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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 MMS 技术及其在空间信息服务领域中的应用。介绍了一个 MMS DataBase网关系统 , 用于实

现手机多媒体短信息与城市空间数据库 、GIS 应用服务器 Map Server 之间的连接以及 MMS 编程方法 、基于

规则的命令解析方法和基于查询脚本的空间查询方法。描述并分析了系统的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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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et与移动通信是当前高速发展的两种

技术 ,二者的融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主要

有几种应用模式:WAP 、SMS 、新近发展的 MMS

以及日本的 i_Mode。由于受 GSM 带宽 9.6K 的

限制及其他条件的制约 ,WAP没能像预期的那样

发展起来 , 目前能提供的 WAP 应用很少 。而

SMS 的应用却很流行 ,但 SMS 却只能提供文字

信息 ,且长度有严格的限制 。多媒体消息服务

(multi_media message service , MMS)是新近发展

起来的一种服务 ,可随时随地获取信息 ,支持文

字 、图形 、图片 、视频等丰富的多媒体信息 ,还可以

平滑升级到 3G 。诺基亚 、爱立信等手机厂商现已

推出实用的 MMS 手机 ,并且 2002年底推出的新

手机都支持 MMS 。在中国移动的 “梦网计划”

中 ,北京国都信业实业公司和福建移动在福建推

出了移动“都市小精灵”位置应用服务。利用移动

通信机站直接解求手机的位置和广域差分 GPS

技术相结合可以解决终端定位的问题 。因此 ,利

用现有的 GPRS 承载网络 ,可以用较少的投入构

造一个适合公众空间信息查询的 、专用的 MMS

信息服务系统 。可应用的业务有个人位置查询 、

公交线路查询 、所在地周围的信息 、定点通知 、事

件通知 、基于位置的商业服务 、寻找最近的目标

等。本文描述了一种 MMS DataBase 网关系统 ,

其设计目标是通过 MMS 将移动用户与城市空间

数据库连接起来 ,随时随地提供信息查询服务。

1　基于MMS 的应用开发

1.1　MMS 技术标准简介

图 1为 MMS 在网络中的结构 。图 2是构成

MMS 服务的网络实体及它们之间的通信协议的

层次结构。网络实体包括 MS(移动站 ,即移动电

话机)、MMSC(多媒体消息交换中心)、MSC(移动

转接中心)、MMS_CMSC(MMS 网关移动转接中

心)和MMS_IWMSC(MMS交互移动转接中心)。

图 1　支持 MMS 的网络结构图

Fig.1　Network Structure of 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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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构成 MMS 服务的网络实体间通信协议的层次结构

Fig.2　Architecture of Communication Protocol

of MMS Network

其中 MM_LL(链路层)和 MM_RL(中继层)协议

由生产厂商和网络运营商共同确定 。ETSI 组织

只定义了 MM_TL(传输层)协议标准 、在 MS 和

SC端的 MM_TL 服务和 SC 端的 MM_RL 服务。

MM_TL 传输层协议规定了 MS 与 SC 之间相互

通信所交换的传输协议数据单元(TPDU)的格式

以及应答方式 。标准定义了 6 种 TPDU , 其中

MMS SUBM IT 是从 MS 向 SC 发送消息 , MMS

DELIVER是从 SC 向 MS发送消息 ,MMS COM-

MAND 用于由 MS 调用 SC 上的操作 。MMS

SUBMIT 和 MMS DELIVER是目前最多可携带

30KB的用户数据。用户数据由用户数据头和用

户数据内容两部分组成 ,由 MM_AL 层定义和使

用。MM_A L 应用层构筑在 MM_T L 传输层之

上 ,提供类型丰富的多媒体消息传输服务 。已有

的用于传递非正文信息的应用协议有 Nokia 的窄

带套接字(NBS)以及 IANA 的无线数据报协议

(WDP)。它们的用户数据头中包含了一个端口

号 ,用来标识数据内容的类型(如铃声 、图片 、电话

簿 、邮件提示等)。若只传递文字消息 ,可直接使

用 MM_T L的 TPDU 实现 SMS 通信 。

MMS 支持“存储转发”机制 ,以当前的 GPRS

网络为承载网络 ,是 SM S 、EMS 的扩展。在移动

终端 MS 一端 ,用户可以很方便地编辑含图形 、视

频 、文字 、声音等多种媒体的 MMS 消息 , 并以

SM IL (the synchronized multimedia integrat ion

language)语言的脚本发往 MMSC(多媒体消息交

换中心)。SM IL 基于 XML 语言 ,类似于常见的

HTML 。

　　在本系统中 ,将由 MMS DataBase 网关自动

将 Map Server计算得出的空间查询结果转换成

MMSC可以识别的 SM IL 脚本 ,从而用户可以通

过接收 MMS 消息来得到想要的查询结果。

1.2　连接 PC 的 MMS开发

MMS设备(支持 MMS 的 GPRS 手机)可通

过串行口 、远红外口或 GPRS-PC卡与计算机连

接。系统将 MMS 设备视为 Modem ,通过一组专

用的 AT 命令控制设备的各种操作 ,如用 Nokia

手机来发送多媒体消息的 AT 命令为:

