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B e i z h .com                                                     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0571）88166520，13606802415；                 Email：HCADSOFT@163.com 1

实验室软件建设建议方案： 

 

名称 价格 

园林树木学多媒体教学平台 HOME-SM 
课堂教学系统、综合实训系统；

作业管理系统、知识游戏系统；

共享资源库系统（含网络资源库、教育素材库）。

  

园林花卉学多媒体教学平台 HOME-HH 
课堂教学系统、综合实训系统；

作业管理系统、知识游戏系统；

共享资源库系统（含网络资源库、教育素材库）。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综合实训系统 BZ-BCH 
 植物病虫害多媒体教学平台 HOME-BCH

课堂教学系统、综合实训系统；

作业管理系统、知识游戏系统；

共享资源库系统（含网络资源库、教育素材库）。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综合实训系统 BZ-ZW 
 植物栽培与养护多媒体教学平台

课堂教学系统、综合实训系统；

作业管理系统、知识游戏系统；

共享资源库系统（含网络资源库、教育素材库）。

  

园林工程施工虚拟实景实训系统 BZ-VR 
三维景观漫游系统 MagicViz 教学版

乔灌木栽植工程虚拟实景实训（可定制案例）

大树移植工程虚拟实景实训（可定制案例）

园路工程施工虚拟实景实训（可定制案例）

假山工程施工虚拟实景实训（可定制案例）

水景工程施工虚拟实景实训（可定制案例）

喷灌工程施工虚拟实景实训（可定制案例）

驳岸和护坡施工虚拟实景实训（可定制案例）

  
 

规划·园林设计软件 HCADv7.0 教学版 
道路绘制；绿化设计；园林工程；

地块布置；建筑绘制；图库中心。

  

三维景观漫游系统 MagicViz 教学版 
三维建模、实时编辑、实时渲染、

自由漫游、视频导出、虚拟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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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共享包名称  软件名称 / 功能 

《园林花卉学》多媒体教学平台 HOME-HH 
教师系统功能；模拟考试功能；

学生操作功能；系统管理功能；

《园林树木学》多媒体教学平台 HOME-SM 
教师系统功能；模拟考试功能；

学生操作功能；系统管理功能；

以下模块可选（定制内容） 
《园林工程概预算》教学平台 HOME-GYS 

教师系统功能；模拟考试功能；

学生操作功能；系统管理功能；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综合实训系统 BZ-BCH 
 植物病虫害多媒体教学平台 HOME-BCH

课堂教学系统、综合实训系统；

作业管理系统、知识游戏系统；

共享资源库系统（含网络资源库、教育素材库）。

园林专业虚拟实训平台

BZ-yl  

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综合实训系统 BZ-ZW 
 植物栽培与养护多媒体教学平台

课堂教学系统、综合实训系统；

作业管理系统、知识游戏系统；

共享资源库系统（含网络资源库、教育素材库）。

 

规划·园林设计软件 HCAD 教学版 
道路绘制；绿化设计；园林工程；

地块布置；建筑绘制；图库中心。MagicHCAD 
校园共享包 

 
 
三维景观漫游系统 MagicViz 教学版 

三维建模、实时编辑、实时渲染、

自由漫游、视频导出、虚拟动画。

 
杭州家园科技有限公司 www.homeland.com.cn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杭州市湖墅支行 ； 
帐号：1202 0206 0990 0044 676 
 
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 （教育领域唯一指定服务商） 
公司网址：www.beizh.com ；     EMAIL：hcadsoft@163.com 
联系电话：0571-88166520 ；       MOBILE：13606802415 
开户银行：杭州银行湖墅支行 ；    帐号：75718 10023 9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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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简 介 
 

 

“家园科技”是专注风景园林、城市设计与规划管理信息化技术领域，专业提供工程

勘察设计 CAD 技术，城市建设规划管理 MIS、GIS 应用系统规模化和集成化服务，政府办公

自动化系统、高校专业教学平台研究等信息技术服务的高科技公司。 

目前，公司旗下有杭州家园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家园建筑工程

咨询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为用户提供全方位、一体化的高效服务。 

 

公司以推进风景园林、城市设计与规划管理信息化为

主要业务方向，在 CAD、MIS、GIS 开发方面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公司凭借对专业技术的深刻

理解，对风景园林、城市建设与规划管理方式方法的深入

探讨，帮助单位机构加快进入信息化时代，推进计算机、

信息化技术在城市建设与规划管理领域的深入应用。 

其中，公司研究开发的“园林• 规划设计软件 HCAD”和“土方工程量计算软件 HTCAD”

在公司同仁与广大用户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成为国内工程勘测设计领域应用 广泛的专

业 CAD 软件之一。 

 

“北正科技”坐落于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位于有“天堂硅谷”之称的杭州高新技术

开发区内，是一家权责明晰的股份制企业，下辖总经理办公室、市场策划部、技术服务部、

开发部、综合部。公司拥有一支众志成城的高素质开发队伍，有专长于程序编设的计算机技

术开发人员，有实践经验十分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更多是专业与技术兼备的复合型人才，

更何况还有一支由高校退休老教授组成的技术顾问智囊团。公司现有在职员工 38 人，其中

行政 6 人，技术管理 10 人，技术与开发人员 22 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总人数的 98%。 

 

     “追求卓越、超越领先”的进取精神是我们不变的企业文化，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

我们的团队日益成熟和坚强，在努力追求领先的同时，更着重强调客户服务的尽善尽美，客

户是上帝，而我们是上帝的保姆！愿我们真诚、高效的服务能够赢得您的微笑，与你共创美

好明天！ 

 

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 
www.beiz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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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产品列表 
 

 《园林树木学》多媒体教学平台 HOME-SM： 
《园林树木学》多媒体教学平台是集教师课堂教习、学生浏览自习、在线模拟测试及实

时答疑、模拟综合考试为一体的交互式辅助教学系统。软件设计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在结合

园林树木学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本教学平台提供的大量、丰富的多媒体素材，在教学过

程中，以直观、逼真、生动的手法把园林树木的特性、形态、生长规律及分布等信息全方位

地展示给学生，动态地、直观地表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园林花卉学》多媒体教学平台 HOME-HH： 

《园林花卉学》多媒体教学平台是集教师课堂教习、学生浏览自习、在线模拟测试及实

时答疑、模拟综合考试为一体的交互式辅助教学系统。软件设计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在结合

园林花卉学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本教学平台提供的大量、丰富的多媒体素材，在教学过

