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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电子地图的超媒体数据模型出发 , 研究基于电子地图的多媒体信息之间关系的非线性存储 、组织 、

管理和浏览信息的表达技术和数据的组织形式。在分析电子地图和超媒体技术特点的基础上 , 以实例来阐述

这种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试验表明 ,基于电子地图的超媒体数据模型能够很好地组织和表达多媒体数据 ,

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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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国内外出现了很多超文本/超媒体技术

的研究组织和机构。国外有美国的 ACM 超文本

特别兴趣小组 SIG LINK 、澳大利亚的超媒体研究

组 LINKS 、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计算机系超

媒体研究实验室 、德国 Darmstadt技术大学的出

版和信息系统一体化研究所等;国内有广西计算

机中心的基于图形的超媒体系统(GBH)等。目

前 ,超文本/超媒体技术已经渗透到计算机学科的

各个领域 。

电子地图是一种新型的地图产品 ,作为空间

信息的载体 ,它具有动态性和交互性 、多媒体集成

性 、可查询检索性等特点 。多媒体电子地图集图

形 、图像 、文本 、图表 、声音 、动画 、视频等媒体于一

体 ,增加了地图表达空间信息的媒体形式 ,以视

觉 、听觉 、触觉等感知形式 ,直观 、形象 、生动地表

达空间信息。

本文研究的基于电子地图的超媒体数据模型

(electronic map_based hypermedia data model , EM-

BHDM),以电子地图为基础 ,采用超媒体技术 ,以

连接多媒体信息的地理空间实体作为信息“节

点” ,以地理实体对象间的空间关系作为“链” ,“节

点”和“链”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组成复杂的信息

网络 ,从而实现对地理目标的可视化 、空间信息查

询 、空间检索 、空间分析等功能 。EMBHDM 采用

了图形图像处理 、空间数据库管理技术 、分层信息

管理模式和面向用户需求的接口设计 ,为用户提

供了方便灵活的图形编辑 、视图显示 、数据处理 、

节点和链信息的自定义以及丰富的信息链接和表

现形式。

1　超媒体定义

超文本是一种按信息之间关系非线性地存

贮 、组织 、管理和浏览信息的计算机技术 。超文本

与传统计算机技术的区别在于 ,它不仅注重所要

管理的信息 ,更注重信息之间关系的建立和表达。

超文本以信息之间的关系建立和表达现实世界中

的各种知识 、各种系统 ,它为计算机与人的交流提

供了一种新的 、更符合人的习惯的方式 。

超文本技术将自然语言文本和计算机交互式

地转移或动态显示线性文本的能力结合在一起 ,

它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就是在文档内部和文档之间

建立关系 ,正是这种关系给了文本以非线性的组

织。简单地说 ,超文本是由存放信息的节点和描

述信息之间关系的链组成 。节点是超文本系统中

和某个论题相关的自然数据单元。链是超文本系

统中表现信息之间关系的实体 ,它隐藏在信息背

后 ,记录在应用系统里 ,如果不刻意做些标记 ,用

户只是在从一个节点转向另一个节点时 ,才会感

觉到链的存在 。超文本有了链才有了非线性 ,用

户才能“沿着”链找到相关信息 。有了节点和链 ,

就有了信息网 。和传统的信息技术不同 ,在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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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中 ,用户查看信息的操作是根据信息之间

