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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在移动环境下如何构造基于嵌入式数据库的移动地理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在分析嵌入式数

据库关键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其上构筑移动 GIS 应用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同时指出了本结构实现的可

行性以及相对于基于W AP 方式的 G IS 应用的优势,并结合实例进一步说明了本结构的实用性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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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移动数据库技术目前已经从研究领域

向应用领域发展, 各种嵌入式移动数据库产品已

经出现。将来, 绝大部分移动终端都将配备以无

线网络为主的移动联网设备, 以支持移动用户访

问网络中的数据, 实现无约束自由通信和共享资

源,这是一种更加灵活、复杂的分布计算环境,称

之为移动计算( mobile comput ing)
[ 1]
。

嵌入式移动数据库涉及的理论和技术涵盖了

当今通信和计算机发展的最新成果, 在移动环境

下如何进行数据管理是实现嵌入式移动数据库的

关键,包括复制与缓存技术、数据广播技术、移动

事务处理技术、移动安全技术[ 2] 等。目前,国内外

已陆续研究开发并推出了基于嵌入式操作系统的

嵌入式数据库产品, 可以运行于低内存及处理器

性能较差等资源受限环境下, 如 PointBase M-i

cro、Oracle L ite 、Sybase U lt raLite、人大金仓/小

金灵0、东大 OpenBA SE M ini、IBM DB2 Ev ery-

place 等 [ 3, 4] ,这给开发移动 GIS系统提供了很大

的便利性。

1  基于嵌入式数据库的移动 GIS

1. 1  移动 GIS

面向移动计算环境的 GIS 系统称为移动

GIS,移动 GIS 包括一系列技术的综合, 如 GIS、

移动硬件设备 (包括智能手机、PDA 等轻便设备

和个人电脑等)、定位系统( GPS 或无线电定位)

以及可以接入到固定网络 GIS 的无线通信设备

等。移动 GIS 要求支持用户在多种网络条件下

都能够有效地访问、完成移动查询和事务处理,并

且要求移动用户即使在断接的情况下也可以访问

所需的数据,使 GIS 具有高可用性。图 1是一种

典型移动 GIS的主要构成。

图 1  移动 G IS 的典型组成

Fig . 1  A T y pical Co mpo nents of M o bile G IS

  在移动 GIS 中, 高带宽有线网络部分构成连

接固定单元的主干, 固定网络中拥有若干基站,负

责管理无线网络单元, 单元内的移动终端与基站

通过无线通信连接。每个无线网络单元的覆盖范

围由它们所采用的无线通信技术确定, 如无线局

域网单元只能覆盖直径几百 m 的小区, 而采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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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通信的无线网单元只需几个即可覆盖整个地

球,移动 GIS 客户端则通常是通过移动基站与固

定网络连接。

1. 2  基于嵌入式数据库的移动 GIS体系结构

GIS 空间数据包括几何数据、空间拓扑关系

以及属性数据等,其数据量非常大,且数据涵义非

常丰富,应当结合其空间数据吞吐量较大、几何图

形数据和属性数据同时传输、所有查询均与空间

位置信息相关等应用需求,针对嵌入式数据库的

特点构造移动 GIS体系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基于嵌入式数据库的移动 GIS 体系结构

Fig . 2  Flow Char t of M o bile G IS Based o n Embedded Database

  在基于嵌入式数据库 GIS 客户端架构中,嵌

入式数据库系统能够和嵌入式操作系统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为应用程序及应用开发人员提供有效

