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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一种新的地理问题研讨方式和研讨环境———面向移动的协同虚拟地理研讨室（ｍｏｂｉｌ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ｉｏ，ＭＣＶＧＳ），同时设计出一种 ＭＣＶＧＳ模型，该模型的协同虚拟环境负

责地理问题的研讨，并对现场远程指挥；而移动客户端负责现场数据的收集，并对决策进行反馈。应用Ｊａｖａ

ＳＥ和ＪａｖａＭＥ设计并实现了ＭＣＶＧＳ的原型系统，并在出血热宿主动物调查中得到试验性应用。结果表明，

ＭＣＶＧＳ在现势性地理问题的研讨中可以明显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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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协同虚拟环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ＣＶＥ）应用在远距离学习、群体交流或研讨

时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ＣＶＥ已经成为国内外研

究的热点，许多原型系统被成功地开发出来，如

ＤＩＶＥ
［１］、ＭＡＳＳＩＶＥ

［２］、Ｓｐｌｉｎｅ
［３］、ＭＲ Ｔｏｏｌｋｉｔ

［４］

等。同时，ＣＶＥ还在军事、教育等众多领域中得

到了应用［５７］。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

统［８］，地理问题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复杂

的地理问题如全球变化、可持续发展等的研讨需

要多学科、多领域专家的共同参与。同时，地理学

的问题无论是学术研究、工程实践，还是地理教

育，在本质上都是一个群体协同工作的过程［９］，因

此，地理问题的研讨需要协同虚拟环境的支持。

本文将集成协同虚拟环境和移动服务技术，将群

体协同研讨的优势同现场移动工作的特色结合起

来，试图形成一种新的对地理问题的研讨方式。

１　面向移动的协同虚拟地理研讨室

本文将用于地理问题研讨的协同虚拟环境称

为协同虚拟地理研讨室（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ｔｕｄｉｏ，ＣＶＧＳ），将有移动设备提供现场

支持的协同虚拟地理研讨室称为面向移动的协同

虚拟 地 理 研 讨 室 （ＭＣＶＧＳ）。ＣＶＥ、ＣＶＧＳ、

ＭＣＶＧＳ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１所示。图中，犃

代表ＣＶＥ，犅 代表地理系统，犆代表移动网络系

统，犇代表ＣＶＧＳ，犈代表 ＭＣＶＧＳ。

ＭＣＶＧＥ超越了传统ＣＶＥ基于互联网的单

一模式，拓展了传统 ＣＶＥ的协同方式，扩展了

ＣＶＥ的应用前景。ＭＣＶＧＳ中室内室外同时作

业、虚拟和现实紧密结合的模式，使得ＣＶＥ在实

际地理问题决策中的应用成为可能。

２　犕犆犞犌犛中的信息交流模式

ＭＣＶＧＳ存在的技术核心就是要实现互联网

和移动网之间的信息互通。因此，应该存在这样

的一个节点，该节点通过互联网同ＰＣ客户端相

连，并且通过移动网同移动客户端相连；移动端发

到互联网的消息首先传送到该节点，由该节点向

所有ＰＣ客户端传送或广播；ＰＣ端发到移动端的

信息也是通过该节点经由移动网向移动端传送

的。如果把结合后的两大网络看作一个系统，该

节点则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和焦点。

从原则上讲，该节点可以位于互联网内（图

２（ａ）），也可以位于移动网内（图２（ｃ）），或者可以

在两大网络外存在（图２（ｂ））。由于互联网发展

相对最为成熟，网络资源、计算能力相对较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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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ＭＣＶＧＳ的形成

Ｆｉｇ．１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ＣＶＧＳ
　　　　　　　　　　

图２　通讯节点类型

Ｆｉｇ．２　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ｄｅ

此，第一种方式实现的可行性较强。在这种情况

下，该节点是互联网中的一台服务器，需部署两种

服务，一种是同互联网通讯的服务，一种是同移动

网通讯的服务。互联网与移动网的通讯实际上由

两种服务之间的通讯完成。

总体说来，这两种服务的结合可以分为松散

式（图３（ａ））和紧密式（图３（ｂ））。松散式结合是

两种服务共享同一个数据文件，通过该数据文件

传递信息。在紧密式结合情况下，两类服务必须

共享一台服务器。

图３　服务结合模式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ｓ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　犕犆犞犌犛中的协同类型

