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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景区电子地图能够给游客带来充足便利,因此,如何实现充分研究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区
电子地图方法也成为重要课题之一。文章简要阐述基于大数据平台的景区电子地图主要原理,并提出通
过构建分级体系、色彩设计、符号库与注记、实施人流统计、显示与路线选择、其他关键技术等建议,
以期能为优化景区电子地图设计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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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lectronic Map Method of Scenic Spots Based on Big Data Platform
Shu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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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the electronic map of scenic spots can bring sufficient convenience to tourists, how to fully
study the electronic map method of scenic spots based on big data platform ha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This paper briefly expounds the main principles of electronic map in scenic spots based on big
data platform,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grading system, color design,
symbol library and annot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ssenger flow statistics, display and route selection, and
other key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design level of electronic map in scenic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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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技术来解决,也就是将切片显示应

端(T-BOX)技术能够实现远程查询车辆

用于三维模型之中,大幅降低卡顿问题

实时位置和详细车况,为及时控制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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