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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数字地球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系统中，统计分析不同采集时间尺度的４个系统日志，得出了影像数据瓦片

请求均符合幂律分布中的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的结论。该结论有助于数字地球系统在诸如影像数据存储分布和缓

存等方面的性能优化设计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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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地球系统较为复杂，需要以一定的服务

质量［１］来满足大规模网络用户发出的高强度数据

请求，这对系统的性能和优化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针对数字地球或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的性能优化技

术已有不少研究［２，３］。最新的工作趋向于研究和

挖掘大规模用户在数字地球系统中漫游时所表现

出来的社会学规律和交互模式［４６］。微软研究院

的ＤａｎｙｅｌＦｉｓｈｅｒ针对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ａｒｔｈ，

利用基于金字塔的影像数据存储组织方式，对该

数字地球系统的服务器日志进行了统计分析，建

立了Ｈｏｔｍａｐ模型
［４］。Ｈｏｔｍａｐ模型对瓦片访问

请求的频率热度进行了可视化，并首次得出 Ｍｉ

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ａｒｔｈ中影像瓦片的访问请求也

服从社会学中的幂律分布的结论。这种方法基于

历史日志信息对系统的运行行为和用户交互模式

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而设计针对性的系统改进方

法，可以很准确地匹配系统的实际运行状况，能较

大幅度地提高系统性能，在文献［６８］中也有

使用。

国内对于数字地球系统中影像数据瓦片请求

的分布尚未见有研究。本文根据数字地球

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系统中４个不同采集时间尺度的服

务器日志，对其中的影像数据瓦片访问请求信息

进行统计和挖掘，分析得出数字地球系统的瓦片

请求服从幂律分布中的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证实了

Ｈｏｔｍａｐ结论。影像数据存在严重的访问倾斜，

存在热点数据，少量的瓦片吸引了大量的请求。

１　影像数据瓦片访问请求的犣犻狆犳

犾犻犽犲分布模式

　　Ｈｏｔｍａｐ模型首次发现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ｒｔｕａｌ

Ｅａｒｔｈ中瓦片访问符合幂律分布，但并没有给出

具体的分布参数。本文证实了这一现象，并通过

分布曲线拟合方法，发现数字地球系统 Ｇｌｏｂｅ

ＳＩＧｈｔ中瓦片访问请求模式符合幂律分布中的

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认为用户在地形漫

游时对影像瓦片的访问是不均匀的，瓦片的访问

频率值与其访问排名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幂函数关

系。Ｚｉｐｆｌｉｋｅ的定义为：假设不同瓦片个数为犖，

访问次数（由高到低）排在第犻（１≤犻≤犖）位的瓦

片犜犻访问次数犉犻可以表示为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形式

犉犻＝θ／犻
α（其中，θ为常数；α为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参数）。同

理，瓦片犜犻的访问概率犘犻可表示为犘犻＝犆／犻
α（其

中，犆为归一化常数）。由于∑
犖

犻＝１

犘犻＝１，于是，犆＝

（∑
犖

犻＝１

１／犻α）－１。如果α＝１，则瓦片访问概率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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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排名成反比，称之为服从Ｚｉｐｆ分布；若α≠１，

则称之为服从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通过拟合Ｚｉｐｆｌｉｋｅ

曲线，可得到α值，即可得到每个瓦片犜犻的访问

概率犘犻。对 犉犻＝θ／犻
α 取对数，得ｌｇ犉犻＝ｌｇθ－

αｌｇ犻，即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的特征为访问频率对数与

访问排名对数的曲线应为一条斜率为负值的

直线。

根据不同的时间尺度，采集了数字地球

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系统的４个日志，日志信息描述见表

１，时间尺度是指日志的采集时间跨度。日志详细

记录了用户在数字地球漫游时服务器端所采集到

的影像数据瓦片请求信息，包括用户ＩＰ、请求时

刻、瓦片地址链接、瓦片大小、读取响应时间等。

数据集为最高分辨率为３０ｍ的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影

像，瓦片分辨率为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存储时不

同瓦片压缩率不同，故瓦片大小有差别）。

表１　犌犾狅犫犲犛犐犌犺狋日志情况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４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Ｌｏｇｓ