根据发送端和接收端的不同，ＭＣＶＧＳ中的协

同类型可以分为Ｐ２Ｐ（ＰＣｔｏＰＣ）、Ｍ２Ｐ（ｍｏｂｉｌｅｔｏ

ＰＣ）、Ｐ２Ｍ（ＰＣｔｏｍｏｂｉｌｅ）和 Ｍ２Ｍ（ｍｏｂｉｌｅｔｏｍｏ

ｂｉｌｅ）等四种类型。其中，Ｐ２Ｐ协同的信息在互联网

内部各计算机节点之间传输，以使各节点数据保持

一致，这也是传统ＣＶＥ的主要构建模式；Ｍ２Ｐ协

同是某一移动客户端向互联网中某一计算机或所

有计算机节点发送信息的方式，可以实现现场数据

的采集、现场信息的反馈等；Ｐ２Ｍ协同是某一互联

网节点向某一或所有移动客户端发送信息，以指挥

现场或实现远程控制；Ｍ２Ｍ则是移动终端彼此协

同，相互了解，以进行协调，现场同步。在一个具体

的ＭＣＶＧＳ系统中，上述四种类型的协同随系统功

能定位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组合。

４　犕犆犞犌犛的框架设计和研讨流程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 ＭＣＶＧＳ框

架，如图４所示。框架包括互联网和移动网两大网

络体系，采用Ｃ／Ｓ结构设计。框架逻辑上分成服

务器端、ＰＣ客户端和移动客户端三个组成部分。

其中，服务器端部署两类服务，一类是互联网协同

服务，连接并响应各ＰＣ客户端，信息通过互联网

传输；另一类是移动网协同服务，连接并响应各移

动客户端，信息通过移动网传输。两类服务之间通

过文件交流或内存共享实现整合，并由此架设互联

网和移动网之间的通讯桥梁，实现ＰＣ客户端和移

动客户端之间的信息传输和资源共享。客户终端

包括ＰＣ客户端和移动客户端。为了更好地表达

现实地理问题，同时也为了专家们更方便地参与，

ＰＣ客户端采用沉浸式的三维界面设计，以获取直

观的感知效果，便于地理问题的分析。移动客户端

则采用二维界面设计，以方便数据采集。

在功能定位上，移动端负责对现实情况和场

景进度进行实时的数据采集；ＰＣ端则根据实时采

集的数据和其他已有的数据对地理问题进行群体

协同研讨，并对现场进行指挥；服务器则负责所有

终端协同消息的中转和系统平衡的维护等。在数

据组成上，ＰＣ客户端的专家们共享的地理图像、

三维模型等既有数据连同移动端实时采集上传的

地理数据，共同组成了 ＭＣＶＧＳ中用于地理问题

分析的数据库。

图４　面向移动的协同虚拟地理研讨室框架

Ｆｉｇ．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ＣＶＧＳ

５　犕犆犞犌犛的原型系统实现及应用

５．１　原型系统实现

基于图４所示的框架，本文采用ＪａｖａＳＥ、Ｊａ

ｖａＭＥ开发面向移动的协同虚拟地理研讨室。

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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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　服务器端的实现