程中，以直观、逼真、生动的手法把园林花卉的特性、形态、生长规律及分布等信息全方位

地展示给学生，动态地、直观地表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园林工程概预算》教学平台 HOME-GYS： 

《园林工程概预算》模拟教学平台从实际应用出发，以园林案例工程预决算的实践过程

为主线，将统计分析方法、应用案例分析有机结合。这种实践教学的方式，使学生巩固已学

到的理论知识点，培养了学生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统计思维，提高了学生分析、解决实际工程

预决算问题的综合能力，让学生在理论学习中掌握的知识点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体现了专业

课程性质和教学特点。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综合实训系统 BZ-BCH： 
BZ-BCH 系统利用多媒体手段实现交互式辅助教学的；通过本教学平台提供的大量、

丰富的多媒体素材，在教学过程中，以直观、逼真、生动的手法把知识点全方位地展示给学

生，动态地、直观地表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教学含

课堂多媒体教学模块、课堂测试及实时答疑、在线实训系统等模块；学生自习含共享资源库

（多媒体素材库、精品课程资料库、相关课件汇集等）、知识点测试游戏、模拟综合考试系

统等，全方位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衔接课程实训内容安排。 

 

 园林植物栽培和养护综合实训系统 BZ-ZW： 
BZ-ZW 系统利用多媒体手段实现交互式辅助教学的；通过本教学平台提供的大量、丰

富的多媒体素材，在教学过程中，以直观、逼真、生动的手法把知识点全方位地展示给学生，

动态地、直观地表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教学含课堂

多媒体教学模块、课堂测试及实时答疑、在线实训系统等模块；学生自习含共享资源库（多

媒体素材库、精品课程资料库、相关课件汇集等）、知识点测试游戏、模拟综合考试系统等，

全方位激发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衔接课程实训内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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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工程施工虚拟实景教学系统 BZ-VR 
基于三维数据交互平台，结合工程专业实际开发的“园林工程施工虚拟实景教学系统”

可以包括从工程的施工、养护到工程预算的编制等一系列实训过程，以助学为主，通过游戏

的形式，寓教于乐，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整个包括乔灌木栽植工程、大树移植工

程、园路工程施工、假山工程施工、水景工程施工、喷灌工程施工、驳岸和护坡施工等教学

模块，同时可以根据学校教学的重点，进行相应调整；通过这套“虚拟实景教学系统”，学

生可以虚拟系统重复操作，掌握工程作业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些都不是教师讲解和参观学习

能够比拟的；而且，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登陆系统，切实有效地增加学生的实训时间，把很

多实际教学中难以讲解的内容很直观地演示和操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节约大量的资金

投入。 

 

 规划园林设计软件 HCAD v7.0 教学版： 

是一套可以基于 AUTOCAD 和自主产权 QUICKCAD 双平台运行，适用于园林设计、

规划设计、景观设计、场地绿化、工厂总图设计的专业 CAD 软件；软件具有良好的延续性、

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开放性，功能贯穿园林、规划设计工作的全过程， 大限度满足设计需

要；软件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和行业设计规范，贴合专业设计思路和作业习惯，对提高设计效

率、规范设计成果具有相当明显的作用。 

支持平台：AUTOCAD2000 到 2010 所有版本 、QUICKCAD 新版本 8.0 。 

教学版：在一个局域网内可以有 50 台电脑同时运行软件，软件启动后会在明显位置标

明：“授权 xx 学院教学专用--北正科技”字样。 

 

 《设计实务》多媒体教学平台系列 HOME-SW： 

《设计实务》多媒体教学平台系列是集教师课堂教习、学生浏览自习、在线模拟测试及

实时答疑、模拟综合考试为一体的交互式辅助教学系统；动态地、直观地表现教学内容，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地是培训了学生针对具体问题现实实践的技术思维，有效地避免

了目前高校教育“动手能力低下”的尴尬。。。。。。 

 

 图形资源管理实务模拟教学平台 HOME-TX： 
图形资源是规划业务审批与方案审查系统的数据支撑；主要包括规划编制成果图、基础

测绘成果图、建设项目方案图、竣工验收图等资料文件，还包含影像图（航片、卫片）、规

划控制线、项目用地红线、地下管线等信息；现阶段的规划管理部门除了业务审批之外，有

很多精力都花在图形数据资源的管理、使用和维护上；本教学平台以某个城市的具体实例为

蓝本，系统直接基于图形原件及开放式数据库，在 CAD 平上实现空间位置和属性信息管理；

跨文件、跨图层的图形拼接与叠加显示，实现图形资源的模拟管理功能；系统可以独立运行，

也可以与规划管理实务教学平台结合，为学生模拟一个真实、高效的规划管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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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方工程量计算软件 HTCAD v7.0 教学版： 
HTCAD 是一套可以基于 AutoCAD 和自主产权 QuickCAD 双平台运行的土方工程量计

算绘图软件，针对各种复杂地形情况，软件采用了方格网法计算土石方量。软件具有良好的

交互性，界面友好，贴近设计人员的设计思路，能够在 短的时间内计算出土石方量。 

支持平台：AUTOCAD2000 到 2010 所有版本 、QUICKCAD 新版本 8.0 。 

教学版：在一个局域网内可以有 50 台电脑同时运行软件，软件启动后会在明显位置标

明：“授权 xx 学院教学专用--北正科技”字样。 

 

 土地整理规划设计软件 GLAND v8.0 教学版： 
该软件是一套基于 AutoCAD 平台和 QuickCAD 双平台开发的土方整理规划设计软件，

针对目前土地整理规划设计工作中的技术难点 -- 土方计算，采用先进的计算模型，使得计

算过程更智能，计算结果更准确，化繁复为简单具有高度的智能化、自动化的特征。适用于

土地整理规划设计项目、水利项目的土方计算，农业工程中的农田规整改造等领域。 

支持平台：AUTOCAD2000 到 2010 所有版本 、QUICKCAD 新版本 8.0 。 

教学版：在一个局域网内可以有 50 台电脑同时运行软件，软件启动后会在明显位置标

明：“授权 xx 学院教学专用--北正科技”字样。 

 

  光栅矢量混合处理软件 MagicRV 教学版： 

MagicRV 是一套基于 AutoCAD 2000/2002 的光栅矢量混合处理软件，该软件所提供的功

能不仅能全方位满足光栅图的处理需求，在处理数码真彩图像时（如：纹理图片的校正、裁

剪等预处理）也同样毫不逊色。 

 