的本地数据管理手段, 同时提供各种定制条件和

方法。嵌入式移动数据库通过数据复制技术来提

高系统的可用性, 嵌入式数据库中保存了数据的

部分副本,即根据用户的应用需求,仅存储该用户

具有访问权限的当前需要处理的数据。移动 GIS

客户端在较多时刻进行显示和其他计算时,只需

访问本地嵌入式数据库中保存的数据, 需要时才

从服务器下载所需数据, 缓解了带宽压力,缩短了

应用运行时间, 提高了系统的可用性。

嵌入式移动数据库处于断接状态时, 移动

GIS客户端可以在本地执行本地事务, 当重新与

同步服务器连接时, 启动复制过程,整个复制过程

分为数据上载和数据下载两个子过程, 这两个子

过程分别作为单独的事务在数据库服务器上执

行。上载过程中,嵌入式数据库将自复制后, 本地

所作的修改以事务为单位组织起来, 并一次性地

传给同步服务器上的复制请求队列, 同步服务器

处理该请求时, 首先对各移动事务进行验证和冲

突检测,验证通过的事务所作的修改分别写入数

据库服务器。在下载过程中, 数据库服务器根据

嵌入式数据库上次复制的时间扫描日志文件, 将

服务器新作的修改传递至输出缓冲区, 嵌入式数

据库可以从输出缓冲区中取出对应的数据包, 并

对本地副本进行刷新, 从而与数据库服务器保持

一致。

移动 GIS客户端嵌入式数据库与服务器间

发生下载、同步等数据传送时,使用 H T TP 协议,

它是包括 J2ME 中M IDP( mobile informat ion de-

v ice prof ile,移动信息设备规范)在内的多个无线

连接设备连接框架要求支持的协议, H TT P 协议

可以用 IP协议实现, 也可以用非 IP协议实现,如

果无线设备厂商都实现对 H T 的支持, 那么所开

发的移动 GIS 应用可以在所有的移动信息设备

间移植。数据传送的网络基础使用公用、稳定可

靠、低成本、基本满足带宽需求的 GPRS、CDM A

等无线数据通信网, H TT P 协议可以跨越上述网

络及与之相连接的固定网络的所有交换机及网关

设施,因此,可以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数

据无障碍传输。

1. 3  关键技术

移动通信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移动 GIS

的移动环境、性能发生了极大改善,但构造出高效

的移动 GIS 系统, 除了空间定位技术、网络传输

技术、嵌入式设备和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技术发展

之外,还必须针对基于嵌入式数据库的移动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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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应用特点进行研究。笔者认为, 应当解决

