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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普适空间和普适地理信息（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ＵＢＧＩ）的概念和意义进行了阐述，并

建立了ＵＢＧＩ框架，对框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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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适计算的基本思想是为用户提供服务的普

适技术将从用户意识中彻底消失，即用户和周围

环境（无数大大小小的计算设备）在潜意识上进行

交互，用户不会有意识地弄清楚服务来自周围何

处［１］。“普适计算”将人们从“以设备为中心”的计

算模式带入到“以人为中心”的计算模式。

普适计算引起了整个ＩＴ领域一场深刻的革

命，地理信息作为信息技术在地学领域的分支和

扩展，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２］。地理信息是

普适计算的基础和目标；普适计算对移动性和对

位置的需求使得普适计算与地理信息具有天然姻

亲关系。因此，有必要研究普适空间下的地理信

息———ＵＢＧＩ。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学会（ＮＩＳＴ）

对普适空间进行了如下的定义：普适空间是一个

嵌入了计算、信息设备和多模态传感器的工作空

间，其目的是使用户能非常方便地在其中访问信

息和获得计算机的服务，以高效地进行单独工作

和与他人的协同工作［３］。当前，对普适空间的研

究相当广泛，如文献［４７］。

１　犝犅犌犐

在普适空间中，由于任何事物都与其他的事

物相连接，因此，可以实现地理上下文的感知。这

就意味着上下文中的每一个节点都能感知附近有

哪些节点，以及哪些节点可以合作。这里的节点

可以是微型的智能设备、传感器，也可以是大型的

服务器。正是因为在普适空间中可以感知地理上

下文，使得地理计算与环境融为一体，所以可以在

任意地点和任意时间，以任何方式发送和接收地

理上下文中的信息，这就是ＵＢＧＩ的概念和意义。

当前的研究可以归纳为３类：① 对ＵＢＧＩ的

基础设施进行研究，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和ＩＴ

基础设施；② 对ＵＢＧＩ的概念及其组成部分进行

研究；③ 对ＵＢＧＩ的具体技术进行研究，如 ＵＳＮ

（普适传感器网络）等。以上文献都没有对 ＵＢＧＩ

的框架进行研究。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了

ＵＢＧＩ的框架，并对框架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

详细的分析。

２　犝犅犌犐框架

在普适计算环境中，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

的通信单元，都使用微型硬件通过无线通信来沟

通，并且这些通信单元遍及整个世界。正是这个

原因，普适计算又称作普及计算。然而，普适空间

不仅仅需要这些相互通信的设备，而且还需要处

理在设备间相互传输信息的信息基础设施。因

此，从所需的技术支持来看，ＵＢＧＩ是ＧＩＳ、ＬＢＳ／

Ｔｅｌｅｍａｔｉｃｓ和传感器技术的交集，是３种技术的

重叠或公共区域，并且只有在３种技术的紧密配

合下，ＵＢＧＩ才能完成给定的任务，而合作是 ＵＢ

ＧＩ成功的关键
［８］。

从ＵＢＧＩ的独有特征（上下文感知）来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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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对位置数据和地理上下文的敏感性，所以不

仅需要硬件和无线通信的支持，而且还需要移动

性和上下文感知来作为支撑。另外，与传统的计

算环境相比较，ＵＢＧＩ由大量的异质设备和信息

组成，这些异质设备的粒度变化范围很广，从微粒

级的“智能尘埃”［９］到超大型级的“服务器”，而信

息的异质则表现为空间信息的语法异构和语义异

构等。为了解决异质问题以及在不同的ＵＢＧＩ计

算单元类型之间提供透明性，ＵＢＧＩ中的上下文

感知、移动性和地理信息等都以中间件的形式来

封装。因此，ＵＢＧＩ框架应该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硬件基础设施、无线通信、ＵＢＧＩ中间件 、ＵＢＧＩ

服务和ＵＢＧＩ提供者。参照文献［８］中相关的概

念和技术，定义了ＵＢＧＩ的框架（见图１）。其中，

硬件基础设施与无线通信属于普适计算的范畴，

请参见文献［１］。

图１　ＵＢＧＩ的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ＵＢＧＩ

２．１　犝犅犌犐中间件

２．１．１　地理上下文感知组件

自动感知物理空间中对象与环境的状态信息

及其变化是普适计算的重要特征。感知上下文计

算利用上下文信息向用户提供高效率的信息交

互，并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常见的上下文信息包

括时间、位置、场景等环境信息，屏幕大小、处理能

力等设备信息以及身份、操作习惯、个人喜好、情

绪状态等用户信息。为了支持地理上下文的计

算，ＵＢＧＩ框架中应包含地理上下文感知组件。

地理上下文的感知过程，实际上是根据当前的地

理上下文提供相关的地理信息的过程。定义方

向、位置和周围的地理实体是与地理上下文相关

的信息。对于方向、位置这些简单的信息，可以从

传感器中直接收集。对于周围的地理实体信息，

如附近的加油站、商场、饭店等，由于它们包含大

量的复杂信息，不能从传感器中直接获取，只能存

储到该区域的某个地理数据库服务器上。如何才

能获得这些复杂的地理信息呢？随着射频识别标

签（ＲＦＩＤ）技术
［１０］的成熟，可以通过为地理实体

添加地理标签（如ＲＦＩＤ）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用

户处于某地理上下文环境时，他首先使用 ＲＦＩＤ

读取器来读取附着在周围各个实体上的地理标签

中的元数据信息，包括实体的ＩＤ号、名称等，然后

以无线通信的方式将这些ＩＤ号发送到地理数据

库服务器进行匹配，匹配后的数据通过协议返回

到用户，从而获得与当前地理环境相对应的地理

要素信息。

２．１．２　地理信息组件

在ＵＢＧＩ中，地理信息组件是提供地理上下

文感知的信息基础框架。ＵＢＧＩ与常规的信息不

同，因为它试图提供地理上下文的感知。这就意

味着对于处在上下文中的用户而言，地理信息需

要被描述并被转换为他们所需的地理上下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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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当为地理上下文设计和建立地理信息时，应

