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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视频数据模型设计及网络视频犌犐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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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回顾地理视频与视频ＧＩＳ的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地理视频数据模型和视频ＧＩＳ框架设

计，包括地理视频的描述方法、数据处理流程，以及网络视频ＧＩＳ技术标准、系统设计与实现技术方案，重点

介绍了开发视频ＧＩＳ的关键技术。基于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和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平台，采用Ｆｌａｓｈ视频，实现了网络地

图环境中地理视频的查询、检索、播放和导航，表明本文提出的地理视频模型和网络视频ＧＩＳ技术框架是可

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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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和表达是地理信息科学的

重要研究内容。主流的ＧＩＳ将地理空间抽象为

离散对象模型或场模型，是对现实世界的高度抽

象和简化［１］。在 ＧＩＳ软件日益成熟和地理信息

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地理信息科学研究领域一直

在尝试突破以上挑战，多媒体或超媒体地图、多媒

体ＧＩＳ已广泛应用，有学者提出了更一般化的地

理超媒体概念与系统［２］；三维ＧＩＳ和虚拟地理环

境在三维表达方面已取得进展，增强现实也逐步

引入到地理应用领域［３］。地理视频是近年提出的

一个新概念，是将地理空间数据与视频影像数据

有机集成，提供空间位置与视频影像相结合的超

媒体信息管理与应用服务。立足于多媒体、超媒

体、ＧＩＳ、ＧＰ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视频ＧＩＳ是采

集、编辑、管理、分发和应用地理视频的信息系统。

视频ＧＩＳ不仅扩展了多媒体ＧＩＳ，而且丰富了视

频的内涵，提供地理增强现实［３］和可量测实景影

像［４］，是ＧＩＳ技术的创新性飞跃，在线性设施管

理、地理教育、视频导航、大众生活等领域具有巨

大的应用潜力。

视频ＧＩＳ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已有近十年的

历史［５１０］，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探索［１１１５］。同

时，视频ＧＩＳ也引起了商家的高度重视。如美国

ＲｅｄＨｅｎ公司于１９９８年推出影像多媒体地图测

绘系统，开发出了系列软硬件产品；微软２００６年

推出了交互式街景浏览服务，模拟驾车或步行，提

供地图位置和真实街景；Ｇｏｏｇｌｅ于２００７年推出

街景服务，可以在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中交互地浏览地

图和街景；Ｓｅｅｒｏ公司将手机实时视频服务与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集成，同步播放视频和地图。在我

国，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正致力于相关

的研究，特别是李德仁院士等指出，将可量测地面

实景影像与４Ｄ产品集成，可构建新一代基于可

量测实景影像的空间信息服务体系［４］。

本文基于地理视频概念，提出了视频ＧＩＳ的

数据模型与系统框架；并在网络环境下整合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服务、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地理信息服务

和Ｆｌａｓｈ视频资源，探讨了视频ＧＩＳ的技术实现

方式。

１　地理视频数据模型设计

尽管有多种标准和格式存在，但在本质上，基

础地理数据使用坐标表达位置，而视频数据使用时

间或帧组织数据。针对地理视频片断，建立视频帧

与地理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有效地组织数

据。视频帧与地理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图１所

示，其中，狋犻表示视频帧（ｓ），狓犻、狔犻表示地理坐标，狕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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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高程，犿犻表示线性设施的参照值，狕犻和犿犻是可

选项。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还可进一步扩充针对视

频的动态描述，如移动速度、摄像机方位等。在数

据库系统中，可以使用文本、数据表、ＸＭＬ（如

ＧＭＬ、ＫＭＬ、ＧｅｏＲＳＳ）方式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狋１～狓１，狔１（，狕１）（，犿１）…

狋２～狓２，狔２（，狕２）（，犿２）…

狋３～狓３，狔３（，狕３）（，犿３）…

　　　　　…

狋狀～狓狀，狔狀（，狕狀）（，犿狀）…

　

图１　视频帧与地理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ｉｄｅｏＦｒａｍｅｓ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为方便地理信息与视频信息之间的交互检