的关系(链)进行的。从应用角度看 ,浏览是用户

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的一种活动。浏览活动能否

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浏览效率高低与一个超文本系

统的设计有密切的关系。

超媒体则是利用超文本技术组织 、管理多媒

体信息的技术 ,即用超文本技术管理图形 、图像 、

文字 、声音 、视频 、动画等多媒体信息。

2　电子地图及超媒体的特点

2.1　电子地图的概念

电子地图是以地图数据库为基础 ,以数字形

式存储于计算机外存储器上 ,并能在电子屏幕上

实时显示的可视地图 ,又称“屏幕地图”或“瞬时地

图” 。电子地图技术是集 GIS 技术 、数字制图技

术 、多媒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多项现代技术

为一体的综合技术。多媒体电子地图是一种以可

视化的电子地图为背景 ,用文本 、照片 、图表 、声

音 、动画 、视频等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展示城市 、企

业 、旅游景点等区域综合面貌的现代信息产品 ,它

可以存贮于计算机外存 , 以只读光盘(CD -

ROM)、网络等形式传播 ,以桌面计算机或触摸屏

计算机等形式提供给大众使用 。

2.2　电子地图的特点

电子地图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子地图是空间信息的载体 ,具有动态

性 、交互性 、多媒体集成性 、可查询检索性等特点。

2)复杂的异质数据和数据关系。以电子地

图为载体的空间实体的特征表现为空间特性和非

空间特性 ,对应的数据类型为空间数据和属性数

据。对于空间数据 ,按数据的组织方式又分为矢

量数据和栅格数据 ,如数字线划图是矢量数据 ,遥

感影像为栅格数据;对于属性数据 ,按数据结构化

的组织分为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 ,如基于

关系数据库的属性多为结构化信息的数据;图片 、

声音 、视频多为非结构化信息的数据 。空间实体

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 ,实体间具有多种复杂的空

间或非空间关系 ,其中拓扑关系就是空间关系的

一种。另外 ,空间实体之间复杂关系还表现为非

空间信息之间的关系(即语义信息之间的关系)。

如此复杂的数据类型和数据关系给数据的存储 、

管理带来许多麻烦。

3)丰富多样的信息内容。因为受到比例尺 、

图幅范围和载负量等的限制 ,纸质地图能反映的

信息量有限 ,只能采用地图符号的结构 、色彩和大

小来反映地物的属性;而电子地图能反映的信息

量则大得多 ,它除了有各种地图符号外 ,还能配合

外挂数据库一起使用 ,利用数据的压缩 、分层 、开

窗 、可视化技术等实现海量信息的管理 。

4)复杂的信息关系。地图不仅要表现地理

目标自身的几何(位置)特征 、属性特征 、时间特

征 ,还要表现出几何特征与属性特征 、时间特征之

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地理目标之间的空间关系和属

性关系 。地理目标不仅有简单目标 ,而且有复杂

目标 ,表现出的信息关系也就错综复杂 。

5)信息共享。当地图数字化以后 ,就具备了

信息复制和传播的优点 ,容易实现共享 。电子地

图能够大量无损失复制 ,并且能通过计算机网络

传播 ,存放在 CD_ROM , DVD_ROM 上的地图在

国外已经相当普及。链接到 Internet上的地图库

后 ,能迅速方便地下载世界上很多地方各种类型

的地图。

2.3　超媒体的特点

超媒体技术的特点表现在:

1)可方便 、灵活地管理复杂异质数据;

2)可管理复杂信息关系;

3)使用简单 、方便 、直观;

4)表现形式丰富;

5)开放的超文本技术便于与其他应用共享

数据;

6)超文本技术使系统便于集成和扩展 。

由以上所述可见 ,超媒体技术能根据电子地

图的特点 ,更好地进行基于电子地图的多媒体信

息的表达 。

3　基于电子地图的超媒体数据模型

超媒体由存放多媒体信息的节点和描述多媒

体信息之间关系的链组成。EMBHDM 就是以电

子地图为基础 ,利用超媒体技术来组织和管理复

杂的地图目标及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 ,如图 1。

在信息量较大的系统中 ,用一两张地图很难容纳

系统中的所有内容 ,这时可以使用若干张地图 ,地

图和地图之间靠逻辑关系衔接 ,这种逻辑关系有

纵向的链结 ,也有横向的链结。纵向链结表现为

同一区域多种比例尺地图的链结 ,比如 ,世界地

图 、全国地图 、国内各省地图 、国内各地市地图 、国

内各乡镇地图等构成庞大的多比例尺变焦地图系

统(空间多尺度表达),下一层的地图是上一层地

图某一部分的放大 。横向链结表现为空间上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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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EMBHDM 的媒体之间的链接关系

F ig.1　The Link Relationship Among Media

续性(空间无缝),不同地区的地图通过一定的标

准(如统一地理坐标系)自动拼接起来。

3.1　节点

节点是超媒体系统中和某个主题相关的自然

数据单元。为了方便用户 ,每个超媒体系统都在

节点上做某种形式的标记 ,以表示链的存在 。不

同系统对这种标记的名称不同 ,有的叫按钮 ,有的

叫热区 ,有的叫锚。虽然它们的名称不同 ,实现的

机制不尽相同 ,但是基本功能都差不多。如在

WWW 系统中 ,这种标注是通过使用超文本置标

语言 HTML 实现的 。根据电子地图的特点 ,在

EMBHDM 中设计了几种类型的节点(见图 1),按

节点的几何特点分为:

·点状节点(Point Node):指占面积较小 ,不

能依比例尺显示 、又要定位的地物 ,如车站 、旅游

景点等 ,可与弧段节点共同构造有向线节点;

·弧段节点(Arc Node):无实际意义 ,主要是

与点状节点构造有向线节点;

·线状节点(Line Node):指地面上呈线状或

带状的地物 ,如公路 、河流 、境界线等;

·路径节点(Route Node):指地面上呈线状

或带状 ,并且有方向的地物 ,如交通网络 、管网系

统等 ,主要用于构造网络;

·面状节点(Area Node):指呈面状分布的地

物 ,分为圆 、矩形 、任意多边形等 ,如街区 、湖泊 、森

林等;