下列关键问题。

1) 合理设计移动数据库,适应空间数据存储

的访问要求。嵌入式时态空间数据库的设计与组

织是移动 GIS的核心, 为了适应移动 GIS 中图层

存储与管理的要求,应当构造高效的移动 GIS 数

据模型,减少模型的复杂度,去除不必要的附加信

息。此外,延长关键数据的可用时间,将移动设备

的有限电源能力影响最小化, 有效地组织本地数

据库管理。

2) 优化数据显示模式。移动 GIS 是运行在

资源紧缺的设备上的复杂应用系统, 长时间使用

移动设备会面对电源难以持续供应的问题, GIS

的图形传输在网络传输速率的影响下需要耗费比

一般数据传输更多的时间,因此,应当改进现有的

图形显示模式, 研究开发低耗能的数据显示算法。

3) 优化移动空间查询技术。移动 GIS 的显

著特点是其可裁剪性[ 5] , 根据用户的不同兴趣要

求,抽取出不同应用级别的数据与功能,这就要求

提高在嵌入式时态空间数据库中进行查询检索时

的效率,组织并自动维护将空间数据集合映射到

不同位置的元数据, 消除带宽多样性、断接等因素

产生的影响,将通信代价、通信时间、电源消耗等

条件纳入查询优化的考虑因素, 根据当前网络条

件采取恰当的优化策略,完成空间与时态信息的

查询与提取。

4) 构建移动空间事务处理模型。移动 GIS

中的空间事务处理属于长事务处理, 当一个空间

事务在执行期间移动到不同的无线通信单元时,

会导致事务及相应资源的移动, 并且由于访问的

是复杂的空间几何数据资源, 因此比普通的移动

事务执行时更易出错。目前, 多数移动事务处理

用弱一致性,允许不同复制的数据产生一定偏差,

换取高可用性, 但对精度要求高的空间数据不合

适,需要研究适应移动 GIS 的计算环境、支持可

变一致性的移动空间事务处理模型。

2  应用实例

笔者将基于移动数据库的 GIS 体系结构应

用于某省防火地理信息系统森林火灾监测应用的

设计实现中,火灾监测人员携带具有通信功能的

PDA 或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到野外林场巡

视。森林火灾的监测及消防均是划分区域管理,

如地市、区县、林场乡镇直到最基层的护林小班,

系统根据用户登录帐户确定用户所在的区域, 将

用户所在区域的地理信息数据(包括地图数据及

其他专业的森林资源数据)从中央同步数据库下

载到用户所持移动终端上的嵌入式数据库,这个

过程先进行比较,若上次同步之后,移动客户端或

中央数据库发生更新, 则进行数据同步;否则,不

作任何操作,直接使用现存数据。

图 3所示的是用户利用本系统进行火灾定位

操作的界面,发现火情时,监测人员利用手机应用

程序从嵌入式数据库中读出并显示地图作为背

景,对火灾的位置进行确定(图 3( a) ) , 或者直接

在纯文本的手机应用程序中输入火点的坐标(图

3( b) )。该操作完成后, 系统立即利用 GPRS 通

信网络将火灾位置数据发回省火灾监测中心

(图 3( c) ) , 中心的应用服务器随即通知火灾发生

的林业主管部门及相关的扑火队、灭火物资仓库

投入灭火,并依据空间分析计算出若干备选的灭

火方案,包括火场周围邻近的水源地、邻近扑火队

及邻近灭火物资仓库, 人员物资调动所需行进的

最佳路线同时也被计算出来。

本应用系统中, 手机上的应用程序使用

J2M E所定义的 M IDP 协议, 这对运行该应用程

序的手机等设备有一定的要求, 最基本的是必须

能够安装并运行 JVM ( Java virtual machine, Java

虚拟机)。随着微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的发

展也越来越智能化, 性能也在不断提升。其次,在

本例中,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与省级监测中心的

通信是通过公用移动通信网(中国移动与中国联

通)来完成的, 省去了投资建设、运营维护等专用

无线通信网络的开销, 除了大山、深沟等地外,均

有网络覆盖, 且数据通信费用低廉, 随时在线,即

仅用很小的投入就能获得较高可靠性的服务保

证。

3  结  语

使用基于嵌入式移动数据库的移动 GIS 时,

移动客户端可以在移动时存取后台数据库,而且

可以带着后台数据库的副本移动, 即使在网络通

信断开的情形下,用户仍然可以访问 GIS 应用。

应用程序可以标准数据库存取方式访问移动数据

库,便于某些基于桌面的应用直接或者略加修改

便移植到移动设备上运行。即便是对于本文讨论

的空间数据应用, 对于特殊的空间数据访问也可

以在嵌入式的空间数据库进行, 尽量做到应用程

序的接口显示表现、应用业务逻辑与数据访问等

逻辑层次上的分离。而在移动、频繁断接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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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同步、事务处理问题全部交给移动数据库

完成。移动 GIS 应用设计开发人员可将主要精

力用在主业务逻辑的设计实现和空间数据库逻辑

结构的设计上。这些特性是本地不带数据的移动

GIS无可比拟的, 但在断网情况下就无法操作使

用,对于一些移动事务的处理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它所需的系统资源较少。

国内外陆续开发推出的嵌入式数据库产品,

为移动 GIS 上配套嵌入式空间数据库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并已实现部分空间数据的存取功能,还

需要完善功能及改进性能。如对通信频繁断接操

作的支持、对跨区长事务的支持、对位置相关查询

的支持、对查询优化的特殊考虑以及对提高有限

资源的利用率和对系统效率的考虑等。为了有效

地解决上述问题,如复制与缓存技术、移动事务处

理、数据广播技术、移动查询处理与查询优化、位

置相关的数据处理及查询技术、移动信息发布技

术、移动 Ag ent 等技术仍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其结果会进一步促进移动 GIS 利用嵌入式数据

库技术的发展。

图 3 某省森林防火地理信息系统实际运行界面

F ig . 3  Scr eenshots of a W ild F ire P rev ention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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