考虑两方面的问题［４］：① 因为需要满足任意用户

的功能，所以不用复杂的处理过程就能对其“个性

化”。所谓的“个性化”是根据用户目的和状态的

不同，提供不同的地理上下文感知映射。例如，对

于处在相同地理上下文中的行人和司机而言，由

于他们目的不同，因此，所关注的地理实体也是不

同的。司机可能更关心路边的加油站，对商店则

置若罔闻；而行人则具有相反的关注点。因此，应

根据用户的兴趣点来提供相应的地理信息，即在

用户的目的和地理上下文之间形成一种映射，抽

取用户所需的地理信息。这不但可以为用户提供

恰当、准确的信息，而且还可以减少数据的传输

量。上下文感知映射对于处理能力比较弱、屏幕

比较小的设备上下文（如ＰＤＡ或移动电话等）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图２是地理上下文感知映射的

例子。② ＵＢＧＩ由超过几百万的计算单元组成，

这就意味着不能利用常规的分布式系统的方法来

解决可伸缩性的问题。通常的分布式系统的方法

依赖于各种集中的服务器。然而，无服务器的技

术如Ｐ２Ｐ或者传感器网络具有良好的可伸缩性。

因此，为了保证ＵＢＧＩ的可伸缩性，地理信息不能

仅仅靠集中式的服务器提供，而且还应该由分散

的大量的利用传感器网络、Ｐ２Ｐ、广播的无线通信

媒体进行通信的异质设备（如微型传感器、桌面系

统等）来提供［８］。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提供地理信

息的机制变得异常复杂。当小型计算设备被用来

存储和提供地理信息时，为了解决设备的异构问

题，中间件不再是集中式的，而应该被分布在每一

个小的移动节点上。

图２　从普通地图到上下文感知地图

Ｆｉｇ．２　Ｆｒｏｍ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ａｐｓｔｏ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Ｍａｐｓ

２．１．３　无缝空间移动管理组件

因为设备的移动性，普适计算通常被看作游

牧式计算。这就意味着移动的设备需要不断地变

换空间，因此，需要对空间进行无缝的管理。在

ＵＢＧＩ中通常存在以下几种空间：户外空间、户内

空间和道路网空间。这些空间所采用的参考系统

是不同的，例如（Ｅ１１４．０９５６，Ｎ３０．３０５４）是采用

地理坐标系来标识户外空间的位置；（武汉，珞喻

路１２９号，资环楼，Ｒｏｏｍ５１１）则采用了户内坐标

系（Ｌｅｖｅｌ，Ｒｏｏｍ＃）来标识室内空间的位置；而

（Ｌ６０，Ｓｅｇ１１，２３）则采用线性参考系统来标识道

路网信息。当设备穿越不同的空间时，由于各种

空间采用了不同的参考系统，因此，为了保证其在

无缝的空间中移动，应不断地变换参考系统。事

实上，无论空间的类型如何，ＵＢＧＩ中间件都应该

提供一个透明的参考系统。

２．１．４　注册组件

为了便于信息的定位与查找，ＵＢＧＩ中间件

中应该包含注册组件。该组件将信息供应者提供

的信息元数据，如要素信息的位置、访问方法、质

量等在ＵＢＧＩ目录中进行注册，同时，还可以注册

处理地理数据的功能函数等。按照空间类型和维

度分类，注册的地理信息的类型可分为２Ｄ空间

信息、３Ｄ城市信息、户内空间信息、道路网信息

等，并且也包含像汽车、火车和行人等移动要素的

信息。

２．２　犝犅犌犐服务

ＵＢＧＩ服务包括通用服务和特殊服务。通用

服务是 ＵＢＧＩ的基础服务，为处于地理上下文中

感知周围环境的用户提供最基础最底层的服务，

包括户内地理信息服务、上下文感知映射服务、

３Ｄ城市地理信息服务、地理数字版权管理服务、

无缝空间管理服务、ＵＢＧＩ流数据服务等。其中，

户内地理信息服务和３Ｄ城市地理信息服务分别

提供与户内和３Ｄ城市相关的地理信息服务。无

缝空间管理服务主要提供户外空间、户内空间和

道路网空间之间相互转换的服务，以保证用户在

无缝的空间中移动。ＵＢＧＩ流数据服务是依据用

户位置和视点的移动来提供地理上下文的服务。

上下文感知映射服务根据用户的目的和状态不

同，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地理数字版权管理服务

主要用于管理在线地理信息的版权问题。除了这

些通用的服务以外，ＵＢＧＩ服务还包括一些特殊

的服务，如网络地图服务、网络要素服务、地理解

析服务、导航服务等。这些服务主要满足用户的

一些特定的需求。

３　结　语

ＵＢＧＩ是普适空间下的地理信息，是普适计

算在地理信息领域的应用，其发展受到普适计算

的制约，普适计算的相关理论和难点同样也是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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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ＢＧＩ的理论和难点。因此，在今后的 ＵＢＧＩ研

究中应关注普适计算发展的相关理论与技术。由

于ＵＢＧＩ是一个新兴的行业，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在今后应投入更大的人力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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