索，还需要进一步扩充以上模型。①可将视频轨

迹生成专门的地理图层，图层属性包括视频标识

符、名称、类别、日期时间、关键字、视频 ＵＲＬ等，

将轨迹图层叠加在地图中，使用ＧＩＳ工具进行查

询和检索（见图２（ａ））。②为了对视频帧进行快

速定位，进一步为轨迹图层扩充线性参照，即将以

秒为单位的视频帧数值插值到视频轨迹中，使用

ＧＩＳ线性参照工具可计算视频轨迹上任一地理位

置的视频位置。如图２（ｂ）所示，所选择点位的地

理视频帧值为１０２．６２ｓ。③地理视频中具有丰富

的影像信息，如建筑物、公共设施、地理特征点等，

这些信息往往是用户所关心的，为地理视频扩充

语义信息，不仅丰富了视频信息，而且方便按语义

检索地理视频。地理视频的语义信息有三个基本

项：起始帧、结束帧和文字描述，可使用文本、数据

表、ＸＭＬ或字幕文件描述。

图２　地理视频图层的查询与定位

Ｆｉｇ．２　Ｑｕｅｒｙ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ｏＶｉｄｅｏＭａｐＬａｙｅｒｓ

２　视频犌犐犛框架设计

地理视频数据结构设计是视频 ＧＩＳ设计的

核心内容。地理视频数据是针对视频片断扩充其

地理位置描述、地理实体语义描述、视频轨迹图层

以及相关的元数据。通过视频属性和语义信息检

索视频，也可通过空间参照和线性参照实现视频

的空间检索。视频ＧＩＳ的核心模块除ＧＩＳ外，还

包括地理视频数据采集、地理视频编辑、地理视频

管理、地理视频服务和应用系统。地理视频数据

关系与视频ＧＩＳ各模块之间的关系如图３所示。

图３　地理视频数据关系与视频ＧＩＳ原理图

Ｆｉｇ．３　ＧｅｏＶｉｄｅｏ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ＶｉｄｅｏＧＩＳ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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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视频数据处理流程为：① 数据采集，可

单独使用摄像机和ＧＰＳ分别采集视频和地理位

置数据，也可采用摄影测量工程车、车载移动视频

监控终端或类似于ＲｅｄＨｅｎ的专用系统采集数

据。若采用差分ＧＰＳ终端，还需要进行数据后处

理。② 对原始数据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格式转换，

并整理视频片段的地理位置描述。无论采用何种

数据采集方式，校正摄像机时间和ＧＰＳ时间，采

用线性插值或加速度恒定算法完成视频帧的地理

位置计算。③ 对地理视频扩充轨迹图层、语义描

述和元数据描述。采用目前流行的 ＧＩＳ软件均

可制作视频轨迹，并扩展视频图层的时间参照。

④ 将地理视频数据转化为适合网络传输的格式

（如ＦＬＶ、ＳＷＦ），通过地理数据服务和视频数据

服务的方式发布。

目前，数据库、ＧＩＳ和视频技术日益成熟，

Ｗｅｂ２．０技术与标准也逐步普及，Ｏｒａｃｌｅ１０ｇ、

ＩＢＭＤＢ２、微软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等数据库系统

均支持地理数据和多媒体数据管理；多数ＧＩＳ软

件支持网络地理数据管理与服务，特别是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Ｇｏｏｇｌｅ地球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和开放