·组合节点(Combine Node):指由以上几种

节点中的两种或多种组合而成的地物 ,如变压器 、

电杆 、电线共同构成的电路等;

·文本节点(Tex t Node):针对地图上的注记

而定义的节点 ,如地名 、单位名称。

按节点的基本功能分为系统节点 、图幅节点 、

主题节点 。系统节点是指联结对象为系统功能函

数的节点 ,该节点主要执行系统某项功能函数 ,实

现某项功能。在 EMBHDM 中 ,系统节点又分为

以下几种:

·文件节点(File Node):完成与文件相关的

操作功能;

·视图节点(View Node):完成视图的放大 、

缩小 、漫游 、自动变焦等操作功能;

·媒体节点(Media Node):完成多媒体信息

(如照片 、文字 、声音 、视频等)的显示功能;

·空间检索节点(Search Node):完成空间目

标的检索 ,分为点方式 、圆方式 、矩形方式 、任意多

边形方式的检索操作功能;

·空间分析节点(Analysis Node):完成空间分

析功能 ,如距离量算 、缓冲区分析 、网络分析等。

图幅节点是指链结对象为图幅的节点 ,即实

现图幅之间的关联关系。在 EMBHDM 中 ,图幅

分为封面 、图组 、主图 、图幅 、插图 、控制图 、超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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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焦图。封面为总图幅(类似 Internet 中的首

页),管理整个系统;由主图和若干图幅 、插图 、控

制图 、超图 、变焦图组成图组 ,主图管理每个主题

的主控图幅 ,是图组与图幅之间的桥梁 ,每个图组

只有一个主图;图幅是表达一定专题内容的地图;

插图是与图幅相关的子图 ,也是表达一定专题的

地图;控制图是为防止迷路而设计的标志性图幅 ,

用户在浏览地图时 ,常常会遇到经由交叉口或到

达某个指定位置时有多个路径选择等情况下 ,进

行路径回溯时会出现“迷路”现象 ,控制图可以帮

助用户快速回到指定位置 ,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迷路”问题 ,其功能类似于主图;超图是指包含多

幅不同区域等比例尺地图的图幅 ,可以实现空间

上的无缝表达;变焦图是指包含多幅同一区域不

等比例尺地图的图幅 ,可以实现空间上多尺度性

表达 。

主题节点是一种根节点 ,不再链接其他节点 ,

可用于目标的图形 、照片 、图表 、声音 、动画 、视频 、

文字介绍等多媒体信息的查询与显示等 。

3.2　链

链是超媒体系统中表现信息之间关系的实

体 ,链是体现超媒体空间特性的关键 。链是自由

设定的 ,可以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信息之间的关系 ,

反映现实系统的本来面目。对同样的信息集合 ,

甚至同样的节点集合 ,不同的作者都可以创作出

不同的信息系统 。即使是同一个作者 ,也可以从

不同角度去组织信息 ,融不同观点于同一个系统 ,

既不会产生数据冗余 ,又能适应不同读者的浏览

要求。比如 ,可以按信息的类型 、信息的内容 、信

息产生的时间 、信息源等线索组织信息 ,因而 ,读

者也可以从不同的出发点用不同的观点去“阅读”

信息 。因为节点(系统节点除外)和链是可以自由

设定的 , EMBHDM 为制作多媒体电子地图提供

了较大的自由度 ,可以满足作者多样化的制作需

求 ,制作出灵活多样的多媒体电子地图产品 。

在EMBHDM 中 ,实现了 5种基本的链接方

式:封面与图组的链接 、图组与主图的链接 、图幅

与插图链接 、图幅/插图与图幅/插图链接 、主图/

图幅/插图与节点多媒体信息链接 ,如图 1所示。

3.3　数据模型

基于电子地图的超媒体数据模型是一个三层

结构的数据模型:用户接口层 、逻辑层 、物理存储

层。

3.3.1　接口层

接口层也就是表现层 ,用于超媒体的表现。

为用户提供节点的定义 、编辑 、浏览和处理信息网

络结构的工具 ,在这一层用户使用系统提供的工

具与超媒体进行交流 。接口层是人与超媒体系统

的交互界面。

接口层提供了丰富灵活的超媒体网络结构编

辑器 ,实现节点间的地图链接 、图元与各媒体间的

语义链接 、图元与地图节点间的关系链接等 。此

外 ,还支持文字到各媒体和图节点间的语义链接 ,

以及表格字段到各媒体和图节点间的语义链接。

如图 2 ,基于 EMBHDM ,实现了各种视图管理 、数

据管理 、热点(节点)定义 、多媒体信息之间的链接

功能 。

图 2　基于 EMBHDM 实现的页面

Fig.2　One Page Created by EMBH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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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功能具体表现为:①功能齐全的空间数

