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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 LBS 及其相关技术———定位技术 、GIS 技术和互联网技术 , 并从开发平台出发比较了当前的

几种 LBS 解决方案。针对空间信息服务的内容和特点 ,从系统的关键性技术出发 , 分析了客户端解决方案的

数据模型和功能模型 ,最后介绍了系统实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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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信息服务是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 ion

based service ,LBS)的一种实现 ,它使用各种定位

手段 ,获得用户位置 ,通过移动通信网提供相应的

服务 。由于 LBS 在紧急救援 、亲友定位 、汽车导

航 、智能交通 、工作流管理等方面有出色表现 ,近

几年发展很快。据英国剑桥Analy sy s Research发

布的报告预测 ,其收入将从 2002 年的 20亿美元

增至 2006年的 185亿美元。

LBS 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

1)定位手段的多样性 。空间定位技术是

LBS 的基础。目前广泛使用的是美国的 GPS 系

统 ,此外还有俄罗斯的Glonass 、欧盟的 Galileo 、中

国的北斗等卫星定位系统 。除了卫星定位系统之

外 ,基于手机或基于网络的无线定位技术也得到

广泛应用 ,高通的 gpsOne技术就是其中的代表。

2)通信手段的广泛性。基于 GSM 、GPRS 、

CDMA 、CDPD等网络的 SMS 、MMS 、HTTP 都可

以作为 LBS 服务器数据交换的方法 。此外 ,国内

已建成的众多无线通信专网 ,以及有线电话 、寻呼

网 、卫星通信等均可成为 LBS的通信手段 。

3)用户终端的多样性。与通信手段相对应

GPS车载硬件 、手机 、PDA 、固定电话 、寻呼机等

均可成为 LBS的用户终端 。

客户端在 LBS 系统中起到的是一个上传下

达的作用 ,即接收用户的操作 ,显示操作的结果。

它存在着以下的特点 。

1)瘦客户端。在描述服务器/客户端结构中

有瘦客户端 、胖客户端之分 ,能够处理大量数据 ,

并且大部分功能都在客户端实现的结构称之为胖

客户端结构;相反 ,客户端只能处理简单功能的网

络结构称之为瘦客户端 。在 LBS 系统中 ,客户端

通常是手机 、PDA等设备 ,这些设备处理速度慢 、

存储容量小的特点 ,决定了系统的瘦客户端结构。

2)部分功能需要在客户端实现。无线网络

成本高 、不可靠的特点使得通过无线网络由服务

器完成所有功能变得不现实 ,所以应该肯定 ,客户

端仍然需要完成不少本应该在服务器端完成的功

能 ,这些功能相对于客户端的硬件条件来说应该

是数据量较小 、处理时间较短的功能。

3)充分地考虑扩展性以及可升级性。 LBS

多样性的特点决定了系统的终端应该是一个开放

的可伸缩的平台 ,这样才能保证随着新技术的出

现能够很快地应用到整个系统中来 ,让用户从中

受益 。

1　相关技术

1.1　定位技术

定位技术是系统向用户提供服务的基础 。当

前的定位手段主要分为两种:卫星定位技术和无

线网络定位技术。卫星定位技术以美国的 GPS

定位技术为代表 ,定位精度在15m左右 。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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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定位精度高 、时间间隔短 ,各项参数完全能

够满足系统的要求 ,但在室内和有高层建筑遮挡

的城市里面无法提供有效的定位服务。无线网络

定位技术是以手机使用的无线网络开展起来的 ,

只要能接收到无线网络信号的手机 ,都可以提供

定位服务 ,精度在 5 ～ 100m 左右 。其主要特点是

覆盖区域广 、受外界干扰较少 ,但定位精度受无线

网络的影响很大 。

定位技术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兼容

尽可能多的定位手段 ,并且通过融合这些不同精

度的数据得到更加可靠的定位结果 。

1.2　GIS技术

GIS技术向用户提供基于本地地图数据的服

务。由于无线网络条件的制约 ,大部分由本地地

图数据所提供的服务是通过 GIS 技术来实现的。

这些服务包括地图的漫游 、信息的查询 、地图导

航 、路径规划等 ,不同的地图服务对数据的组织有

着不同的要求 ,向用户提供快速 、准确 、完整 、方便

的服务是 GIS 技术最终所要解决的问题。

1.3　无线网络技术

作为与服务器连接的桥梁 ,无线互联网技术

是实现分布式计算和功能扩充的手段。无线网络

技术包含有以下几种 。

1)短消息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 , SMS)