AT +CMGS =<LENGTH ><CR>PDU

< Z>

其中 , PDU 为十六进制表示的 SC 号码+要

发送的 TPDU。采用 AT 命令编程的优点是比较

灵活 ,可实现各种复杂的功能;缺点是繁琐。

为了简化应用开发的过程 ,一些厂商提供了

对其产品进行应用开发的软件开发包 , 如 Nokia

公司的 PC Connectivity SDK 。PCC SDK 是针对

Nokia GPRS移动电话如 Nokia 7650 的 MMS 编

程接口 ,它包含几个独立的库 ,每个库完成一组特

定的操作。其中 , MMS3AsuiteLib(Mms3aS.dll)

为多媒体消息库 ,用于发送和接收多媒体消息及

SMS 存储管理 。Mms3aS.dll是 COM(构件对象

模型)的软件“构件”库 ,它提供了具有二进制接口

标准的一组构件 ,因此可用于各种支持对象库的

编程语言 ,如 VB 、VC++ 、Java、Delphi。应用程序

以客户/构件编程模式调用 Mms3aS.dll的 COM

对象接口。Mms3aS.dll 包含了 3 个构件:sho rt

Message 、MMS_SuiteAdapter 和 GMSPicture。其

中 ,MMS_SuiteAdapter 构件提供了用于与手机传

递消息的几个接口:IMMSSend 用于发送消息 、

IMMSMemory 用于管理手机 MMS 存储器 、

IMMSSet ings用于调整手机的 MMS 设置 、IMM-

SReceiveNotify 用于 MMS 消息接收提示 。

在本系统的设计中 , MMS DataBase 网关中

的结果处理子模块负责将查询结果转换成 SMIL

脚本 ,实际应用中消息对象的 UserDataText这一

成员变量的值即为文本形式的 SM IL 脚本 。

2　MMS命令的解析

为了完成数据库查询操作 ,空间查询代理需

要具有对于所连接的数据库及具体查询操作相关

的知识。这些信息无法在简单的查询请求中被携

带 ,因而需要预先设置并保存在知识库中 。知识

库包括 1张数据库连接表和 1个查询脚本库 。数

据库连接表中每个表项保存了用于连接 1个数据

库的各种信息 ,如数据库名称 、类型 、驱动程序 、注

册名及口令等 。脚本库中存放预先设定的用于某

查询操作的脚本 。脚本指定了适用的数据库 ,要

查询的表 、字段及操作的 SQL 命令 。脚本中可以

使用变量参数 ,以保证查询操作的灵活性 。有了

这些定义 ,就可以用查询记录来描述查询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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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记录中包括消息号 、状态 、数据库连接名 、查

询脚本名 、参数 、结果等字段。因此一个查询记录

可以确定一次完整的查询操作 。

受消息长度的限制 ,用 MMS 消息发出的查

询请求应当简短 、灵活 、准确。采用基于规则的分

析方法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规则是由系统或用户

预先定义的一组操作准则 ,是命令解析模块分析

消息记录并生成查询记录的依据。规则可以动态

地增加 、删除和修改 。与固定的命令集或端口号

的方式相比 ,规则分析方法赋予系统更高的灵活

性和适用性。规则由匹配条件与动作组成。匹配

条件部分用于定义与该规则相匹配的消息记录要

满足的条件;动作部分指定了生成查询记录的操

作。基于规则的查询分析过程是:消息记录中的

消息内容为字符串<st ring >:<st ring >, ……<

string>。命令解析模块先将其解析为<命令名

>:<参数 1>, ……<参数 n >,再根据命令名

与规则名进行匹配 ,遇到匹配的规则即按规则指

定的动作操作并填写查询记录 。

3　系统结构

如图 3所示 , MMS DataBase网关系统一端连

接若干个 MMS 设备(能支持 MMS 的 GPRS 手

机)作为系统与移动用户进行多媒体消息通信的

通信设备;另一端与 Internet 上的数据库服务器

相连 ,存取数据 。手机设备由于严格的内存限制 ,

只能用于显示查询结果 ,而一般的空间信息查询

等计算功能放在 MapServer空间应用服务器里去

完成。MMS代理用于控制多媒体消息的收发以

及多媒体消息格式与消息记录格式之间的转换;

空间查询代理用于连接数据库并完成查询操作;

