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量测界面。 

（2）. 点击左上方【 】按钮，进入“测面积”状态。 

（3）. 选择下方【 】按钮，开始测量圆柱体体积。 

（4）.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被测圆柱体地物底面的圆心，点击【 】

按钮，平缓移动设备，程序自动绘制可拖动圆形，移至正确位置，点击【 】

按钮，此时完成圆柱体底面。 

（5）. 继续平缓移动设备，拉出圆柱体高度，点击【 】按钮，完成圆柱体体积

测量。测量结果包括圆柱体底面积、高度、体积。 

点击【 】按钮，删除测量成果。点击【 】按钮，测量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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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退出测量界面。 

 

底面圆心              底面面积              拉伸高度              获得结果 

图 9 圆柱体体积 

2.2  AR 测图 

AR 测图，通过轨迹、打点或点云等方式，采集点、线、面等，采集结果可用于制作地

图。使用前，需先进行校准，请参照“2.4.1 位置校准”。 

2.2.1 画点 

采集点数据。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测图界面。 

（2）. 点击上方的【 】按钮，进入“画点”状态。 

（3）. 平缓移动设备，点击【 】按钮，将红色打点标记所在的位置保存下来。

继续平缓移动设备至下一点，可以连续采集。 

点击【 】按钮，删除采集成果。点击【 】按钮，采集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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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退出采集界面。 

 

图 10 画点 

2.2.2 画线 

采集线数据。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测图界面。 

（2）. 点击上方的【 】按钮，进入“画线”状态。 

（3）. 平缓移动设备，点击【 】按钮，将红色打点标记所在的位置保存为线的

节点，依次绘制线的各个节点。 

（4）. 点击【 】按钮，保存成果。 

点击【 】按钮，删除采集成果。点击【 】按钮，采集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 】按钮，退出采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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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起点              拖动拉伸              绘制终点 

图 11 画线 

2.2.3 画面 

采集面数据，包括多边形、矩形、圆等。 

◼ 多边形 

采集多边形面。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测图界面。 

（2）. 点击上方的【 】按钮，进入“画面”状态。 

（3）. 点击下方的【 】按钮，进行多边形采集。 

（4）.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被测多边形地物的一个端点，点击【 】

按钮，采集端点。平缓移动设备，依次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被测多边形地物的端点，

点击【 】按钮，采集多边形。 

点击【 】按钮，删除采集成果。点击【 】按钮，采集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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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钮，退出采集界面。 

◼ 矩形 

采集矩形面。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测图界面。 

（2）. 点击上方的【 】按钮，进入“画面”状态。 

（3）. 点击下方的【 】按钮，进行矩形采集。 

（4）. 平缓移动设备，点击【 】按钮，将红色打点标记所在的位置保存为面的

节点，依次绘制面的各个节点。 

（5）. 点击【 】按钮，保存成果。 

点击【 】按钮，删除采集成果。点击【 】按钮，采集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 】按钮，退出采集界面。 

 

采集端点              采集边长              拖动矩形           保存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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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矩形画面 

◼ 圆 

采集圆形面。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测图界面。 

（2）. 点击上方的【 】按钮，进入“画面”状态。 

（3）. 点击下方的【 】按钮，进行圆形采集。 

（4）. 平缓移动设备，将红色打点标记对准被测圆形地物的中心点，点击【 】

按钮。 

（5）. 平缓移动设备，程序自动绘制可拖动圆形，移至正确位置，确定形状，点击

【 】按钮，得到圆形。 

点击【 】按钮，删除采集成果。点击【 】按钮，采集过程中，回退点。点击

【 】按钮，退出采集界面。 

2.2.4 轨迹 

采集轨迹数据，包括点、线、面。 

◼ 打点式 

通过打点的方式采集数据。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测图界面。 

（2）. 点击上方的【 】按钮，进入“轨迹”状态。 

（3）. 点击下方的【 】按钮，进入“打点式”采集轨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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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下方的【 】按钮，开始采集轨迹。 

（5）. 点击【 】按钮，记录位置。 

（6）. 点击【 】、【 】、【 】按钮，保存点、保存线、保存面。注

意，这里每一次只能保存一类数据，如保存线后，缓存的点即被清除，无法在保存

面。 

点击【 】按钮，删除采集成果。点击【 】按钮，退出采集界面。 

 

采集点              保存线 

图 13 “打点式”轨迹 

◼ 轨迹式  

通过记录行走的估计采集数据。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测图界面。 

（2）. 点击上方的【 】按钮，进入“轨迹”状态。 

（3）. 点击下方的【 】按钮，进入“轨迹式”采集轨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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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下方的【 】按钮，开始采集轨迹。 

（5）. 点击【 】、【 】、【 】按钮，保存点、保存线、保存面。注

意，这里每一次只能保存一类数据，如保存线后，缓存的点即被清除，无法在保存

面。 

点击【 】按钮，删除采集成果。点击【 】按钮，退出采集界面。 

2.3  AR 制图 

将图片、视频、网页、文字等投放到地图场景中，生成新的 AR 地图。使用前，需先进

行校准，请参照“2.4.1 位置校准”。 

2.3.1 POI 

添加图片、视频、网页等到 AR 场景中。 

◼ 图片 

将图片添加到 AR 场景中。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制图界面。 

（2）. 点击【 】按钮，开始添加。 

（3）. 点击【POI】选项卡，添加 POI。 

（4）. 点击【 】按钮，选择图片，添加图片。 

（5）. 点击【 】按钮，添加图片至当前位置。 

“制图”界面，点击【 】按钮，设置图片位移、旋转、尺寸。点击【 】按

钮，设置透明度和边框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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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图片              调整尺寸  