的开发环境；国际组织 Ｗ３Ｃ制定的各种网络标

准和规范也被广泛接受。遵循开放技术架构与数

据标准化理念，可设计多种形式的网络视频ＧＩＳ

应用。笔者尝试了几种网络视频ＧＩＳ技术方案：

① 整合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ＡＰＩ、ＧｏｏｇｌｅＹｏｕＴｕｂｅ视

频，在 ＨＴＭＬ中调用视频地理描述，再播放地理

视频（见图４（ａ））；② 采用ＡｄｏｂｅＦＬＶ格式存储

和发布视频数据，使用ＫＭＬ标准描述地理位置，

在ＡｄｏｂｅＦｌｅｘ网络多媒体开发环境中，通过ＡＩＲ

技术整合ＡｄｏｂｅＦＭＳ视频、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地图和

ＫＭＬ数据，进行地理视频数据的管理、播放和导

航等操作（见图４（ｂ））；③ 在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９．３．

ＮＥＴＷｅｂＡＤＦ框架中，采用Ｆｌａｓｈ视频，为Ａｒｃ

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扩充地理视频功能（见图４（ｃ））；④ 利

用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地图服务和

ＳＷＦＯｂｊｅｃｔ技术，在 Ｗｅｂ２．０技术支持下，基于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Ｍａｓｈｕｐ技术实现地理视频的发布、交

互操作和应用。

图４　几个网络视频ＧＩＳ界面

Ｆｉｇ．４　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ｏｆＷｅｂｂａｓｅｄＶｉｄｅｏＧＩＳ

３　基于 犕犪狊犺狌狆技术开发网络视频

犌犐犛

　　随着 Ｗｅｂ２．０概念的流行，越来越多的网络

应用采用 Ｍａｓｈｕｐ开发方式。网络视频ＧＩＳ可通

过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ＡＰＩ将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服务、ＡｒｃＧＩＳ

地图服务和视频服务整合在一个应用界面中。首

先，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和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提供了开放的

ＡＰＩ，不仅能将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嵌入到网页中，而且

还提供地图扩展功能。其次，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支

持网络地图服务、影像服务和地理处理服务，提供

了丰富的地图设计、地图查询和空间分析功能，弥

补了 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ｓ和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 的 不 足。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支持ＯＧＣＷｘＳ系列标准和．ｎｅｔ、

Ｊａｖａ技术框架，并提供了与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ａｒｔｈ 和 ＡｄｏｂｅＦｌｅｘ 整 合 的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ＡＰＩ扩展。第三，市场中有大量的数

字视频软件，Ａｄｏｂｅ系列产品（Ｆｌａｓｈ、ＡＩＲ、ＦＭＳ、

Ｆｌｅｘ等）是该领域的领先者，ＡｄｏｂｅＳＷＦ和ＦＬＶ

视频数据格式适合网络视频的应用开发。

使用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可容易地将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地图和Ｆｌａｓｈ视频集成到 ＨＴＭＬ

网页中，并支持常见地图操作和地理视频的交互

播放。关键技术如下：① 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发

布符合 ＯＧＣ ＷｘＳ规范的地图服务（Ｍａｐ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② 设 计 地 理 处 理 服 务 （Ｇ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如Ｂｕｆｆｅｒ分析服务、线性参照服务，并

发布该服务；③ 使用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ＰＩ中的类

ＧＭａｐ２调用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④ 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类

Ｍａｐ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定义地图扩展，实现 ＡｒｃＧＩＳ图层

与Ｇｏｏｇｌｅ地图的叠加；⑤ 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ＪａｖａＳ

ｃｒｉｐｔＡＰＩ中的类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Ｔａｓｋ、ＦｉｎｄＴａｓｋ、Ｑｕｅｒｙ

等进行地图查询，使用类Ｇ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进行地理

分析，查询或分析结果可添加到地图中（见图５）。

地理视频的处理方法如下：① 将地理视频资

源发布到网络中，使用ＳＷＦ文件发布视频，使用

文本文件描述视频的地理位置和视频语义。

② 制作视频轨迹图层，并利用线性参照技术为该

图层扩展视频帧参照，将该图层加入 ＡｒｃＧＩＳ地

图服务中；地理视频的轨迹可显示在地图中，使用

地图查询工具均可查询到地理视频资源。③ 使

用ＡｒｃＧＩＳ类 Ｍａｐ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将查询添加到地图，

或者灵活运用Ｇｏｏｇｌｅ类ＧＭａｒｋｅｒ、ＧｉｎｆｏＷｉｎｄｏｗ

和ＧＩｎｆｏＷｉｎｄｏｗＯｐｔｉｏｎｓ定义信息窗口的各种表

现形式，包括文字、图像、视频等 ＨＴＭＬ所支持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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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见图５（ｂ））。