日志名 日志１ 日志２ 日志３ 日志４

请求数 ３０１２ １０８９３ ２１８７５ ５１３２２

采集终止时间 （起始时间

为２００９０１０４Ｔ１５：５０）
２００９０１０４Ｔ１９：１０ ２００９０１０４Ｔ２２：１０ ２００９０１０６Ｔ０８：２０ ２００９０１０８Ｔ０８：２０

采集时间尺度 ３ｈ２ｍｉｎ ６ｈ２０ｍｉｎ ４０ｈ３０ｍｉｎ ８８ｈ３０ｍｉｎ

　　数字地球中影像数据的访问模式可通过统计

日志中对瓦片的请求来获取。将日志中瓦片的请

求次数由高到低排序得到图１中４个瓦片访问统

计图，分别对应４个日志。图１中的犡 轴、犢 轴

均为对数刻度。由图１可见，不同尺度的４个日

志中，瓦片的访问模式均符合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的特

征。下文具体分析日志４中的瓦片请求分布，因

为该日志统计信息较全、时间尺度较长，更能代表

实际系统运行状况。

图１　影像瓦片的请求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ｉｌｅｓＲｅｑｕｒｉｍｅｎ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

　　图２（ａ）、２（ｂ）是瓦片访问次数的Ｚｉｐｆｌｉｋｅ曲

线分段拟合结果，其中，图２（ａ）拟合了排名为２～

１００的瓦片访问次数，图２（ｂ）拟合了排名为１０１

～６５７１（最后排名，即 犖 值）的瓦片访问次数。

这种分段拟合也是多种分段拟合结果中最优的。

因此，得到瓦片访问次数犉犻为：

犉犻＝

２８１６，犻＝１

３９４．４６／犻０．３２９３，２≤犻≤１００

８７５８．８７／犻０．９９９２，１０１≤犻≤

烅

烄

烆 ６５７１

另一方面，定义拟合效果犚２为：

犚２ ＝１－ＳＳＥ／ＳＳＴ，ＳＳＥ＝∑
狋

犻＝狊

（狔犻－珕狔犻）
２

ＳＳＴ＝∑
狋

犻＝狊

（狔犻－珔狔）
２

式中，狊和狋分别为分段拟合起、终点；狔犻为第犻个

数据点原值；珕狔犻为第犻个数据点的拟合值；珔狔为拟

合数据段所有数据点的算术平均值。犚２通常小

于１，越接近１，说明模型和数据拟合得越好，通常

要求犚２大于０．９。图２（ａ）、２（ｂ）中的犚２均大于

０．９５，说明犉犻拟合得非常准确，分段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

布可以代表瓦片访问请求分布。

同理，图２（ｃ）、２（ｄ）是瓦片访问概率的Ｚｉｐｆ

曲线分段拟合结果，其中图２（ｃ）拟合了排名为２

～１００的瓦片访问概率，图２（ｄ）拟合了排名为

１０１～６５７１的瓦片访问概率，其拟合效果犚
２等同

于瓦片访问次数的拟合效果。由此，得到瓦片访

问频率犘犻为：

狆犻＝

０．０５８４３，犻＝１

０．００８１９／犻０．３２９３１，２≤犻≤１００

０．１８３５７／犻１．０００７４，１０１≤犻≤

烅

烄

烆 ６５７１

　　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系统持续运行，拟合得到的α会

有所区别，但拟合结果可以清晰地说明，整体上，

数字地球系统中的影像数据瓦片请求服从Ｚｉｐｆ

ｌｉｋｅ分布，验证了文献［８］发现的幂律分布，原因

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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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① 图１中４个图的曲线均符合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