  三维景观漫游系统 MagicViz 教学版： 
三维景观漫游系统 Magic 是基于 WinTel 架构(PC)的虚拟现实&视景仿真解决方案。其人

性化的图形操作界面、简单的用户操作逻辑、强大的系统兼容性（兼容 3DS Max、AutoCAD）、

效果图级的渲染画面、多种实时交互式漫游模式，使得高端的虚拟现实技术真正成为有效的

专业工具。 

 

 园林规划虚拟实训平台 BZ-YL： 

立足园林园艺专业的主干课程的基本要求，确保虚拟实训 大限度地贴近教学实际，解

决学生实验实训受到季节因素，实验场地和实验成本的制约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加强学生

的动手的能力。软件具有教学演示，个人实践，实训考核三大功能，重点为个人实践和实训

考核。系统开发的手段以三维动画和平面相结合，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 
 

示例演示：http://www.homeland.com.cn/download/xn1.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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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树木学》多媒体教学平台

HOME-SM 

简单介绍： 

《园林树木学》多媒体教学平台是集教师课堂教习、学生浏览自习、在线模拟测试及

实时答疑、模拟综合考试为一体的交互式辅助教学系统。软件设计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在结

合园林树木学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本教学平台提供的大量、丰富的多媒体素材，在教学

过程中，以直观、逼真、生动的手法把园林树木的特性、形态、生长规律及分布等信息全方

位地展示给学生，动态地、直观地表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系统在教学素材表现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强调文字、图片、动画、

视频的结合，具体形象地展现尤其是那些教学中难于用现场教学展示的场景，突破了时间、

空间和季节的限制，将会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本系统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各大高

等院校的优秀教例和优质教学素材资源，多个角度形象生动的反映同个案例的相关特性和发

生发展规律，可以直接应用于课堂多媒体教学，也可以供学生浏览学习，同时也可以供社会

上的植保工作者和园林规划设计工作者查询和参考；本系统还提供了多种表现形式和先进的

查询检索手段。使用者可以通过树木名称、拉丁名、主题词、地理位置、类别等各种途径方

便迅速地查到所需要的资料。 
 

主要功能： 

   ○ 教师系统功能： 
园林树木数据库的更新和扩充 
教学课件系统 
答疑和评价系统 
模拟试题制作系统 
课堂思考问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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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操作功能： 
自学和咨询系统 
课堂自我测试系统 
 
 
 
 
 
 
 
 
 
 
                 
   ○ 模拟考试功能： 
试题库系统 
评分系统 
学生档案保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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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统管理功能： 
班级管理系统 
主要教师注册 
学生管理系统 
系统备份及数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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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花卉学》多媒体教学平台 

HOME-HH 

简单介绍： 

《园林花卉学》多媒体教学平台是集教师课堂教习、学生浏览自习、在线模拟测试及

实时答疑、模拟综合考试为一体的交互式辅助教学系统。软件设计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在结

合园林花卉学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本教学平台提供的大量、丰富的多媒体素材，在教学

过程中，以直观、逼真、生动的手法把园林花卉的特性、形态、生长规律及分布等信息全方

位地展示给学生，动态地、直观地表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系统在教学素材表现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强调文字、图片、动画、

视频的结合，具体形象地展现尤其是那些教学中难于用现场教学展示的场景，突破了时间、

空间和季节的限制，将会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本系统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各大高

等院校的优秀教例和优质教学素材资源，多个角度形象生动的反映同个案例的相关特性和发

生发展规律，可以直接应用于课堂多媒体教学，也可以供学生浏览学习，同时也可以供社会

上的植保工作者和园林规划设计工作者查询和参考；本系统还提供了多种表现形式和先进的

查询检索手段。使用者可以通过花卉名称、拉丁

名、主题词、地理位置、类别等各种途径方便迅

速地查到所需要的资料。 
 

主要功能： 

   ○ 教师系统功能： 
园林花卉数据库的更新和扩充 
教学课件系统 
答疑和评价系统 
模拟试题制作系统 
课堂思考问答系统 
 
 

 
   ○ 学生操作功能： 
自学和咨询系统 
课堂自我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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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模拟考试功能： 
试题库系统 
评分系统 
学生档案保存系统 
  
 
 
 
 
 
 
 
 
 
   ○ 系统管理功能： 
班级管理系统 
主要教师注册 
学生管理系统 
系统备份及数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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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综合实训系统 

BZ-BCH 

简单介绍： 

园林植物病虫害防治综合实训系统是集教师课堂教习、学生浏览自习、在线模拟测试

及实时答疑、模拟综合考试为一体的交互式辅助教学系统。软件设计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在

结合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本教学平台提供的大量、丰富的多媒体素材，在教学过程中，

以直观、逼真、生动的手法把园林植物病虫害的特性、形态、生长规律及分布等信息全方位

地展示给学生，动态地、直观地表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系统在教学素材表现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强调文字、图片、动画、

视频的结合，具体形象地展现尤其是那些教学中难于用现场教学展示的场景，突破了时间、

空间和季节的限制，将会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本系统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各大高

等院校的优秀教例和优质教学素材资源，多个角度形象生动的反映同个案例的相关特性和发

生发展规律，可以直接应用于课堂多媒体教学，也可以供学生浏览学习，同时也可以供社会

上的植保工作者和园林规划设计工作者查询和参考；本系统还提供了多种表现形式和先进的

查询检索手段。使用者可以通过名称、拉丁名、主题词、地理位置、类别等各种途径方便迅

速地查到所需要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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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 教师系统功能： 
数据库的更新和扩充 
教学课件系统 
答疑和评价系统 
模拟试题制作系统 
课堂思考问答系统 
 
 

 
   ○ 学生操作功能： 
自学和咨询系统 
课堂自我测试系统 
 
 
                 
   ○ 模拟考试功能： 
试题库系统 
评分系统 
学生档案保存系统 
  
 
 
 
   ○ 系统管理功能： 
班级管理系统 
主要教师注册 
学生管理系统 
系统备份及数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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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工程概预算》模拟教学平台 

HOME-GYS 

简单介绍： 

《园林工程概预算》模拟教学平台从实际应用出发，以园林案例工程预决算的实践过

程为主线，将统计分析方法、应用案例分析有机结合。这种实践教学的方式，使学生巩固已

学到的理论知识点，培养了学生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统计思维，提高了学生分析、解决实际工

程预决算问题的综合能力，让学生在理论学习中掌握的知识点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体现了专

业课程性质和教学特点。 
 本系统让学生通过案例实践操作，可以体验园林工程概预算的整个作业流程，从而全

面掌握园林工程概预算的知识，更加深刻地理解各个分项对工程的影响和作用，并能把园林

工程概预算知识熟练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学生毕业后能很快地适应相关工作专业要求，提