是GSM 中惟一不要求建立端到端业务路径的服

务 ,也就是说即使移动台已处于完全电路通信情

况下仍可进行短消息传输 。短消息通信仅限于一

个消息 ,换言之 ,一个消息的传输就构成了一次通

信。因此 ,业务是非对称的 ,一般认为发送方的短

消息传输与到接收方的报文传输是两回事 ,这并

不阻碍实时对话 ,但系统认为不同的消息彼此独

立 ,消息的传输总是由处于 GSM 外部的短消息

服务中心(SM SC)进行中继 ,消息有目的地或起

源地 ,但只与用户和 SM SC 有关 ,而与其他 GSM

基础设施无关。

2)无线应用协议(w 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

col ,WAP)是一个使用户借助无线手持设备 ,如掌

上电脑 、手机 、呼机 、双向广播 、智能电话等获取信

息的安全标准。WAP 支持绝大多数无线网络 ,包

括 GSM 、CDMA 、CDPD 、 PDC 、 PHS 、 TDMA 、

FLEX 、ReFLEX 、iDen 、TETEA 、DECT 、DataTAC

和 Mobitex 。所有操作系统都支持 WAP ,其中专

门为手持设备设计的有 PalmOS 、EPOC 、Window s

CE 、FLEXOS 、OS/9 及 JavaOS 。一些手持设备 ,

如掌上电脑 ,安装微型浏览器后 ,可借助 WAP 接

入 Internet。

2　当前主要的解决方案

2.1　基于WAP 的解决方案

WAP是在数字移动电话 、因特网或其他个人

数字助理机 、计算机应用之间进行通讯的开放全

球标准 ,就像 HTTP 协议一样是一种标准 ,规定

了Web服务器与客户浏览器交互的方式 、规范 。

基于 WAP 的解决方案由三部分组成 , 即

WAP 网关 、WAP 手机和地图服务器 ,这三方面缺

一不可 。其中 WAP 网关起着协议的“翻译”作

用 ,是联系无线网与万维网的桥梁;内容服务器存

储着大量的地图信息 ,以提供 WAP 手机用户来

访问 、查询 、浏览等。

当用户从 WAP 手机键入要访问的 WAP 内

容服务器的 URL 后 ,信号经过无线网络 ,以WAP

协议方式发送请求至 WAP 网关 ,然后经过“翻

译” ,再以 HT TP 协议方式与地图服务器交互 ,最

后WAP网关将返回的内容压缩 、处理成数据流

返回到客户的WAP 手机屏幕上 。编程人员所要

做的是编写地图服务器上的程序或WAP网页。

2.2　基于 J2ME 的解决方案

J2ME(Java 2 M icro Edi tion)是 Sun 公司于

1999年 6月推出的 Java运行和开发平台 ,定位于

消费产品和嵌入式设备的应用 。

J2ME具有很好的跨平台性 ,支持的设备包

括 PDA 、蜂窝式电话和寻呼机 、电视机机顶盒 、远

程遥控装置和许多其他嵌入式设备 。很明显 ,要

为所有这些设备定义一种最优化或者接近最优化

的单一技术是不可能的。处理器能源 、内存 、固定

存储器和用户界面的差异非常大 ,所以这种跨平

台性对于系统软件的开发来说并非如想象得那么

完美 ,而且 Java作为解释执行语言存在着运行效

率太慢的缺点 。

基于 J2ME 的解决方案存在着很大的灵活

性 ,在 PDA 上 ,客户端可以作为一个小型地图服

务器来运行 ,通过无线网络下载用户所需的数据;

在蜂窝式电话上 ,客户端可以像 WAP 解决方案

一样运行 ,同时还可以通过客户端软件提供更多

个性化的服务;在其他的小型嵌入式设备上 ,客户

端可以作为一个小型的 WAP 网页解析器运行 ,

为用户提供基本的服务。

2.3　基于Window s CE的解决方案

Window s CE 是微软开发的嵌入式操作系

统 ,专门用于手持设备和信息家电 ,它可以看作是

Window s的简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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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系统运行的需要 , 运行 Window s