的“访问频率对数与访问排名对数的曲线应为一

条斜率为负值的直线”特征；② 由图１（ｄ）可见，日

志４存在大量的“一次访问”瓦片，存在Ｚｉｐｆ分布

的“重尾“特征；③ 从日志４拟合的分布也可见，

在访问序列排在后犖－狀（日志４中的犖＝６５７１，

狀＝１００）个瓦片的请求分布中，其α值为０．９９９２

（或１．０００７４），几乎接近１，即刚好服从Ｚｉｐｆ分

布；④ 访问排名在前狀位的瓦片，α距１偏离较

远，服从于一种可以称之为Ｚｉｐｆｌｉｋｅ的分布。

图２　Ｚｉｐｆｌｉｋｅ曲线拟合结果

Ｆｉｇ．２　ＺｉｐｆｌｉｋｅＣｕｒｖｅＦｉｔｔｉｎｇ

２　瓦片访问的犣犻狆犳犾犻犽犲分布应用分

析

　　表２是日志４中排名靠前的瓦片所对应的请

求占总请求数的比例。可见，影像数据瓦片访问

存在严重的访问倾斜，排名前１．５２％的瓦片吸引

了２９．１３％的请求，前５％的瓦片吸引了５０％的

请求。而且，前２０％的瓦片吸引了接近８０％

（７７．２７％）的请求，非常符合社会学中著名的“二

八原则”。这些比例信息，清晰揭示了数字地球等

网络地理信息系统中，人与系统之间的交互模式

与现实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模式相一

致。基于这种一致性，可以根据数字地球等系统

的统计信息，对世界范围内各地区的人口数、上网

普及率、受教育程度、资源需求率等社会问题进行

一定程度上的快速、准确统计［４，９］。

表２　排名靠前的瓦片所占据的请求次数和比例

Ｔａｂ．２　ＴｉｌｅＡｃｃｅｓｓＲａ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Ｐｅｒｃｅｎｔ

瓦片排名 请求次数
占全日志总请

求比例／％

前１００名瓦片（１．５２％） １４９５２ ２９．１３

前２００名瓦片（３．０４％） ２０７５８ ４０．４５

前３５０名瓦片（５．３３％） ２５９８８ ５０．６２

前１３１５名瓦片（２０．０１％） ３９６５８ ７７．２７

　　瓦片访问请求的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可以在数字

地球系统设计中起到重要的性能优化作用。由于

影像数据的海量性，其在数字地球服务器端的数

据存储分布问题显得尤为重要［１０］。影像瓦片访

问的严重倾斜性，容易使服务器后端的部分存储

设备过载而其他存储设备轻载。针对影像数据的

存储，如何根据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作优化，使得系统

具有高可靠性和高吞吐率，是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的重

要应用。另一方面，数字地球系统中的存储设备

一般均有多台，针对不同访问排名的瓦片，构建不

同数量的瓦片存储副本，以及尽量将在空间上相

邻或相近的瓦片分别存储在不同的存储设备

上［１１］，以最大化地以并行方式提供影像数据读取

能力和Ｉ／Ｏ带宽，也是笔者未来的工作。

Ｈｏｔｍａｐ模型和本文结论均说明，数字地球

系统中，特定地区的特定瓦片具有极高的访问率，

例如日志４中显示的前１００名的瓦片占据了约

３０％的数据请求量。这种数据访问倾斜的另一方

面意义是，服务器接收到的来自网络的影像数据

请求存在严重的重复性。这种重复性如能被服务

器利用，使得相同的瓦片请求直接由服务器缓存

响应，而不需要对后端的存储设备进行重复读取，

对系统的存储设备而言，可以节省大量的Ｉ／Ｏ带

宽，大大改善存储设备的吞吐量。特定用户具有

特定的感兴趣的地理区域，这一特征与瓦片Ｚｉｐｆ

ｌｉｋｅ分布的访问严重倾斜性、重复性相结合，在数

字地球的客户端部署缓存，也将大大节省用户地

形漫游时的数据响应时间，增加了数字地球系统

的漫游流畅程度，同时也节省了服务器负载和网

络带宽。因此，未来的工作还包括将Ｚｉｐｆｌｉｋｅ运

用到数字地球分布式缓存［７］设计中。

３　结　语

本文针对数字地球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系统的４份

日志，详细分析和挖掘了影像数据瓦片访问请求

的分布，发现其符合幂律分布中的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

布，验证并扩展了 Ｈｏｔｍａｐ模型中关于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８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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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ａｒｔｈ的瓦片分布结论。瓦片访问分布

存在严重的访问倾斜，少量瓦片占据了大量的数

据请求。影像数据的瓦片访问Ｚｉｐｆｌｉｋｅ分布，可

运用在数字地球系统的性能优化和设计模式，诸

如海量影像数据在后端存储设备上的数据存储分

布优化、空间数据的分布式缓存等问题中。

参　考　文　献

［１］　吴华意，章汉武．地理信息服务质量（ＱｏＧＩＳ）：概念

和研究框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７，

３２（５）：３８５３８

［２］　ＹａｎｇＣｈａｏｗｅｉ，ＷｏｎｇＤ，ＹａｎｇＲｕｉ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ＧＩ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１９（３）：３１９３４２