图 14 添加图片 

◼ 视频 

将视频添加到 AR 场景中。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制图界面。 

（2）. 点击【 】按钮，开始添加。 

（3）. 点击【POI】选项卡，添加 POI。 

（4）. 点击【 】按钮，选择视频，添加视频。 

（5）. 点击【 】按钮，添加视频至当前位置。 

“制图”界面，点击【 】按钮，设置图片位移、旋转、尺寸。点击【 】按

钮，设置透明度和边框宽度。 

◼ 网页 

将网页添加到 AR 场景中。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制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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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 】按钮，开始添加。 

（3）. 点击【POI】选项卡，添加 POI。 

（4）. 点击【 】按钮，输入网址，添加网页。 

（5）. 点击【 】按钮，添加网页至当前位置。 

“制图”界面，点击【 】按钮，设置图片位移、旋转、尺寸。点击【 】按

钮，设置透明度和边框宽度。 

 

输入网址              调整尺寸              旋转方向 

图 15 添加网页 

2.3.2 三维 

将三维添加到 AR 场景中。添加前，请参照“2.4.2 数据导入”导入对应的数据。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制图界面。 

（2）. 点击【 】按钮，开始添加。 

（3）. 点击【三维】选项卡，选择对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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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 】按钮，添加三维到当前位置。 

“制图”界面，点击【 】按钮，设置图片位移、旋转、尺寸、动画。点击【 】

按钮，设置透明度和边框宽度。 

 

选择数据             添加管线             调整尺寸 

图 16 添加三维 

2.3.3 矢量 

◼ 文字 

将文字添加到 AR 场景中。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制图界面。 

（2）. 点击【 】按钮，开始添加。 

（3）. 点击【矢量】选项卡，添加矢量。 

（4）. 点击【 】按钮，输入文字，添加文字。 

（5）. 点击【 】按钮，添加文字至当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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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界面，点击【 】按钮，设置图片位移、旋转、尺寸。点击【 】按

钮，设置透明度和边框宽度。 

 

输入文字             添加文字             调整位置 

图 17 添加文字 

2.3.4 模型 

将模型添加到 AR 场景中。添加前，请参照“2.4.2 数据导入”导入对应的数据。 

（1）. 主界面点击【 】按钮，进入 AR 制图界面。 

（2）. 点击【 】按钮，开始添加。 

（3）. 点击【模型】选项卡，选择对应的模型。 

（4）. 点击【 】按钮，添加模型到当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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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型             添加模型             调整模型 

图 18 添加模型 

2.4  其它 

2.4.1 位置校准 

校准的方式有三种，分别是自动定位、地图选点、扫码定位。注意。校准时，请保证手

机后摄像头朝北。 

点击【 】按钮，选择【位置校准】进入“位置校准”页面。 

点击【 】按钮，定位为设备当前位置。 

点击【 】按钮，在地图上选择定位点。 

点击【 】按钮，扫描二维码定位。利用互联网上的二维码生成器，如草料二维码

生 成 器 ， 按 照 “ {"x": 经 度 ,"y": 纬 度 ,"h": 高 程 } ” 的 格 式 ， 如

{"x":116.394777,"y":39.995205,"h":3.6}，生成二维码并打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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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生成二维码 

2.4.2 数据导入 

App 中用到的地图等数据，使用前需要先导入。导入前，先将数据导入到设备中的

“../ARSurvey/ExternalData”中。点击界面下方的【 】按钮，进入“我的”页面，

点击【 】按钮，进入“导入”界面，选择要导入的数据，点击“”按钮，完成导入。 

 

图 20 导入数据 

2.4.3 图层管理 

管理打开的地图。可以打开和关闭地图，添加和移除图层等。点击页面下方的【 】

按钮，打开“图层”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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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操作 

“图层”界面，点击右上角的【 】按钮，在弹框中点击相应的按钮，可进行“打

开地图”、“新建地图”、“保存地图”、“另存地图”、“关闭地图”等操作。 

 

图 21 地图操作 

◼ 图层操作 

点击【 】按钮，添加图层。点击图层后部的【 】按钮，可以进行“全幅显示

此图层”、“设置为当前图层”、“重命名”、“移除”等操作。 

 

图 22 图层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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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数据管理 

管理导入的数据、地图、AR 地图、符号、场景、动态模型等，支持导出和删除操作。

点击界面下方的【 】按钮，进入“我的”页面，点击对应的按钮，进入列表，勾选列

表中的项目，点击【 】或【 】，即可完成导出和删除。 

 

图 23 地图管理 

3 运行环境 

◼ 支持 ARCore 的各类 Android 手机或平板 

◼ CPU：1.5GHz 

◼ 内存要求：4GB 及以上 

◼ 硬盘空间：32GB 及以上 

◼ 操作系统：Android 操作系统 8.0 及以上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