高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操作对学生的知识运用能力进行考评，即

时地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便及时调整自身的教学方法，保证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本系统帮助学生对园林工程概预算有了一个更为清晰和感性的认识，解决了传统教学

理论和实践容易脱节的问题，也让教师摆脱了需要大量讲义的传统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

的同时确保了教学质量。 

主要功能： 

   ○ 教师系统功能： 
工程案例管理  
教学课件系统 
答疑和评价系统 
课堂思考问答系统 
 
   ○ 学生操作功能： 
案例作业练习 
概预算知识点学习 
工程量统计规则 
自学和咨询系统 
课堂自我测试系统 

○ 模拟考试功能： 
案例模拟测试 
评分系统 
学生档案保存系统 
 
 
   ○ 系统管理功能： 
班级管理系统 
主要教师注册 
学生管理系统 
系统备份及数据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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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实务》教学平台系列 

HOME-SW 

简单介绍： 

职业教育是打造世界制造中心的动力源，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助推器，是加速国家现代

化的发动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设计实务》系列教学平台以职业技术教育为导向，

是集教师课堂教习、学生浏览自习、在线模拟测试及实时答疑、模拟综合考试为一体的交互

式辅助教学系统。 
软件设计的主要目标是使学生在结合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本教学平台提供的大量、

丰富、时新的多媒体案例素材，在教学过程中，以直观、逼真、生动的手法把设计案例的方

案背景、设计构想、方案审定依据及相关专家点评意见等信息全方位地展示给学生，动态地、

直观地表现教学内容，增加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地是培训了学生针

对具体问题现实实践的技术思维，有效地避免了目前高校教育“动手能力低下”的尴尬。 
 本系统在教学素材表现形式上，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强调文字、图片、动画、

视频的结合，具体形象地展现尤其是那些教学中难于用现场教学展示的场景，突破了时间、

空间和季节的限制，将会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本系统广泛收集整理国内各大高等院校的优秀教例和优质教学素材资源，丰富充实了

大量的现实设计案例，多个角度形象生动的反映设计案例的独特出众之处，可以直接应用于

课堂多媒体教学，也可以供学生浏览学习，同时也可以供社会上的专业设计工作者查询参考。 
本系统还提供了多种表现形式和先进的查询检索手段。使用者可以通过设计类型、设

计地域、主题词、地理位置等各种途径方便迅速地查到所需要的资料。 

主要功能： 

   ○ 教师系统功能： 
设计实务案例库的更新和扩充 
教学课件系统 
答疑和评价系统 
模拟试题制作系统 
课堂思考问答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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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操作功能： 
自学和咨询系统 
课堂自我测试系统 
 
 
 
 
 
 
 
 
 
 
 
 
 
 
 
 
 
 
                 
   ○ 模拟考试功能：             ○ 系统管理功能： 
试题库系统                              班级管理系统 
评分系统                                主要教师注册 
学生档案保存系统                        学生管理系统 

系统备份及数据恢复 
 

   
   ○ “设计实务”多媒体教学平台系列有 ： 
 

◆ “设计实务之园林设计”多媒体教学平台 

◆ “设计实务之环境艺术”多媒体教学平台 
◆ “设计实务之室内设计”多媒体教学平台 
◆ “设计实务之建筑设计”多媒体教学平台 
◆ “设计实务之城市规划”多媒体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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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虚拟实训平台 

BZ-YL  简介 

 
北正园林虚拟实训平台 BZ-YL 可以涵盖园林工程，园林树木和园林花卉的栽植与养护，

植物识别，病虫害防治等一系列实训过程，以助学为主，通过虚拟的形式，寓教于乐，培养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可以根据不同学校教学的重点，进行相应调整与定向制作。  

    学生注册后即可进入 BZ-YL 系统，系统能够自动统计学生用户实训成绩并记入数据库

之中，再次进入时，可以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完成后续任务。指导教师以教师用户身份进入系

统后，不仅可以查询学生实训成绩，及时掌握教学效果，还可以从后台修改、更新综合测试

内容，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职业教育需求。  

在教学重点问题的处理上，通过虚拟教学系统可以使教学更直观，缩短了学生掌握知识、

技能的时间。 

 

 

以“大树移植”虚拟实训过程为例说明虚拟实训平台的建设 

“大树移植”虚拟实训 

实训的目的： 

通过实训了解大树移植的技术流程与技术要求，掌握关键措施，使栽植坑穴与土球规格

相符，树木栽植正、直，符合设计要求。 

实训材料： 

材料：待移植的大树 

用具：锄头、铁锹、枝剪、护树桩、木板、吊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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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前处理： 

移栽大树前必须做好树体的处理，对落叶乔木应根据树形的要求对树冠进行重修剪，一

般剪掉全部枝叶的 1/3-1/2；树冠越大，伤根越多，移栽季节越不适宜，越应加重修剪尽量

减少树冠的蒸腾面积。 

 

移栽前重剪 

 

修剪后的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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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挖掘和包装： 

第一，裸根移植仅限于落叶乔木，按规定根系大小，应视根系分布而定，一般为干径

1.3m 处的 8至 10 倍。挖掘时应沿所留的根幅外垂直下挖操作沟，沟宽 60-80cm，够深视根

系的分布而定，挖至不见主根为准，挖掘过程中所有预留根系外的根系应全部切断，遇到粗

根应用手锯锯断。 

第二，捆扎土球，在大树的基部捆扎草绳 60-80cm 高，并在捆好的草绳上钉护板以保护

树干。“打腰箍”，用浸好水的草绳，将土球腰部缠绕紧，随绕拍打勒紧，腰绳宽度视土球而

定，一般 8-10 圈草绳，草绳捆扎要求松紧适度、均匀。一般为土球的 1/5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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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操作沟 

 

 

剪预留外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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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吊运： 

大树吊运是大树移植的重要环节之一，直接关系到树的成活、施工质量及属性点美观等，

一般采用起重机吊装或滑车吊装，汽车运输的办法完成。树身与车板接触之处，必须垫软物，

吊装好后一般应用草席或高密度遮阳网覆盖树体特别是树冠，减少水分蒸发。 

 

大树定植： 

采用堆土种植法，即在圃地事先挖种植穴，穴的比例比土球直径大 30-40cm，深度为

30-40cm，在挖好的种植穴底部先施基肥，并用土堆成 10cm 左右高的小土堆。当树木栽植方

向确定后，即可将树木轻落坑中，解开吊绳和包装 

材料，然后均匀的填入红壤或黄红壤土，树木定植好后应立即灌水，直到灌透为止。 

支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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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园林设计软件 HCAD 