服务器端部署了互联网协同和移动网协同两

种服务。互联网协同服务分为消息服务、聊天服

务、视频服务、音频服务、文件服务等５种服务类

型，每种服务都是多线程的ＪａｖａＳｅｒｖｅｒＳｏｃｋｅｔ，以

便接收、响应不同ＰＣ客户端的请求，启动新的通

讯线程连接客户端，通过服务的中转实现客户端

通讯；服务端记录并管理这些客户端连接，并在客

户端结束通讯时删除这些连接。移动网协同服务

以多线程机制的ＪａｖａＳｅｒｖｌｅｔ实现，运行于 Ａ

ｐａｃｈｅＴｏｍｃａｔ服务容器中，接收并中转移动端以

ＨＴＴＰ协议发送的通讯请求和现场数据。

５．１．２　ＰＣ客户端的实现

ＰＣ客户端以Ｊａｖａ３Ｄ开发三维操作界面，使

用ＪａｖａＳｏｃｋｅｔ同服务器端的相应服务连接，通过

服务器中转同其他客户端实现通讯。为了减少网

络流量，ＰＣ端采用“胖客户端”模式组织数据，即基

本的数据如研讨场景、化身数据等存在于每一个

ＰＣ端，协同时，数据从本地读取，网络上传输的只

是对这些数据的操作。研讨场景、化身数据等三维

数据可以由三维建模软件构建，以ＶＲＭＬ格式存

储并由客户端程序读取。参与者以化身的方式进

入虚拟研讨室，在三维场景中漫游，并可根据研讨

的需要向虚拟场景中添加三维地理对象。用户对

客户端的所有操作经过协议编码后同时通过服务

器向外广播，其他客户端程序解码成命令，并根据

命令修改场景中相应的部分，保持所有客户端场景

数据的一致性。以上协同均在三维场景中完成。

５．１．３　移动客户端的实现

移动客户端使用ＪａｖａＭＥＷＴＫ２．２开发实

现，使用 ＭＭＡＰＩ（ｍｏｂｉｌｅｍｅｄｉａＡＰＩ）实现拍照等

数据采集功能，使用ＢｌｕｅＴｏｏｔｈＡＰＩ（ＪＳＲ８２）开

发通信接口连接ＧＰＳ接收仪，以获取所处位置的

信息。移动客户端通过 ＧＰＲＳ无线通讯网络以

ＨＴＴＰ协议同服务器端相连，并向服务器传送现

场照片、对现场情况的文字描述以及所处的位置。

移动客户端在支持ＪＳＲ７５规范的ＳｉｅｍｅｎｓＳ６５

手机 上 正 常 运 行，并 同 手 持 ＧＰＳ 接 收 仪

ＡｎｙＧＰＳＢＴ实现正常通讯。

由于本文中的互联网协同部分和移动网协同

部分各自事先开发完成，其设计模式、通讯机制和

数据结构各不相同，因此，在原型系统中，互联网

和移动部分的结合采用松散的结合方式，即二者

的消息通过文件中转实现：互联网服务和移动网

服务共存于同一台服务器，互联网服务端启动一

个监听线程，监听移动服务端数据文件的变化，当

有新的数据文件从移动客户端上传到服务器时，

互联网服务判断文件类型，读取文件并向其他ＰＣ

客户端广播；ＰＣ客户端向移动客户端发送的指令

文件则通过移动服务的监听向特定移动客户端传

送，移动客户端收到指令后，根据指令调整操作，

由此实现两大网络之间的信息、操作协同。

５．２　原型系统应用

原型系统在出血热宿主动物（鼠类）监测调查

中得到了试验性的应用。以往的监测调查是由专

家或工作人员各自到野外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

拿回实验室分析。工作人员各自开展工作，彼此

难以协调，调查标准也很难统一；更重要的是，调

查、分析分步进行，一旦分析时发现调查样本不符

合要求，必须放弃样本或重新开展调查，费时费

力。因此，本次调查使用原型系统进行了一次新

的尝试。调查试验中分为室内决策和野外执行两

个并行的部分。室内研讨决策环境是一个虚拟的

会议室，专家们使用各自的计算机，以绑定了视

频、音频的化身（图５（ｃ）中②）进入会议室参与研

讨；野外工作分成两队进行。工作中，现场人员

（图５（ａ））利用手机对现场进行拍照，通过蓝牙通

讯从手持 ＧＰＳ接收仪 ＡｎｙＧＰＳＢＴ中获得位置

信息，并对现场情况进行描述（图５（ｂ）），然后传

送到各位专家的虚拟会议室中（图５（ｃ）中③、

⑥）。专家们同时监控并协调两队的工作进度，并

根据现场传回的图片和对现场情况的文字描述，

相互交流之后，确定布夹的最佳地点，将意见传到

现场，由现场人员执行决策意见，摆放鼠夹，并对

两队工作人员的进度进行协调。试验表明，原型

系统运行稳定，室内、室外的协同工作模式可以明

显地提高决策和工作效率，同时说明 ＭＣＶＧＳ是

一种有效的地理问题研讨方式。

①虚拟会议室；②专家化身和视频；③现场人员对现场

的文字描述；④野外工作区遥感影像；⑤专家列表；

⑥现场人员发回的现场照片

图５　试验中协同工作场景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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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　语

本文中的协同虚拟环境和移动部分在地位上

并不对等，协同虚拟环境处于问题研讨的核心，移

动部分只是外围数据采集的工具。后续的工作需

要扩充移动部分的功能，使移动端具有ＰＣ端相

同的三维场景，并具有与ＰＣ端协同的能力，以使

移动部分不仅是数据采集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作

为协同研讨终端存在。这样，通过提升移动终端

的地位，形成一种新的研讨方式———移动虚拟地

理研讨室，从而推动协同虚拟地理研讨室在现实

地理问题探索中的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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