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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SVG 适合互联网传输的矢量数据格式 , 讨论了在基于位置的服务(LBS)系统和移动终端上应用

SVG作为 GIS 数据传输的可行性 , 结合 J2M E 和 J2EE 的技术特点 , 设计了一个开放的 、可支持多种终端的

LBS 系统 , 并以掌上电脑作为移动终端 , 实现了该 LBS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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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通信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进入了大发

展阶段 ,全球用户数每 20 个月翻一番 ,无线通信

日益受到重视 ,其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其应用也

越来越广泛。随着互联网服务的快速发展 ,有机

融合两种技术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方兴未艾。在需

求和技术的共同推动下 ,无线互联技术正日益成

熟 ,越来越多的无线应用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

基于位置的移动服务的研究与应用也如火如荼地

开展开来。LBS作为与位置有关的互联网服务 ,

它可以回答无线移动用户当时所处环境的信息 ,

LBS 定义了未来空间信息服务和移动定位服务的

蓝图 ,即当用户与现实世界的一个模型交互时 ,在

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 ,这个模型会动态地向不同用

户提供不同的信息服务。移动用户与这个模型交

互时 ,用户的视图将随着用户角色和环境的变化

而变化[ 1] 。

LBS 作为未来信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用户群是很庞大的 ,文献[ 1]从个人 、企业 、政府

三个市场行为主体的位置信息服务需求出发 ,归

纳总结了 LBS的应用前景 。可以看出 ,为了满足

用户对位置信息服务的需求 ,必须充分考虑用户

终端设备的多样性。OGC(open GIS consortium)

组织发起的 OpenLS(open location services),目的

在于开发一个开放的接口与协议规范 ,促进位置

应用服务的互操作性[ 2] 。2000 年由 Motorola ,

Ericsson和 Nokia三家手机生产厂商发起的 LIF

(location interoperability forum)论坛 ,其目的也是

开发与促进通用的 LBS 的解决方案
[ 3]
。斯图加

特大学的N EXUS 项目 ,定义了一种XML 格式的

空间数据语言 AWML(augmented w orld modeling

language),以其作为数据格式整合了不同来源的

空间数据 ,从而建立基于位置的应用的通用平

台[ 4] 。本文采用 XML 在图形上的方言 ———SVG

技术 ,结合 Java 的可移植性 ,设计并开发了一个

开放的 LBS 系统 。

1　XM L 及其方言(SVG)

XML适合异构应用间的数据共享 ,可以作为

标准交换语言 ,担负起描述交换数据的作用 ,而且

这种交换不以预先规定一组数据结构定义为前

提 ,因此具备很强的开放性和伸缩性 ,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 5]
。XML 良好的可扩展性 ,在不同的领

域衍生出了不同的 XML 方言(XML_dialects)。

在地理和制图领域有 GML(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SVG(scalable vector g raphics)和 X3D

(extension 3D)标准和规范 。GML 用来传输

(transport)和存贮(storage)地理信息 ,包括空间

信息和非空间信息 ,它侧重于数据内容的描述 ,由

OGC 制定 。W3C进一步对 XML 进行了扩展 ,制

定了 SVG 、X3D 对矢量进行二维 、三维显示的技

术规范[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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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服务的发展使得使用服务的客户方千

差万别 ,为了给这么多客户方提供服务 ,导致了一

个应用需要有多种版本 ,应用 XML 可很好地解

决这一难题。由于 XML 技术将内容与表现形式

相分离 ,XML 将被用来描述内容 ,与 XML 孪生

的 XSL(ex tensible sty le sheet language)和 XSLT

(ex tensible style sheet language t ransformation)被

用来提供适合多客户方的表示[ 5] 。

SVG是一种基于 XML 的开放的矢量图形描

述语言。它是一种专门为网络而设计的基于文本

的图像格式 。它直接继承了 XML 的特性 ,简化

异质系统间的信息交流 ,方便数据的存取。SVG

可以直接融入 XML 和 XHTML 中 ,直接利用已

有的成熟技术。W3C针对众多的移动终端设备 ,

专门开发了 Mobile SVG[ 8]以适应便携设备上对

图形的各种需求 。根据移动设备处理能力的不

同 ,Mobile SVG又细分为面向手机设备的 Mobile

T iny 规范和面向掌上电脑等设备的 Mobile Basic

规范。这些努力都使得 Mobile SVG 很有可能成

为在移动条件下便携设备之间通用的图形格式。

　　Adobe 公司开发了嵌入 IE 浏览器的 SVG

View[ 9] ,该 SVG 浏览器实现了 SVG 图像的缩

放 ,由脚本语言 JavaScript可以操作 SVG中的图

形元素 ,实现一定的交互功能。Apache XML 项

目组开发了 Batik SVG Toolki t
[ 10]