［３］　李浩松，朱欣焰，李京伟，等．ＷｅｂＧＩＳ空间数据分

布式缓存技术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

版，２００５，３０（１２）：１０９２１０９５

［４］　ＦｉｓｈｅｒＤ．Ｈｏｔｍａｐ：Ｌｏｏｋｉｎｇａ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Ｊ］．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７，１３（６）：１１８４１１９１

［５］　ＦｉｓｈｅｒＤ．ＨｏｗＷｅＷａｔｃｈｔｈｅＣｉｔｙ：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Ｍａｐｓ［Ｃ］．ＡＣＭＣＨＩ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Ｃｉｔｙ，ＳａｎＪｏｓｅ，２００７

［６］　ＬｉＱｕａｎｎａｎ，ＺｈｅｎｇＹｕ，ＸｉｅＸ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ｉｎｉｎｇ

Ｕｓｅ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Ｔｈｅ

１６ｔｈＡＣＭＧＩＳ，Ｉｒｖｉｎｅ，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ＵＳＡ，２００８

［７］　ＫｒｕｍｍＪ，ＨｏｒｖｉｔｚＥ．Ｐｒｅ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ｒｅＤｏ

Ｙｏｕ Ｗａｎｔｔｏ Ｇｏ Ｔｏｄａｙ？［Ｊ］．ＩＥＥ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７，４０（４）：１０５１０７

［８］　ＬｉａｏＬ，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ＤＪ，ＦｏｘＤ，ｅｔ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ｉｎｅｓ［Ｊ］．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０７，１７１（５／６）：３１１３３１

［９］　ＢｅｌｌＤＧ，ＫｕｅｈｎｅｌＦ，ＭａｘｗｅｌｌＣ，ｅｔａｌ．ＮＡＳＡ

ＷｏｒｌｄＷｉｎｄ：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ＧＩＳｆｏｒ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ＥＥ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ｉｇＳｋｙ，

ＭＴ，２００７

［１０］ＳｈｅｋｈａｒＳ，ＲａｖａｄａＳ，ＣｈｕｂｂＤ，ｅｔａｌ．Ｄ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Ｌｏａｄ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ｚｉｎｇ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

ｔｉｏｎｓ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Ｄａｔ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８，１０

（４）：６３２６５５

［１１］张永生，巩凡超．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应用：成像模

型、处理算法及应用技术［Ｍ］．北京：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王浩，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多媒体网络ＧＩＳ。

Ｅｍａｉｌ：ａｌｅｘｗｈｕ＠１６３．ｃｏｍ

犣犻狆犳犾犻犽犲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狀犱犐狋狊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狋狅犐犿犪犵犲犇犪狋犪

犜犻犾犲犚犲狇狌犲狊狋犻狀犇犻犵犻狋犪犾犈犪狉狋犺

犠犃犖犌犎犪狅１　犘犃犖犛犺犪狅犿犻狀犵
２
　犘犈犖犌犕犻狀

２
　犔犐犚狌犻

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ａｒｅｇｅｔｔｉｎｇｍｏｒ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ａｎｄ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ｆｏｒｄａｔａ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Ｈｏｔｍａｐ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ｒｔｕａｌＥａｒｔｈｂｙ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ａｃｃ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Ｈｏｔｍａｐ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ｔｈｅｒｅｑｕｅ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ａｓｐｏｗｅｒｌａｗ．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ｏｔｍａｐ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ｔｈｅｄｅ

ｔａｉ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ｏｕｒ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ｓｅｒｖｅｒｌｏｇ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Ｚｉｐｆｌｉｋ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ｎｅｏｆｐｏｗｅｒｌａｗ）ｆｏｒｉｍａｇｅｔｉｌｅ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ｉｓｆｏｕｎｄ．Ｉｍ

ａｇｅｄａｔａｈａｓａｈｅａｖｙｓｋｅｗｅｄａｃｃｅｓｓ，ｗｈｉｃｈｍｅａｎｓｈｏｔｓｐｏｔｄａｔａｅｘｉｓｔａｎｄ２０％ （５％）ｏｆｔｉｌｅｓ

ｐｕｌｌｎｅａｒｌｙ８０％ （５０％）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Ｔｈｉｓｆｉｎｄｉｎｇｈｅｌｐｓ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ｄｅｃｌｕ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ａｃｈ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ｓｅｎｓｉｎｇｉｍａｇｅｄａｔａ；Ｚｉｐ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ＧＩ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Ｈａｏ，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ＧＩＳ．

Ｅｍａｉｌ：ａｌｅｘｗｈｕ＠１６３．ｃｏｍ

９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