命令解析模块分析消息队列中的消息记录并根据

规则解析出查询命令及参数;结果处理模块转化

结果信息。典型的查询过程是:移动用户用手机

经MMSC(多媒体消息交换中心)向与系统相连

的 MMS 设备发出 MMS , 表明要查询的内容。

MMS 代理收到多媒体消息后将其构造为一个消

息记录 ,放入系统的消息队列中。命令解析模块

根据预定义的规则分析消息记录 ,识别出目标数

据库和查询操作 ,形成查询记录放入查询队列中。

空间查询代理拾取查询记录 ,与目标数据库连接 ,

发布空间查询命令 ,并接收命令的返回结果 ,将其

填入查询记录 。结果处理模块将查询记录中的查

询结果改造为 MMS 消息格式 ,该 MMS 消息含

有查询结果的文字说明和 ArcIM S转换得到的图

形文件 ,填入相应的消息记录中 。MMS 代理读

取此消息记录并发送给源GPRS手机号码的查

图 3　MMS_DB网关逻辑结构图

F ig.3　Logic Structure of MMS DataBase Ne tw ork Gatew ay

询者。MapServer 通过 ArcSDE 空间数据引擎与

支持空间的数据库 Oracle 相连 ,利用 ArcInfo 强

大的空间查询分析功能为客户提供服务 。结合服

务器机群和各服务器提供的线程池机制 ,可以很

好地处理负载平衡问题 。MapServer 查询得到的

结果为矢量图形以及相关的属性信息。

4　应用实例

下面给出一个实例 ,该例子开发了一个代理 ,

能满足用户查询当前点的给定半径以内的饭店的

情况 。POS 是一个地名数据库 ,在连接表中已建

立了如下连接表项:名称为 ACTDB;数据源名为

res;用户名为 users;口令为＊＊＊＊＊＊;连接类

型为 ODBC 。查询的 SQL 脚本:名称为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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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U;数据库为 ACTDB;命令为 FINDRES TU

{arg1};SQL 语句为 select(NAME , POSITION ,

MENU) f rom RESTU where buffer like `%

{arg1}' 。规则名为 FINDREST U;匹配条件为

{命令名 =FINDRES TU};动作为{连接名 =

ACTDB;脚本名 =FINDRESTU;参数 =(参数

1);}。此处的参数 1就是搜索饭店的半径范围。

用户发送多媒体消息“FINDRES TU:200” ,

经规则匹配后 , 将生成一条查询 POS 数据库

REST U 表中坐标与当前点相距不超过 200m 的

饭店的名称 、具体位置 、特色菜单的查询记录 。该

查询记录经MAP Server 处理后得出查询结果:一

个记录集 ,同时输出一图片 。将其转换为一个

MMS 消息:一段文字说明 result.txt 以及一张关

于各饭店位置分布的图片 result.jpg(ARC IMS

的输出图片)。

代理将使用 IMMSSend 接口的 CreateShort-

M sg方法生成一个消息 ,再调用 Send方法发送出

去:
Private MMSSend As MMS3AsuiteLib.MMS_Suit-

eAdapter

Private Sub Form_Load()

Dim ShortMsg As MMS3AsuiteLib.Sho rtMessage

Set MMSSend = NEW MMS3AsuiteLib.MMS_Suit-

eAdapter

Set Shor tMsg=MMSSend.CreateSho rtMsg

ShortMsg.UserDataTex t=” <smil><head><meta

name=” title” content=” output”/ ><me ta name =” au-

thor” content=” result”/ > <layout>< root_layout width

=” 160” height=”120”/ ><region id=” Image” height=”

80” left=”0” top=” 0” / >

<region id=” Text” width =” 100%” height=” 40”

lef t=” 0” top=” 80” / ></ layout></ head><body><

par dur=” 8s”><img src=” result.jpg” region=” Image” /

><tex t src=” result.tx t” region=” Tex t” / ></par>

</ body></ smil>”

ShortMsg.SCAddress=“ +8613800100500”//消息中

心号码

ShortMsg.OtherEndAddress=“ +8613801122334”//

查询者的号码

Call MMSSend.Send(ShortMsg)

End Sub

5　结　语

基于 MMS的信息服务比其他的实现方式有

明显的优点:实现手段简单灵活 ,如只要开发相应

的代理就能完成定位通知 、距离查询 、周围环境查

询 、路线查询等多种服务 ,不像 WAP 需要有庞大

复杂的 WAP 网关。与 J2ME 相比 ,MMS 对客户

端的要求低 ,速度快。 J2ME 需要客户端配置较

高 ,而且对经空间查询生成动态图片无能为力。

MMS成本低 ,操作简便易于普及 ,在 3G 商业化

以前就可以达到实用化。

基于 MMS的信息服务也有一些缺点 ,主要

是信息不够丰富 ,目前 GPRS(理论传输速率最高

为 170Kb/s)只能是较为简短的文字性的回答和

对应的 JPEG 或以简单语音的方式回答。当带宽

和速度得到提高 ,将会得到更为丰富 ,数据量更

大 、更详细的回答。

基于 MMS的空间信息服务的基本要求为支

持 MMS 的手机 、GPS接收卡(或内嵌在芯片里)、

GPRS 网络和代理。

第三代通信的目标是 4A(any time、 any-

where、anybody 、anything)级的通信 ,静止传输速

率达到 2Mb/ s ,高速移动传输速率达到 384Kb/ s ,

这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多媒体级的信息需求 。目

前一些最新的基于位置的服务 ,已经达到了实用

化的要求。随着技术的进步 ,基于手持移动设备

的空间信息服务将越来越普及 ,功能也越来越强

大 ,并趋于个性化 、人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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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gives method of multi_layer use case modeling and duty_based multi_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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