简单介绍： 

     《规划园林设计软件 HCAD》版是一套可以基于 AutoCAD 和自主产权 QCAD 双平

台运行的专业设计软件，与 CAD 完全兼容，程序包括了系统、道路、绿化、园林、地块、

建筑、标注、工具、图库中心、指标、设计规范等功能模块，贯穿了园林方案图、初步设计

及竣工图等各个工作阶段，无论是对专业的园林设计单位还是对园林施工单位方案图或竣工

图的修改、完善都有很大的帮助与提高；软件同时提供了上千幅 DWG 格式的实用园林素材

库，以及大量的方案成果图与设计规范和手册，极大丰富了园林设计的素材和资料；使操作

更方便、更快捷；适用于园林设计、景观设计、规划设计、绿化设计、总图设计的专业 CAD
软件。 
      以 AUTOCAD 和 QCAD 为图形支撑平台，软件所有代码用 VC++6.0,ObjectArx2000
和 Visual.net 和 ObjectArx2004 编写；具有良好的延续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和开放性，在

大限度满足用户设计工作需要的同时，也提供用户继续深化定制的开放接口。软件严格遵

循国家标准和行业设计规范；贴近专业人员的设计思路。因此对专业人员提高设计效率，规

范设计成果具有明显的作用。 
      家园软件以其优秀的功能、可靠的质量以及完善的技术服务，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信任

与热爱，己获得广泛应用，软件使用口碑良好。HCAD 不断推陈出新，目前已成为一个多

平台，多系统的 CAD 软件，全面支持单机用户、网络用户。  

特点： 

   实用：软件开发始终把实用作为第一原则，所有功能均有工程实例背景，明确的辅助

设计编程理念贯穿始终，数据输入输出以 Microsoft Excel 作为处理软件，数据

格式完全按照作业习惯确定，使用起来灵活方便。 
 

   方便：基于快速表达园林设计思想的绘画表现技法，力求为设计人员提供快捷的画图

工具，尽量减少各种限制。生成的全部图形对象均为 AutoCAD 的基本类型实

体，使用 AutoCAD 命令画的图可以用软件任意修改，软件生成的图形也可以

在基本的 AutoCAD 中任意编辑修改。 
                 
   简单：操作步骤清晰明确，选项功能一目了然，应用 AutoCAD 推荐的定制工具和编

程语言开发， 大限度地保持了 AutoCAD 的原汁原味，用户可以随时切换回

CAD 菜单，定制文件和程序文件独立编制，没有同名和修改任何 AutoCAD 文

件，与其它软件没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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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园林设计软件 HCAD 
功能模块简介 

 

一． 系统 
1． 系统初始化：确定绘图比例和系统初设字高以及绘图单位，同时自动加载相关的线型

和型文件。该命令可在绘图前或绘图中随时使用或更改相应参数，而不

影响绘图本身。 
2． 绘制图框：自动绘制工程图框、图签、会签等。 
3． 设置坐标：新建和编辑施工坐标系 A-B，同时可对测量坐标系和施工坐标系之间进行

相互切换。 
4． 绘制坐标网：按要求的网格间距和位置，程序自动绘制测量坐标网或施工坐标网。 
5． 指北针：选择相应的指北针形式。 
6． 比例尺：选择相应的比例尺。 
7． 风玫瑰：调用相应的风玫瑰，程序自动确定指北方向，插入时可调整比例。 
8． UCS 图标开关：打开或关闭 UCS 图标。 
9． 工具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打开或关闭各类工具条。该功能与把光标移到工具条

上点鼠标右键功能一致。 
10． 热键自定义：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各个命令设置相应的键盘命令。 
11． 窗口菜单：该功能可打开窗口菜单，无论用户如何在“HCAD”或“AutoCAD”中切

换，该窗口菜单的功能都是“HCAD”中的功能，同时可任意调整菜单的

位置。 
12． 切换到 ACAD 菜单：将菜单切换到 AutoCAD 的菜单。切换到 AutoCAD 菜单后，在

“文件”模块中有一项为“切换到 HCAD 菜单”，使用该功能可

以将菜单切换到 HCAD 软件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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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路 
1． 道路绘制：根据设计尺寸，用中线定位方式绘制各种类型的道路，并对相交道路按用

户要求自动进行交叉处理和圆切角处理。 
2． 道路喇叭口：绘制道路喇叭口和删除道路喇叭口。 
3． 道路车港：绘制道路车港和删除道路车港。 
4． 分隔带：绘制、裁剪、填充道路分隔带。 
5． 沿路布置树：沿道路布置一种或多种二维绿化树。 
6． 沿线布置树：沿着普通线两侧布置一种或多种二维绿化树（无偏移距离即为沿线）。 
7． 道路统计：自动统计道路面积。 
8． 查看道路：自动查看道路的属性。 
9． 属性查询修改：修改道路属性。 
10． 道路圆角修改：对道路圆角进行修改。 
11． 半径修改：可框选圆弧批处理半径修改。 
12． 倒圆切角：快速倒圆、到角的简易工具。 
13． 圆切转换：圆角和切角的相互转换工具。 
14． 道路修剪：对道路进行修剪处理。 
15． 道路色块填充：对道路进行色块填充。 
16． 道路示意填充：对道路进行示意填充。 
17． 色块显示开关：对道路色块填充能自动开和关。 
18． 示意显示开关：对道路示意填充能自动开和关。 
19． 中心线显示开关：对道路中心线能自动开和关。 
20． 曲线要素标注：对道路圆切角进行曲线要素标注。 
21． 曲线要素编辑：对已标注的道路圆切角的曲线要素进行编辑修改。 
22． 曲线要素表：对已标注的道路圆切角的曲线要素以表格的形式输出。 
23． 道路一览表：自动统计道路，并出道路一览表。 
24． 道路断面：自动绘制道路断面。              25.  铁路绘制：自动绘制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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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绿化 
1． 点状草坪：以散点块的形式布置草坪。 
2． 绘制草坪：绘制指定区域内的草坪。 
3． 填充草坪：在某一区域内智能填充草坪，支持非封闭区域。 
4． 绿篱：绿篱的绘制和统计。 
5． 单棵树木：单棵树木绘制。 
6． 沿线树木：沿着普通线布置一种或多种二维绿化树（无偏移距离即为沿线单布）。 
7． 区域布置树：在一个区域内按选定方式布置树木。 
8． 树木重合修剪：将几棵树木的重叠部分自动修剪。 
9． 树木阴影绘制：绘制树木的阴影。 
10． 图块沿线布置：支持任意图元沿线布置。 
11． 树木缩放：自动调整树木的大小，支持单个和一类树种的缩放。 
12． 块缩放：支持任意块的缩放。 
13． 树木替换：替换不同的树种，支持单个和一类树种的替换。 
14． 块替换：支持任意块的相互替换。 
15． 树木查找：按树名或者块名在图中查找相应的树木所在位置，并自动统计数量。 
16． 树木标注：对树木进行树名标注，并自动标注数量。 
17． 树木统计：树木的自动统计与树木一览表的自动绘制。 
18． 绘制乔灌木：绘制各种形式的乔木和灌木。 
19． 绘制花：绘制指定区域内的花。 
20． 绘制竹类：绘制指定区域内的竹类。 
 