CE 的设备通常都要比其他的 PDA(personal digi-

tal assistant)配置更高 ,运行的速度更快 ,存储容

量更大 。国内大量的 PDA 产品上面运行的都是

Window s CE 。

针对Windows CE 的开发语言主要是 Visual

C
++
和 Visual Basic ,生成的最终代码是设备的机

器代码 ,有比 Java 更高的执行效率 ,再加上配置

上的差异 ,所以针对 Window s CE 的解决方案在

客户端功能都做得非常强大。

2.4　其他解决方案

随着联通 CDMA 网络的建设 , 基于 CDMA

手机的 BREW(binary runtime envi ronment for

w ireless ,为移动电话提供基于 C语言或 C
++
程序

设计的二进制层面的执行环境)也将变得普及。

BREW不必通过中间代码就可以直接执行 ,因此

程序运行速度更快。对于这一平台的 LBS 解决

方案尚处于发展初期 ,最终的结果还要依赖于具

体的设备环境。

3　基于Windows CE的实施方案

结合空间信息服务的系统需求 ,本文确定采

用基于Windows CE 的解决方案 。

3.1　关键性方法分析

在客户端所提供的服务中 ,地图的漫游 、查询

和导航定位是最重要的功能 ,在庞大的城市地图

数据与处理能力很弱的终端设备之间存在着尖锐

的矛盾 ,表现在以下方面 。

1)地图数据的处理。地图的放大 、缩小 、漫

游 、信息查询 ,都是和地图数据处理相关的功能 ,

这些功能有着不同的要求 ,在实现这些功能的过

程中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①地图显

示速度的问题。地图的显示速度直接影响了用户

的操作感觉。为解决显示速度的问题 ,设计时参

考大数据量地图数据的处理手段 ,通过建立地图

分块[ 1] 、空间索引 、LOD 技术[ 2] 、分层方法[ 3] ,来

加速地图的显示 。②地图存储容量。在没有外

存储器的手持设备上 ,地图数据不能有过多的冗

余 ,否则对用户来说就显得不经济。解决存储容

量的问题应该从设计良好的地图数据模型和存储

结构模型着手[ 6] 。③信息查询速度。信息查询

是频繁发生的操作 ,而且这种查询很多情况下是

与用户的空间位置相关的 ,所以提供用户尽可能

多的选择以缩小搜索范围是解决信息查询速度的

手段 ,建立有效的空间数据索引 ,加快每一个地图

元素的判断速度是解决提高查询速度的方法[ 4] 。

2)导航定位。为用户提供导航定位功能是

移动定位服务应用于行车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服

务 ,但也是最难的一项服务 ,涉及到定位精度 、地

图数据精度 、数据的时效性 、算法的准确性 、界面

的友好性等。结合实际需要 ,在客户端主要解决

的是以下几个问题。 ①地图匹配。考虑到行车过

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道路上行驶的 ,依据定位

设备提供的结果 ,通过在地图上附近道路的匹配 ,

可以得到更加准确的位置信息[ 7] 。定位信息的

准确度 、地图查询的速度以及对历史轨迹信息的

挖掘都直接影响了最后结果的精度 ,但与此同时 ,

GPS每秒一次的采样频率决定了整个过程不能

太慢 ,否则再高的精度也变得没有意义 。 ②路径

规划 。路径规划总是依赖一个道路网拓扑结构进

行 ,而这个网状结构一般是由服务器生成的 ,所以

在客户端主要解决的是怎样利用现有的结构进行

最短路径的规划。当前的路径规划已经有了一整

套体系[ 5] ,但这些方法都没有考虑到处理速度与

存储容量的问题 ,需要对这些方法进行改良 、试

验 ,然后从中甄选出一个实用的路径规划方法。

3.2　数据模型

综合考虑服务器的数据组织结构以及关键性

方法对数据所提出的要求以后 ,方案采用的数据

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　数据模型图

Fig.1　Data Model

　　1)行政区划。考虑到生活中地图是以行政区

划划分的 ,而且在一个行政区划内的数据有着一

致性的问题 ,数据也是按照对应的方式组织 。在

一个行政区划内包含有行政区描述 、图层 、地图

块 、道路网拓扑结构等数据。

2)地图块。用户通过无线网络进行地图数

据下载 ,考虑到高昂的网络使用费用 ,每次得到的

都是动态的以用户所处位置为中心的一个地图

块。为了充分利用这些下载数据 ,地图数据在设

备上都是以地图块的形式组织的。

3)图层。显示 、搜索 、导航都是依据图层来

进行的 ,所以地图元素也是按照图层组织的 ,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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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具体信息存放在行政区描述内 ,在地图元素

