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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剖析了静态 GIS 和移动 GIS 的概念和区别 , 然后在讨论运动对象的描述方法的基础上 ,分析了移动

GIS 中空间关系表达模型 , 提出了移动 GIS 应包含的查询分析操作 ,并设计了移动 GIS 的软 、硬件体系结构 ,

并据此研制了移动 GIS 原型系统 PN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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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传统的静态 GIS ,由于实体间的空间关

系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变性 ,故可以预先计算并

存储下来 ,便于以后的查询 、检索和分析等数据处

理。随着电子计算机整体性能的不断改进 ,也可

以根据空间实体的绝对位置动态计算。从理论上

讲 ,一旦空间实体的绝对位置确定 ,彼此间的关系

也随之确定 。在电子地图与 GIS 中 ,当有一个或

多个移动实体(moving objects)处于相对静止的实

体群中 ,或处于移动的实体群中 ,对移动实体及背

景参考实体群(相对静止或移动)的模拟 、表达 、处

理 、查询 、检索和分析的软硬件系统称为移动 GIS

(mobile GIS)。

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客观现象均不是传统静

态GIS所易于解析的 ,如车载导航系统等 ,均是

移动的空间实体(GPS 点位坐标)放置在相对静

止的空间实体群中(地图中的空间实体集合)。其

中需要研究的是移动实体与相对静止实体及实体

群的位置 、关系等特性 ,利用静态 GIS 中现有的

原理和方法只能解决这些现象的部分问题 ,而非

最优解决之道。如在天空中飞行的机群及在海面

上航行的舰队 ,若以其中 N 架飞机或 N 艘船只

作为目标实体 ,其余为参考实体群 ,那么 ,目标实

体集与参考实体集无论在空间位置 ,还是内部之

间 、两者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都是时间 T 的数学

函数 ,即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这也不是传统静态

GIS所能解决的。因此 ,技术的进步和新的应用

需求使移动GIS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十分必要 ,

但由于其内容的高度复杂性 ,该领域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状态 。本文主要探讨了移动 GIS 的若干

理论与方法以及移动 GIS 与无线通讯结合的应

用系统的研制 。

1　移动GIS的理论基础

1.1　运动对象的描述

运动对象的本质特征是其时态性 ,即其位置

和属性是随时间变化的。为了真实准确地对运动

对象进行描述 ,必须把时间尺度引入到其参照系

中。这样在原有的二维参照系中添加时间维 ,就

形成了 XY T 的三维时空坐标系 ,某点在某一确

定时刻的时空位置可描述为(x , y , t)。

运动对象为点时 ,在时空坐标系中描述为一

条线;为线时 ,描述为一曲面;为面时 ,描述为一柱

体。静止对象在时空坐标系中的描述与此类似 ,

不同的是 ,它们分别表现为垂直于 XY 二维平面

的线 、曲面和柱体。如图 1所示。

　　运动对象的运动轨迹在空间上是连续的 ,但

是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 ,移动 GIS 所能采集的时

空坐标只能是离散的 ,即只能直接得到一些时刻

点的空间坐标 。如何连续描述运动对象的时空特

征 ,表达其在任一时刻的空间位置 ,成为移动 GIS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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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时空坐标系中的实体描述

Fig.1　Point , Line and Poly gon in

Spatio- tempo ral Coordinate Sy stem

可以采用平均值内插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

题。设 t 1 、t 2 时刻 ,运动对象在 XY 二维平面内

的空间位置分别为 P1(x1 , y 1)、P2(x 2 , y 2)。在

t 1与 t 2之间 ,如果将其运动状态近似视为直线运

动 ,则该对象的平均速度为:

 v =
(x2 -x 1)

2
+(y 2 -y 1)

2

t 2 -t 1

速度角为:

α=arctan
y2 -y 1

x 2 -x 1

从而可得 t 1与 t 2之间任一时刻 t 运动对象的空

间位置P(x , y):

x = x 1 +v(t -t 1)· cosα

y = y1 +v(t -t 1)·sinα

　　还可以采用曲线拟合的方法来计算:从运动

对象的采样数据集[ (x 1 , y 1),(x 2 , y2), …, (x n ,

y n)]得到一个解析函数 f(x),该函数应当满足

其在运动对象空间位置采样点 xi上的函数值尽

可能接近给定的 yi 。具体可采用最小二乘曲线进

行拟合 ,拟合结果使误差的平方和最小 ,即找出使

δ=∑
n

i=1
|f(xi)-y i|

2

最小的 f(x),进而可以求出运动对象轨迹曲线

上任一点的空间位置 。

1.2　空间关系描述

对于移动 GIS中的空间关系 ,可以将三维对象

简化到二维空间中 ,可以利用 9元组模型来描述。

运动对象虽然具有空间位置的变化 ,但在某一确定

时刻 ti ,仍然可以将其看作静止实体 ,在 ti作平行

于 XY 二维平面的面 ,可得该时刻的分析平面 A ,

进而可以在此平面内应用 9元组模型分析表达运

动对象与静止对象间的空间关系。如图2所示。

1.3　移动 GIS中的查询与分析

针对运动对象的查询与分析是移动 GIS 要

解决的实际问题 。目前对于移动 GIS 究竟有多

少类型的操作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许多学者也作

图 2　空间关系描述中分析平面的截取

Fig.2　Analysis Surface Acquisition in Spatial

Relations Description

了大量的研究 , 如秦小麟归纳了六类操作[ 3 〗。

本文在总结现有成果的基础上 ,认为移动 GIS 中

的查询与分析首先应该覆盖静态 GIS 中的查询

与分析功能 ,另外 ,还应该包括针对于运动对象的

查询与分析功能。

1.3.1　运动对象的时空位置查询

这是最基本 、最核心的操作 。对于运动对象

分别为点 、线 、面不同类型的情况 ,处理方法也有

所不同 ,不过都可以将研究时间缩小到某一具体

时刻 t i ,如果 t i为样本采集点 ,则直接可得对象的

时空坐标;如果 ti为非样本采集点 ,则可以应用上

文所述的平均值内插或曲线拟合的方法计算得

到。

1.3.2　运动对象的属性查询

运动对象与静态对象属性的最大区别在于运

动对象的速度 ,包括某时刻 t i的即时速度 ,某段时

间 t内的平均速度等 。对于形状固定的运动对

象 ,如汽车 、飞机等 ,可以将其抽象为一点对象 ,该

点的速度即为对象的速度;而对于形状有变化的

运动对象 ,如扩散的污染源 、推进的沙漠等 ,则需

要计算边界的平均速度。

1.3.3　运动对象与静止对象的空间关系查询

指运动对象与静止对象之间的位置关系 ,如到

某固定点的距离 、是否与某线相交 、是否落在某区

域内 、与某区域的即时重叠面积等 ,这类问题都可

以通过作时刻 ti的分析平面将其转化到二维空间

中来解决。同时由于静止对象之间的关系保持稳

定 ,可以据此进行空间关系推断以满足查询要求。

1.3.4　运动对象之间的空间关系查询

运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分析虽然相对复杂一

些 ,但同样可以利用分析平面进行转化来解决 ,只

是要同时考虑双方的运动状态和性质。

1.3.5　运动对象的历史轨迹分析

考察运动对象在时间段 t 内的运动路程 ,基

于有限样本采集点 ,通过上文所述的内插或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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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精确的轨迹曲线 ,但在显示时仍要归结