,采用 Batik ,可

以在 Java 环境中操作 SVG 文档 ,这是一开源项

目 ,可以在开发中定制新的功能。SVG 已用于

WebGIS的研究[ 11] , 在互联网上也可看到其成

果 ,其中文献[ 12] 是为 MapInfo Professional而制

作的网上发布工具。SVGMapper[ 13] 将 ArcView

GIS输出为 SVG 格式 。

2　开放式 LBS 系统的设计

LBS 系统是一个集成系统 ,其客户端及应用

功能的多样性决定了 LBS 系统是个开放的 、兼容

性很强的系统 ,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在空间信息处

理上的已有投资 。本文基于这一技术要求 ,采用

了移植性与扩展性较好的 SVG 和 Java 技术 ,设

计并实现了基于 SVG 的开放式 LBS 系统 。Sun

公司发布的 Java 2平台提供了三个版本 ,其中 Ja-

va 2 Micro Edit ion(J2ME)专门针对嵌入式设备 ,

Java 2 Enterprise Edition(J2EE)主要针对企业的

分布式计算 , J2ME 支持多种终端设备 , J2EE 平

台很适合作为WebGIS的运行平台
[ 13 , 14]

。

2.1　系统总体结构

系统设计采用三层分布式计算模式 ,客户端 、

应用逻辑和数据三者将相互独立 ,任何一层的修

改不会引起其他层的变动 。客户端包括 PC 、掌上

电脑 、手机等多种用户终端;服务器端包括两部

分 ,前端部分采用传统的 Web服务器 ,用于处理

用户的请求与响应 ,后端是一 EJB应用服务器 ,

LBS 的所有处理逻辑全集中在 EJB 应用服务器

中;数据部分包括用 JDBC 相连的对象关系型数

据库 ,还包括一些已有的空间信息系统 ,该已有系

统通过消息机制(JMS)松散地耦合到服务器端。

在图 1中 ,广泛引入了容器的概念 ,这是组件化编

程的特点 ,容器是组件运行的环境 ,组件运行所需

的参数 、消息 、逻辑调用 、事务处理均通过容器处

理 ,服务器与容器间是一种松散的耦合关系 ,这保

证了服务器端各部分的独立性 。

客户端

客户端应用
程序容器

→

HTT P(S)
※

J2EE服务器

Web服务器

Web容器

Web服务器

EJB容器
→

JDBC

JMS

※
数据源

现有系统

图 1　LBS 系统结构

Tab.1　Architecture of OpenLBS

2.2　客户端结构设计

由于采用 SVG作为空间数据传输方式 ,客户

端处理时结合了 XML 文档的结构化特点 ,采用

SAX(DOM)解析 SVG , 在解析的基础上进行

SVG文档的渲染与交互 ,如图 2所示 。

采用 SVG 传输空间信息 ,客户端可以很好地

与服务器端的服务处理逻辑相独立 ,客户端既可

以是 WinCE 的 Pocket PC ,也可以是 Palm ,还可

以是支持 Java 的手机。SVG 文档的 DOM 结构 ,

可以利用一种脚本引擎 ,在掌上电脑的微浏览器

里完成SVG文档的交互 ,可进一步简化客户端。

2.3　服务器端的结构设计

服务器端的设计基于 J2EE。在 J2EE 中 ,主

要有以下主要组件:EJB(enterprise Java bean)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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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业务规则与逻辑和业务组件;Servlet是扩展

Web 服务器功能的 Java 类;JSP (Java server

pages)用于动态产生内容的模板;JDBC 提供了一

个标准的 API 来访问广泛的关系数据库;JMS

(Java message service)可以通过生成 、发送 、接收

和阅读消息而让相关组件参与可靠的异步通信;