中包含的是一个索引号。

4)拓扑结构 。考虑到功能的扩展 ,道路网拓

扑结构并不是作为地图数据的一部分存在的 ,而是

附着于地图中道路数据上。因为拓扑结构的分块

给路径规划带来难度 ,拓扑结构没有进行分块 ,并

存储于行政区划 ,作为行政区所提供的附加功能。

3.3　与服务器的交互

作为功能扩充的手段 ,与服务器的交互是整

个系统中十分重要的一环 。与服务器交互的地图

数据格式 ,考虑到系统的扩展性和灵活性 ,采用了

可伸缩矢量图形 SVG(scalable vecto r g raphics ,

SVG)的数据格式 。SVG 通过文本文件的方式完

全可以表达一幅地图的所有图形信息 ,同时出于

系统的需要 ,按照 XML 规范(SVG 也是 XML 的

扩展)对 SVG 文件进行了扩充。

使用无线WAP 网络通过 HTTP协议建立与

服务器的连接过程中需要解决网络不稳定的问

题。为了提供友好的用户界面 , SVG 文件的接

收 、解析 、显示是一个异步的过程 ,在这个相对较

长的时间里 ,网络随时可能发生错误 ,设计的过程

中就需要捕获随时可能发生的错误并进行相应的

处理 ,这样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健性 。

3.4　设计模型

驱动整个模型的数据包括用户的输入信息和

导航过程中的定位信息 ,针对这两种数据所实现

的功能不同 ,整个系统分为三块:用户界面部分 、

导航与定位部分和地图服务部分 ,如图 2所示 。

1)用户界面部分。接受用户的操作并显示

操作结果 。

2)导航与定位部分。根据地图数据向用户

提供导航与定位信息。它包含有两个模块:定位

模块从外部多种定位设备中获取位置信息 ,进行

信息融合 ,得到精确的定位数据 ,这些数据提供给

导航模块 ,导航模块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地图匹配 ,

得到更精确的定位数据 ,然后叠加用户的路径规

划结果 ,向用户界面提供位置信息和导航信息。

↑　　←

定位模块 ※ 导航模块 ※ 用户界面

← ←

本地地图服务 ※ 地图服务 → 网络地图服务

←

※ 地图数据 →

图 2　功能模块图

Fig.2　Function Model

　　3)地图服务部分 。根据客户需要提供相关

的地图服务。为了屏蔽本地地图服务与网络地图

服务的差别 ,在这里增加了一个集成调度模块 ,负

责根据客户请求的不同向本地地图服务或者网络

地图服务来分发客户请求 ,并返回结果 。本地地

图服务是在存储于本地文件的基础上提供地图服

务 ,它负责对本地地图数据进行操作 。网络地图

服务负责通过无线网络与服务器建立连接 ,得到

服务结果并更新本地地图数据 。

4　系统实现

本文按照以上设计方案采用Embedded Visu-

al C
++
在Window s CE 上实施的客户端部分 ,图

3 、图 4是得到的部分试验数据 。

试验表明 , 0.4 和 0.9 的显示比例最佳 ,在这

一比例尺下地图重绘的平均时间基本上可以控制

在0.5s以内 ,在 GPS每秒一次的采样率下进行导

航定位基本可以保证不漏点 。进行大范围路径规

划的平均时间在 3s左右 ,这对于用户来说是可以

接受的。图 5 ～图 8是整个软件的实现图。

图 3　不同比例尺下的地图显示速度

Fig.3　Refresh Speed at Different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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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最优路径搜索的速度

Fig.4　Optimum Path Searching Speed

图 5　GPS 导航

Fig.5　GPS Navig ation

图 6　兴趣点查询

Fig.6　Searching Interested Points

图 7　大范围复杂路径规划

Fig.7　Shortest Paths and Routing

图 8　图层控制

Fig.8　Laye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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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本文通过对各种 LBS 解决方案的详细分析

和比较 ,针对空间信息服务的功能需求选用了基

于Window s CE的开发方案 ,成功实现了预期的

目标 ,满足了各项功能参数 ,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并且该解决方案具有很好的伸缩性 ,能适应未来

技术发展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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