图５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与ＡｒｃＧＩＳ地图集成

Ｆｉｇ．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ａｎｄＡｒｃＧＩＳ

Ｍａｐ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在网络ＧＩＳ中进一步扩充地理视频的播放、

交互检索和地图跟踪功能。在网页中嵌入

ＳＷＦＯｂｊｅｃｔ控件设计地理视频播放器，通过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编 程 控 制 视 频 播 放 和 其 他 操 作。

ＳＷＦＯｂｊｅｃｔ提供了两种嵌入Ｆｌａｓｈ内容的方法：

用ＨＴＭＬ标签嵌入Ｆｌａｓｈ视频，或者通过ＪａｖａＳ

ｃｒｉｐｔ动态加载Ｆｌａｓｈ视频。在网页上设计视频播

放控制所需的按钮、文本框、选择项等（见图６

（ａ））。当ＳＷＦＯｂｊｅｃｔ提供的功能不能满足应用

需求时，可以使用 Ａｄｏｂ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ｒｉｐｔ３扩充

ＦＬＶＰｌａｙｅｒ设计功能灵活的视频播放器（见

图６（ｂ））。

图６　地理视频播放器

Ｆｉｇ．６　ＧｅｏＶｉｄｅｏＰｌａｙｅｒ

采用两种方式使用地理视频播放器。第一种

是在地图中将播放器作为新窗口调用，将地图查

询结果传递给播放器（见图７（ａ））。其优点是不

占用地图位置，窗口大小可自由调节。第二种是

将播放器作为ＩｎｆｏＷｉｎｄｏｗ嵌入在地图中（见图

７（ｂ））。前者使用窗口操作函数调用，后者采用

ＨＴＭＬ内联框架ＩＦｒａｍｅ将播放器嵌入地图。地

理视频播放器还要支持播放器与地图之间的交互

操作。ＸＭＬＨＴＴＰ提供了浏览器和 Ｗｅｂ服务器

之间的收发文本或ＸＭＬ数据，放弃采用该技术

动态获取视频片段的位置描述和语义描述，随视

频播放显示视频提示或解释，并将位置数据传递

给地图，在地图上跟踪当前视频的地理位置。

为方便地理视频的空间检索，笔者在视频轨

迹图层中扩展了视频帧参照。其基本原理是使用

ＧＩＳ线性参照功能，为线图层内插视频帧信息。

将视频轨迹图层加入图层中，通过线性参照地理

处理服务直接获得某一特定点位的视频帧（见

图７（ｂ））。

图７　地理视频的查询、播放与地图跟踪

Ｆｉｇ．７　ＧｅｏＶｉｄｅｏＱｕｅｒｙ，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ａｐ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本文设计的视频ＧＩＳ具有以下特点：① 充分

利用Ｇｏｏｇｌｅ地图资源扩充了ＡｒｃＧＩＳ地图显示、

空间查询和空间分析等功能；② 实现了网络地图

环境中地理视频的检索、播放、地图跟踪；③ 地理

数据和服务符合ＯＧＣ标准（如ＧＭＬ／ＫＭＬ、ＷｘＳ

系列），视频采用网络应用最广泛的Ｆｌａｓｈ技术，

系统架构开放，容易编程实现和功能扩充；④ 设

计了专用地理视频播放器，支持视频位置跟踪和

视频语义显示；⑤ 具有界面直观、操作简单的特

点，方便用户操作，有利于拓展地理视频的应用。

河南大学校园和开封市公路网络的地理视频测试

表明，本文提出的技术方案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和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平

台，采用 Ｆａｌｓｈ视频技术，利用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进行

Ｍａｓｈｕｐ技术集成。软件开发实践表明，本文提

出的视频地理模型和视频ＧＩＳ设计框架是可行

的。笔者认为，本文方案适合于使用普通摄像机

和ＧＰＳ接收机采集地理视频数据，对于快速建立

低成本的地理视频数据库、灵活开发网络视频

ＧＩＳ应用具有推广价值。也应当注意到，若要提

供可量测视频影像或地理增强现实，数据模型还

需要进一步扩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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