JNDI(Java naming and directory interface)可供一

个Servlet查找 EJB和 JDBC ,连接和其他Web服

务组件 ,以便得到对选定资源的一个引用;JTS

(Java transaction service)可以处理分布式事务。

图 2　客户端处理模型

Fig.2　Client_side P rocessing Model

　　在 LBS 系统中 ,处理用户请求与响应的部分

放在 Web Server 组件 Servlet 中 , Servlet 运行在

Web容器中 ,空间信息服务以 EJB组件的形式运

行在 EJB 容器中 , Servlet 作为 EJB 组件的客户 ,

调用定义在 EJB中的空间信息服务 。在 EJB2.0

中有 Entity Bean 和 Session Bean 之分 , Entity

Bean定义了空间对象实体 ,如描述一幅地图的

MapBean ,描述一层的 LayerBean ,描述层中一个

实体的 FeatureBean等;Session Bean定义了 Enti-

ty Bean之间的联系逻辑 ,如 GenerateSVGBean描

述了从 MapBean 、LayerBean 、FeatureBean 生成

SVG文档的业务逻辑 。定义 MapServlet 来处理

用户请求 ,在 MapServlet 的前端 ,定义了过滤器

(filter)串 ,这是在 Servlet2.3 中新增的功能 ,有了

过滤器 ,可以在 Servlet处理请求之前处理请求信

息 ,验证用户身份 ,检查客户端类型 ,从而把请求

转发给相应的服务;可以对用户的响应信息进行

加密 、压缩;还可以处理响应内容的转换 ,将内容

格式转化到客户端的特有格式上 。 Filter、

Servlet 、各类 Bean间的交互顺序如图 3。

EJB组件实际上完成了 Java的 RM I远程过

程调用 ,EJB容器维护了与后台数据库的连接与

更新 ,EJB容器负责处理用户的并发逻辑与事务 ,

通过 EJB与 Servlet的耦合 ,实现了空间信息服务

的分布式处理 。

2.4　LBS系统的功能设计

分析位置的定位信息以及人们对位置服务的

需求 ,可归纳 LBS系统的基本功能如下。

1)反地理编码:转换从定位装置获得的坐标

信息到地理实体;

2)邻近查询:通过人工输入查询目标点或通

过定位设备(GPS)自动选取目标点 ,查询最近的

POIs(point of interest);

3)地名查询:通过指定地名的部分名称或者

指定类型查询地名;

4)点击查询:通过点击地图上某一地点查询

改地点的地理信息;

5)范围查询:查询某一范围内的兴趣点;

6)路径规划:用户通过指定起始地 、途经地

以及目的地 ,自动根据道路的等级选择一条路线

长度最短或时间最短的行进路线;

7)地图服务:高质量的地图显示 、漫游 、放

大 、缩小;

8)导航定位服务:利用移动终端上的定位设

备(GPS接收天线 、手机定位模块),实时定位车

辆的位置与方向 ,显示车辆的行进方向与路线 ,记

录车辆的行驶轨迹;

9)语音提示:通过语音提示驾驶方向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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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服务端组件处理顺序图

Fig.3　Log ical Processing Sequence of Server_side Components

任务分配等;

　　10)实时信息发布:发布道路阻塞状况 ,发布

突发事件 ,引导人们出行 。

SVG文档的渲染与交互在客户端实现 ,查询

兴趣点的显示 、导航定位服务在客户端完成 ,其余

功能需要客户端与服务器的交互。

3　LBS系统的实现

本文基于 Java2与 SVG 技术 ,实现了具有上

述基本功能的 LBS试验系统。

客户端基于Compaq的 iPaq3850 ,在 jeode Ja-

va虚拟机上用 Personal Java 开发了移动终端 ,该

终端具有 SVG 文档显示 、放大 、缩小 、漫游功能 ,

GPS导航定位功能 ,路径分析规划等功能 。无线

传输选用 GPRS ,用户可以获取 HTTP 方式的地

图信息。

服务器端选用了 Tomcat4 作为Web 组件的

容器 , JBoss3.0 作为 EJB服务器 ,二者都是相应

规范的参考实现 。选用 Oracle 数据库 ,通过 Ora-

cle Spatial对空间信息进行操作。服务器端实现

了SVG文档的动态生成 、兴趣点查询服务 、复杂

路径分析规划服务 、邻近查询 、地名查询等服务。

图4中的 POI 查询是客户端与服务器交互的结

果 ,客户端在兴趣点查询页输入查询请求 ,并提交

给服务器 , 服务器通过 Servlet 调用 POISearch-

Bean , 该 POISearchBean 定义为一 Session Bean ,

该Session Bean与 MapBean交互 ,返回了查询结

果 ,并将这一结果通过 GenerateSVGBean转化为

SVG文档传回客户端。

4　结　语

LBS 系统是承载于移动通信的空间信息服

务 ,移动通信标准 、空间数据源 、空间定位技术及

移动终端的多样性 ,都要求 LBS 是一个标准化

的 、开放的服务系统 。本文基于此 ,采用 XML 技

术和可移植程序的 Java 技术 ,设计并实现了一个

开放的 LBS 系统试验结果证明 ,采用 SVG 和 Ja-

va技术开发开放的 LBS 系统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LBS 的出现 ,是移动通信与空间信息集成的

产物 ,随着空间定位技术 ,特别是基于机站定位技

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 ,移动通信数据传输速度的

不断提高 ,有理由相信 ,在技术与市场需求双重驱

动下 , LBS 将实现随时(anytime)、随地(any-

where),为所有人(anybody)和事(any thing)提供

实时服务的 4A 服务
[ 1]
。当访问移动互联网变得

更加便宜 、更加流行的时候 , LBS 服务也将随之发

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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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LBS 用户交互结果

Fig.4　Processing Result on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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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 spat ial data f rom server to client is discussed.Based on SVG technology , an open location ser-

vice system confo rmed to J2ME and J2EE specification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Pocket PC ,

as an example of mobile info rmation terminal ,displays the result of spatial analy sis and process in

L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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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 good results.For this , this paper puts forw ard a new license plate binarization algorithm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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