 

 
 
 



www.B e i z h .com                                                       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0571）88166520，13606802415；                 Email：HCADSOFT@163.com 27

四． 园林 
1． 直道绘制：绘制园林直道。 
2． 自由小路：绘制园林便道，支持同步绘制路面铺装。 
3． 碎石路：绘制各种样式的碎石路。 
4． 台阶路：绘制台阶小路。 
5． 汀步：绘制各种样式的汀步。 
6． 桥梁：绘制各种样式的桥梁。 
7． 路灯：布置各种样式的路灯。 
8． 交叉处理：对各种线型组成的交叉口进行裁减处理。 
9． 非常规开叉：对各种线型组成的交叉口进行非常规的裁减处理。 
10． 图案填充标注：各种样式的图案填充，集成面积及名称标注。 
11． 填充图案编辑：对填充图案做位移、挖空、生成边界和填满处理。 
12． 面积统计：灵活自由地统计大量闭合体或者填充图案的面积及自动标注。 
13． 路牙绘制：对路牙进行绘制。 
14． 绘制游廊：对游廊进行绘制。 
15． 花架绘制：自动绘制花架。 
16． 台阶绘制：自动绘制台阶。 
17． 廊柱绘制：自动绘制廊柱。 
18． 围墙绘制：自动绘制围墙。 
19． 管线绘制：自动绘制管线。 
20． 景观分析线：用各种参数确定的线型绘制景观分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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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块 
1． 用地红线：该命令可以逐点绘制红线，在指标计算中将以此绘制的红线计算规划总用

地面积。 
2． 地块生成：该命令可以逐点生成或自动生成方式形成地块。 
3． 红线回退：该命令可以单边或等边退红线，可针对任意线型。 
4． 地块填充：按要求填充地块的颜色及图案。 
5． 填充显示开关：自动开关色块填充和图案填充的层。共有四种切换方式：只显示图案；

只显示色块；图案和色块均显示；图案和色块均不显示。 
6． 地块属性查询：在地块内任意指定一点，显示该地块所有的地块信息。同时允许用户

修改信息，并可进行地块标注。 
7． 地块属性标注：对已生成的地块进行属性标注。 
8． 指标统计表：绘制地块指标统计表。 
9． 村庄用地计算表：对村庄用地进行计算和统计。 
10． 集镇用地计算表：对集镇用地进行计算和统计。 
11． 居住区用地平衡表：居住区用地平衡表的绘制。 
12． 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绘制城市建设用地平衡表。 
13． 总体规划用地汇总表：绘制城市总体规划用地汇总表。 
14． 制作图则：自动计算地块指标和绘制图则。 
15． 部分保存：可以截取当前视图的某一部分图元单独保存，方便出图和计算。 
 

 
 

六． 建筑 
1． 绘制建构筑：绘制建、构筑物。 
2． 单体建筑调用：调用单体图库中的图块。 
3． 属性查询修改：输入、查询、修改建筑属性。 



www.B e i z h .com                                                       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0571）88166520，13606802415；                 Email：HCADSOFT@163.com 29

4． 建构筑一览表：建筑面积、占地面积的统计和制表。 
5． 建筑填充：对建构筑物进行平面色块和阴影的填充。 
6． 绘制回车场：自动绘制回车场。 
7． 绘制停车场：自动绘制停车场。 
8． 沿线停车：支持灵活机动地沿线布置停车位。 
 

七． 三维 
1． 三维转换：可以将二维的平面方案图转换成三维立体的，方便出鸟瞰效果图。 
2． 三维视角：相当于 Vpoint 命令，同时预设了９个固定视角，便于观察。 
3． 设置高度：设置实体的三维高度。 
4． 垂直复制：在垂直方向上复制图元，此命令可在轴测状态及透视状态下使用。 
5． 垂直移动：在垂直方向上移动图元，此命令可在轴测状态及透视状态下使用。 
6． 三维树：单点插入三维树木。 
7． 三维行人：单点插入三维行人。 
8． 三维路灯：单点插入三维路灯。 
9． 三维车辆：单点插入三维车辆。 
10． 三维园林亭：单点插入三维园林亭。 
11． 三维游乐设施：单点插入三维游乐设施。 
12． 采集等高线：方便采集等高线信息，并支持自动标注，方便后期地表建模。 
13． 地表建模：方便快速地根据等高线生成地表模型。 
14． 绿化附地：将绿化根据地形自动起伏，方便后期效果贴图和渲染。 
15． 绿化附模：系统同样支持其他软件生成的地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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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竖向 
1． 定义标高点：定义设计标高的离散点。 
2． 采集点标高：系统具适应未知格式图形的机制，灵活采集已经成图的 CAD 高程信息。 
3． 导入标高：可以接受不同格式的高程数据文本文件，将标高信息导入到设计图中。 
4． 定义等高线：将无标高信息的等高线转换为有标高信息的等高线。 
5． 离散等高线：将等高线转成具有标高信息的离散点，程序才能正确计算标高值。 
6． 任意点标高：指定任意一点位置，程序通过计算显示该点的标高值。 
7． 室外标高标注：对室外标高进行标注。 
8． 室外坡度标注：对室外坡度进行标注。 
9． 管线绘制：灵活绘制各类管线。 
10． 长度统计：自动灵活统计管线长度，并支持非管线 CAD 图元。 
11． 管线标注：快捷标注各类管线。 
12． 碰撞检查：管线的自动碰撞检查。 
13． 管线图例：自动汇总绘制管线图例。 

 

 

九． 标注 
1． 曲线文字：在曲线上标注文字或数字并可动态调整。 
2． 坐标标注：测量坐标和施工坐标的标注。 
（1） 参数设置：对标注的各参数进行设置。 
（2） XY 标注：在测量坐标系或施工坐标系中均可标注测量坐标 XY，程序自动统计该点