到平面上 ,即显示结果是 XY T 的三维曲线在XY

二维平面上的投影。

1.3.6　运动对象的未来趋势分析

预测运动对象的发展变化并加以控制是移动

GIS应用的最终目的 ,这项工作必须以研究对象

的历史轨迹为基础 ,进而发现其运动规律 ,才能控

制其未来 ,如运输车辆的定点交会 、重点沙漠化区

域防治等问题。

2　集成GPS、GIS 、GSM 、GPRS 、PDA
系统的研制

2.1　移动 GIS体系结构

与静态GIS相比 ,移动 GIS 研究的对象不再

是关系具有不变性的实体集 ,而是少量有限的移

动实体集 ,原来相对静止的实体集仅作为参考目

标。同时 ,硬件环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移动端

需要采用轻便 、灵活 、易于携带 、外观设计优雅的

智能化终端设备 。由于智能终端的简化 ,其存储

计算功能相对较弱 ,把全部静态空间数据存储其

上是极不现实的 ,故从固定服务器通过有线或无

线通信技术动态刷新智能终端中的空间数据技术

和设备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 ,移动 GIS 系统的硬

件构成至少有服务器端的相关设备 、无线通信技

术设备 、智能终端设备 、移动目标空间定位设备

(如图 3所示)。

图 3　移动 GIS 体系结构

F ig.3　Structure of Moving G IS

　　对应于移动 G IS 系统的硬件组成 ,其软件系

统应包括服务器端的空间信息服务与分发系统 、

无线传输软件系统 、智能终端软件系统和定位导

航软件系统。

1)服务器端的空间信息服务与分发系统

移动 GIS 服务器端存放了大量的 、多尺度的

空间数据 ,这些数据的查询 、统计 、检索及数据格

式转换等功能属于空间数据管理的范畴。另外 ,

服务器端的软件系统要能够响应来自各处智能终

端的并发服务请求 ,并自动启动空间数据管理引

擎 ,依据请求自动完成裁切 、拼接 、转换等步骤 ,及

时把智能终端需求的数据反馈到用户并刷新 。

2)无线传输软件系统

服务器端和智能终端主要依靠无线方式传送

数据 ,交换信息 。应当说 ,从终端向服务器端发送

的请求数据量较小 ,但服务器响应请求并发回的

空间数据量相对无线传输速率却十分庞大 。目前

在第 2.5代移动通讯中 ,数据传输通常采用 GPRS ,

该方式在理论上最高传输速度能够达到 144Kb/ s ,

但实际速度仅为一半左右。依照这种速度 ,从理论

上分析一个中等城市的数据需要 3 ～ 5min(测试用

经过要素精简的北京市数据为 30M 左右 ,一般中

等城市数据量在20M 左右),如此长的等待时间令

人难以容忍。因此 ,在服务器端引入压缩和智能

终端引入解压缩技术十分重要 。

3)智能终端软件系统

在智能终端 ,移动目标 GPS 坐标的获取 、定

位及查询分析和静态目标的快速显示等功能都是

智能终端软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 ,适合

于个人计算机的栅格 、矢量等数据结构 ,在性能远

远低于个人计算机的掌上型智能终端运行时 ,图

形的显示 、缩放 、查询 、分析等功能的效率都比较

低 ,为此 ,本系统开发了适用于低性能移动终端的

高效数据结构[ 4] 。

4)导航定位软件系统

通过红外或串口获取 GPS 位置信息 ,转换到

导航地图的坐标系统 ,并进行 GPS坐标的保密技

术处理。

2.2　系统实现

在上述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下 ,笔者研制了相

应的移动 GIS 系统(PNS-I 型),其移动终端的硬

件构成如图 4 所示 ,该系统实现了 GPS 、GSM 、

GPRS 、PDA 、GIS 的高度有机集成。利用 PNS-I

可以实现地图浏览 、城市信息查询 、内置 GPS 导

航定位 、轨迹跟踪等空间信息服务功能 ,同时基于

内嵌通讯卡可以进行无线通话和 GPRS 无线上

网 ,还可以实现个人信息管理与移动办公。

　　PNS-I 的操作系统为 Window s CE 2.11 ,其

主界面的显示分为地图静态显示 、地图动态显示

两种模式(见图 5 和图 6)。不同的显示模式下 ,

显示的组件也有所不同 。静态模式下的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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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移动 GIS 系统(PNS-I型)

Fig.4　Structure of PNS-I

组件包括地图 、自车位置图标 、指北针标牌 、比例

尺标牌 、GPS状态标牌 、航迹记录标牌 、语音状态

标牌 、时钟标牌 、地图缩放 、周边设施查询 、目的地

查询 、地址簿查询等;动态模式下的功能组件除此

之外还包括规划路线 、目的地标示 、预计到达时间

/预计到达剩余时间标牌 、前方路口距离标牌 、当

前道路名称/下一道路名称标示 、路口扩大图等。

图 5　静态地图显示模式
Fig.5　Static Map Model

　　　　　　　　　　　　　　
图 6　动态地图显示模式

Fig.6　Dynamic Ma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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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compares static GIS , mobile GIS , dynamic GIS and moving GIS , then puts

forw ard and discusses a description means of mobile objects , a model of spatial relation based on 9-

intersection model and the query and analysis operations that moving GIS should implement.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eory , this paper designs the structure of moving GIS and implements a

pro totype sy stem named PNS-I on the basis of PDA which has integ rated GPS , GIS , GSM and

G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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