据编辑操作;②点 、线 、面 、文本等多种类型热点的

定义及多媒体信息与地图的灵活链接;③矢栅混

合数据的管理与显示;④基于地图的空间查询 、分

析功能;⑤利用开放数据库互联技术实现空间数

据与属性数据的链接;⑥三维地图的制作与显示

技术;⑦多比例尺矢量地图的显示 、缩放 、漫游;⑧

多幅面地图的管理显示技术。

3.3.2　逻辑层

根据混合结构模型(hybrid model)思想 ,采用

先进的面向对象(OOP)技术 ,将空间数据和非空

间数据分离 ,空间数据(几何数据)利用空间数据

库管理 ,非空间数据(属性数据)利用 RDBMS 管

理 ,两者之间使用统一的标识符联系。

在EMBHDM 中 ,数据抽象为封面 、图组 、主

图 、图幅 、图层 、几何目标(包括点 、弧段 、线 、路径 、

面 、注记 、组合目标等)。其层次结构从上到下为:

封面※图组※主图※图幅(包括插图 、主控图 、变

焦图 、超图)※图层※目标※几何类型。其逻辑设

计结构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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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图组 1 … 图组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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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1 … 层 n

←

↑ ↑ ↑ ↑ ↑ ↑
点 弧 线 多边形 路径 组合目标

←←

关键字

属性码

坐　标

→

外接矩形

…

※ODBC

←
↑
关

系

数

据

空间栅格索引

图 3　数据库逻辑结构

Fig.3　The Logical Construction of Data Model

3.3.3　物理存储层

EMBHDM 以图组为单元 , 采用目录文件的

结构 ,将媒体按类型分开存储 ,使成员与超媒体的

抽象结构截然分开。其优点表现为:①保持所有

目标的媒体信息格式与任何流行的或标准的信息

格式一致 ,有利于信息的共享与交换;②任何一个

信息数据都可以任意多次地出现在超媒体结构的

任何层次上 ,这样既可以让作者随意表现自己的

意图 ,又保证没有数据冗余;③超媒体结构和成员

信息可以分别独立地编辑修改 ,任何一方的改变

都不会影响另外一方 。所有这些都非常有利于应

用系统的不断扩充和完善 。

4　结　论

本文结合电子地图和超媒体技术的特点 ,利

用超媒体技术将电子地图 、地理目标及其相互关

系来研究基于电子地图的多媒体信息之间关系 ,

非线性地存储 、组织 、管理和浏览信息的表达技术

和数据的组织形式。

试验表明 ,这种基于电子地图的超媒体数据

模型能够很好地组织和表达多媒体数据 ,并达到

了较好的效果 。

作者认为 ,在此基础上 ,如果能设计出一种适

合于电子地图信息表达的超媒体语言 ,电子地图

在超媒体领域的发展将具有良好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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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Zhongliang
1　WU Hehai

1　WU Guofeng
1　DU Qingyun

1

(1　S chool of Resou rces & Environment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China , 430079)

Abstract:Map , a symbol of space cognition , has become one of three cultural tools fo r human being

to recognize and know about the w orld.As a new type of carrier of spatial information , elect ronic

map possesses many features:dynamic , interactive , multimedia integration , etc.Mult imedia elec-

tronic map combines several medias such as graphs , images , tex ts , charts , sound , animations , videos

etc., and can express spatial info rmation direct ly , visually and vividly via sense perceptions like vi-

sion , hearing , sense of touch.Based on an elect ronic map_based hypermedia data model (EMB-

HDM), this thesis makes a study on the technologies of nonlinear storage , organization , manage-

ment and browsing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o rganization of data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media informat ion of elect ronic maps.Its functions can be concluded as the follow-

ing :1)It can form information netw ork by using various multimedia informat ion (graph , image ,

text , chart , sound , animation , video , etc.), i.e.nodes.2)It is convenient for users to create nodes

and set up corresponding links.3)It can support to search and browse multimedia database.4)In-

formation is o rganized and managed in associative and non_linear manner , which conforms to

users' reading habi ts and is more convenient to operate.

This thesis f irst analyzes some features of electronic maps and hypermedia technology , and

then illustrates the creation of EMBHDM w ith some examples.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model

can efficiently org anize and express multimedia data.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elect ronic map and hypermedia ,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n the

technologies of nonlinear storage , o rganization ,management and browsing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o rganization of data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media informat ion of elect ronic

maps.

The tests prove that based on an electronic map_based hypermedia data model can bet ter ex-

press mult imedia information based on elect ronic maps.The autho rs believ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 ronic map w ill have a good prospect in hypermedia fields , if a hypermedia language adapt-

ing to electronic map appear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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