的 XY 值。 
（3） AB 标注：在测量坐标系或施工坐标系中均可标注施工坐标 AB，程序自动统计该点

的 AB 值。 
（4） 旁注 XY 值：旁注 X 值或 Y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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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旁注 AB 值：旁注 A 值或 B 值。 
（6） 合并标注：测量坐标 XY 和施工坐标 AB 的合并标注。 
（7） 分开标注：合并标注的逆操作。 
（8） 坐标编辑：对已标注的坐标进行编辑。 
（9） 坐标置换：对已标注的坐标根据新的坐标系调整坐标值的位置。 
（10） 切换标注：对已标注的 XY 值或 AB 值自动切换成 AB 值或 XY 值。 
（11） 移动标注：移动已标注的坐标位置，坐标值自动更新。 
（12） 调整标角：调整标注的角度。 
（13） 显示隔号：显示确定的分隔号形式。 
（14） 隐藏隔号：隐藏已标注的分隔号形式，是显示隔号的逆操作。 
（15） 坐标表：汇总并排列坐标，并以表格的形式输出。 
3． 标高标注：标高的设置和标注。 
4． 标高编辑：对已标注的标高进行编辑。 
5． 坡度标注：坡度的设置和标注。 
6． 编号标注：编号的设置和标注。 
7． 层数标注：层数的设置和标注。 
8． 切换层数：层数标注点与数字的相互切换。 
9． +0.00 标注：+0.00 的标注。 
10． 截取标注：以截取断面的形式标注尺寸。 
11． 竖向标注：对竖向标高进行标注。 
12． 道路宽度标注：道路宽度的标注。 
13． 树名标注：自动提取树木名称并标注。 
 

十． 工具 
1、  工具箱：各种绘图中的实用功能。 
2、 层处理器：对所设置的层进行各种操作。 
（1） 显示全部层：显示全部图层上的实体。 
（2） 显示指定层：输入层名或者直接指定某个层上的样本实体，系统将只显示指定图层。 
（3） 关闭指定层：输入层名或者直接指定某个层上的样本实体，系统将关闭指定的图层。 
（4） 设定当前层：指定当前图层。 
（5） 层归属工具：可以将选择图元归属到指定层上，并支持新建图层。 
（6） 合并相关层：将不同层的实体合并到一个层上。 
（7） 分解相关层：将同一层上的实体分解到不同层上。 
（8） 删除指定层：删除指定的层名及该层上的所有实体。 
3、 层显示记忆：将目前层显示的状态记忆下来。 
4、 提取实体参数：自动提取实体的属性。 
5、 部分保存：可以截取当前视图的某一部分图元单独保存，方便出图和计算。 
6、 面积统计标注：对闭合体或者填充实体进行面积统计及动态标注。 
7、 测量长度：测量线段或实体间的距离并累计。 
8、 测量面积：面积统计，同时将面积与周长自动标注。 
9、 制表器：按要求设置表格，并输入相应文字，插入到屏幕中。 
10、 玫瑰生成器：根据气象资料程序自动生成风玫瑰并插入到图中。 
11、 设置高度：设置实体的三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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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三维视角：相当于 Vpoint 命令，同时预设了９个固定视角，便于观察。 
13、 垂直复制：在垂直方向上复制图元，此命令可在轴测状态及透视状态下使用。 
14、 垂直移动：在垂直方向上移动图元，此命令可在轴测状态及透视状态下使用。 
15、 保存视窗：保存不同角度的屏幕视窗。 
16、 管理视窗：对不同的视窗进行管理。用户可设定多个视窗，并可对视窗进行当前设置，

删除、清空等操作。 
17、 组开关：对组进行打开或关闭，分别支持单独编辑和整体编辑。 
 

十一． 指标 
1． 城市经济技术指标表：绘制城市经济技术指标表。 
2． 规划综合技术指标表：绘制规划综合技术指标表。 
3． 公用工程指标表：绘制公用工程指标表。 
4． 总用地面积：计算规划总用地面积（如果图中有规划红线，则统计规划红线的总面积；

如果没有规划红线，则绘制范围，统计其面积作为总用地面积）。 
5． 建构筑面积：统计建构筑的面积。 
6． 建构筑占地面积：统计建构筑的占地面积。 
7． 绿化面积：统计绿化面积。 
8． 地块建筑密度：统计单个地块的建筑密度。 
9． 地块建筑容积率：统计单个地块的建筑容积率。 
10． 地块绿地率：统计单个地块的绿地率。 
 

十二． 图库中心 
1． 图库中心：包括三维、立面、平面等各种图库，并且向用户开放，支持个人增减。 
2． 做法图：包括路面铺装、台阶、儿童活动场、建筑小品等数几千幅图供用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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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工程量计算软件 HTCAD 

软件简介 
 
产品介绍： 

HTCAD 是一套基于 AutoCAD 平台上开发的土方工程量计算绘图软件，针对各种复

杂地形情况，软件可采用方格网法/断面法计算土石方量。软件具有良好的交互性，界面友

好，贴近设计人员的设计思路，能够在 短的时间内精确计算出土石方量。适用于工业设计

院总图专业，规划设计、园林设计中的土石方计算，农业工程中的农田规整改造、房地产公

司的土方计算等领域。 
功能介绍： 
1． 地形的输入输出及处理 

A． 可以接受不同测量单位制作的不同格式的高程数据文本文件，系统具有适应未知格

式图形的机制；  
B． 提供智能的等高线、高程数据转换功能，可以快捷地将普通地形图转换为具有三维

信息的地形图；  
C． 可以对高程数据有问题的地形图进行智能处理，自动把有问题的数据（一般是制图

不规范操作产生的）隔离起来，以免它干扰后续处理；  
D． 可以把高程信息输出到电子高程数据文件；  
E． 可以生成具有任意曲线路径的地面断面图；  
F． 可以模拟任意边界的场地数字地面（高程）模型——DTM(DEM)；  

2． 场地区块 
A． 可以在图形中设置任意数量的区块；  
B． 每一个区块可以有任意形状的边界；  
C． 区块可以嵌套、交叉、包含，形成各种各样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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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格网/断面法 

A． 方格网可以有任意的精度；  
B． 方格网可以任意角度倾斜布置；可以选择选线设置倾斜角度；  
C． 可以预先设置方格网要通过的点;  

4． 自然标高 
A．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确定方格网节点的自然标高，完全自动化、智能化数据采集方式；  
B． 可以非常方便地修改节点自然标高；  
C． 可以随时显示或不显示任意一个区块的自然标高；  

5． 设计高程输入 
A． 可以快捷地输入设计等高线； 
B． 可以根据用户的设计要求输入设计标高控制点； 
C． 智能块面输入，可以快速输入复杂设计面； 
D． 支持智能放坡（二级/三级放坡） 

6． 土方计算 
A． 根据土方平衡及总量 小的原则，自动或交互式优化各区块设计坡面； 
B． 计算范围可以任意指定，计算过程可以多次反复，相关图形数据自动调整； 
C． 自动计算绘制土方挖填零线； 
D． 提供多种方式汇总土方量，包括土方列汇总； 
E． 可绘制任意断面的平土剖面图，直观地比较平土前后地形的变化； 
F． 自动生成土方工程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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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景观漫游系统 

MagicViz  简介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是一种用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计算机技术。作为一门

先进的人机交流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军事模拟、视景仿真、虚拟制造、虚拟设

计、虚拟装配、科学可视化等领域。 

虚拟现实的软件系统是实现 VR 技术应用的关键。VR 技术在国外的应用比国内早，培

育出一些大型的VR开发及演示软件。但是这些系统基本上都在专业的UNIX工作站上实现，

其昂贵的软硬件价格和极差的兼容性让大多数用户无法接受。另外，这些系统在建筑、城市

规划领域应用有较大的先天不足，如：软件应用需要二次开发、与行业特点结合不够紧密以

及价格比较昂贵等。 

三维景观漫游系统 Magic 是基于 WinTel 架构(PC)的虚拟现实&视景仿真解决方案，是

一种经济可行的系统实现模式。其人性化的图形操作界面、简单的用户操作逻辑、强大的系

统兼容性（兼容 3DS Max、AutoCAD）、效果图级的渲染画面、多种实时交互式漫游模式，

使得高端的虚拟现实技术真正成为有效的专业工具，虚拟现实技术也将在园林景观、城建展

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等诸多领域引发新一轮的数字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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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景观漫游系统 Magic 使城建展示、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乃至现实城市的虚拟表

现从原有的设计图、效果图、沙盘模型展示提升到全新的三维数字化技术阶段，解决了传统

手段表现不够直观、真实的难题。另外，Magic 系统还提供有多种高性能的附加模块，以满

足用户的全方位需求： 

1、 Magic 独特的开放性，使得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即时更改建筑物的高

度、位置、外观材质和纹理、绿化树种和高度，并可导入其他系统中已建

成的模型等。 

2、 Magic 允许用户根据某种特定的展示需求，预先设置漫游路径、漫游速度、

视点高度、视线方向、视野大小，在实际展示时，操作人员只需选定相应

的漫游路径，系统的自动导航功能即可完成自动展示。 

3、 Magic 全面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定制每类对

象的附带属性，在实时渲染时可以方便地查询相关的属性。  

4、 Magic 预留有与 GIS 系统交互的接口，为与其他应用领域的 GIS 系统的对

接提供了技术基础。 

功能特点： 

1、 功能高效：   

Magic 采用了高效的优化算法，并且设置了合理的 LOD 层次，因此有能力把高端

的虚拟现实技术架构在 WinTel 平台上，简单的场景

只需普通 PC 即可，复杂的应用也只需高端的 PC 图

形工作站就可满足需要，避免用户在硬件上付出巨

额投资。 

 

2、 操作简便：   

Magic 运行在 Windows 系列平台上，其图形化的用户界面、人性化的操作逻辑，

大幅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以及在人员培训上的投入。此外，Magic 的系统架构师具有

多年的专业 CAD 软件（注：规划园林软件 HCAD 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园林设计、景观

设计、园林设计、林业规划、绿化工程等行业）的设计和管理经验，确保了系统的专业

性、适用性、实用性、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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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灵活：   

Magic 提供了多种漫游模式（a、自由漫游模式：允许自定义各相关漫游参数，如：

漫游速度、前进方向、视点高度、视线角度、视

野大小（焦距）等；b、自动导航模式：Magic 允

许用户根据某种特定的展示需求，预先设置漫游

路径、漫游速度、视点高度、视线方向、视野大

小，在实际展示时，操作人员只需选定相应的漫

游路径，系统的自动导航功能即可完成自动展示。） 

 

4、 开放性： 

Magic 采用了开放性系统架构，可以兼容传统的三维建模软件（如 3DS Max 等）

的数据格式，允许用户直接导入已完成的三维模型； 

 

5、 良好的交互性： 

Magic 全面采用了面向对象的思想，不仅可以实时查询对象的专有属性及其自定

义属性，并可实时编辑修改相关属性，如：建筑

物的高度、位置、外观材质和纹理、绿化树种和

高度； 

 

6、 高质量的渲染效果： 

Magic 提供的准效果图级的三维可视化技术，让用户沉浸在亦真亦幻的虚拟现实

环境中。 

 

7、 数据共享接口： 

Magic 的视频导出功能，还可以制作虚拟动画供电视、展览或制作多媒体宣传资

料使用，进一步提高宣传展示效果；Magic 的 GIS 接口和其他通用的 GIS 系统集成，建

立一个虚拟现实级的三维数字化综合信息系统，

甚至和其他专业（如市政、消防、安全、公交、

水、电、气等）的管理系统对接，从而构建一个

强大的三维数字化城市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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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 件 服 务 情 况 

 

一、 培训服务： 

1、 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专属培训部，随时为上门客户提供免费培训服务； 

2、 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与其代理商合作，在各地设置培训点，向地方用户提供服务； 

 

二、 升级服务： 

1、购买软件之后一年之内所有版本升级免费（均采用光盘为载体）； 

2、一年之后，所有小版本升级免费，大版本升级收取成本费和基本软件维护服务费用； 

3、升版服务方式：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及时向用户发放升级通知，收到通知后用户可以

和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联系升级； 

 

三、 售后服务： 

1、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将定期向用户发放用户反馈表，收集用户反馈信息，按用户需求

开发改进软件，以确保技术领先优势和软件的实用性； 

2、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和其代理商为用户免费提供安装、调试、培训及技术支持服务； 

3、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和其代理商及各地办事处都设立电话技术热线，随时提供技术答

疑服务； 

4、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与其代理商及各地办事处和用户建立良好的技术交流关系，为用

户的其他计算机技术问题提供技术支持； 

5、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及代理商通过互联网为各地用户提供远程技术服务； 

 
 

                 杭州北正科技有限公司 

www.beiz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