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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 Ｗｅｂ服务概念，在ＡｄｏｂｅＦｌｅｘ框架中，聚合地理信息服务、视频流媒体服务和ＸＭＬ文档服务，

开发了富互联网应用（ＲＩＡ）模式的视频ＧＩＳ。系统开发实验表明，基于Ｆｌｅｘ框架中的网络视频ＧＩＳ设计和开

发简单快速，系统界面美观高效，有广阔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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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视频是集成地理位置与视频片段表达地

理空间的新方式。近年来，学者对地理视频和视

频ＧＩＳ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应用探索。Ｂｅｒｒｙ提出

了视频地图框架，并设计了数据的外业采集、处理

与应用的概念方案［１］。一些学者将视频影像和地

理信息相结合，建立视频片段的地理索引，并设计

了相关的数据采集和应用系统［２５］。国内学者也

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将多媒体信息引入传统地图，

以链接的形式来调用多媒体信息［６］，利用ＧＰＳ采

集、管理多媒体数据［７］，将视频与地理信息集成分

别应用于铁路、公路可视化管理［８，９］，设计基于地

图的车载移动视频监控系统［１０］等 。

视频ＧＩＳ是采集、管理、播放与应用地理视

频的信息系统，在地理教育、设施管理、区位营销

等人文与社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潜力。李德仁

开发的移动道路测量系统，可快速采集路面及道

路两旁地物空间信息，形成可量测影像，拓展了地

理视频理论、技术与应用［１１］。本文从网络多媒体

角度，尝试利用ＡｄｏｂｅＦｌｅｘ框架实现网络环境中

视频数据与地理数据的集成、检索与播放，并以河

南大学校园为例，验证在Ｆｌｅｘ框架中开发视频

ＧＩＳ的可行性与普适性。

１　系统设计

１．１　地理视频数据模型

地理视频数据量大、蕴涵信息丰富，且具有时

空两维结构，建立地理视频数据模型是视频ＧＩＳ

的基础工作。Ｋｉｍ 等提出了地理视频的基本概

念、数据模型和视频ＧＩＳ框架
［１２］。孔云峰讨论了

网络环境中地理视频数据模型和实体关系

图［１３］，将视频数据抽象为视频片段和视频帧，视

频片段具有空间轨迹，视频帧具有明确的地理、镜

头方位等信息，并采用多种技术实现网络视频的

描述、检索、播放和应用。本文根据以上成果描

述、管理和发布地理视频。

１．２　关键技术

本文基于 Ｗｅｂ服务概念，在Ｆｌｅｘ框架中聚

合地理信息服务、视频服务和ＸＭＬ文档服务，开

发ＲＩＡ模式的视频 ＧＩＳ。使用的关键技术包括

ＡｄｏｂｅＦ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ｅｒ、ＡｄｏｂｅＦＭＳ、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

和地理ＸＭＬ等。

ＡｄｏｂｅＦｌｅｘ是用于ＲＩＡ开发和部署的开源

框架，通过 ＭＸＭＬ用户界面设计和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ｒｉｐｔ

程序设计，将应用程序编译为ＦｌａｓｈＳＷＦ文档。

支持构建和维护在所有主要浏览器、桌面和操作

系统中极具表现力的 Ｗｅｂ应用程序。

在Ｆｌｅｘ中通过聚合技术将地理数据、视频数

据以及地理视频描述等资源整合。本文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发布地图服务，提供 ＲＥＳＴ服务

协议。Ｆｌｅｘ通过调用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ＦｌｅｘＡＰＩ

实现基本的地图显示和查询操作。另外，也可以

通过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ＦｏｒＦｌｅｘＡＰＩ调用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６月

１．３　系统框架设计

视频ＧＩＳ系统的设计遵循 Ｗｅｂ应用设计的

基本原则，划分为数据层、服务层、业务层和表现

层。数据层包括空间数据、视频数据和ＸＭＬ文

档。服务层是使用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ＡｄｏｂｅＦＭＳ

和网站分别发布地图服务、流媒体服务和 ＸＭＬ

服务，提供标准化的网络服务协议。业务层是在

ＡｄｏｂｅＦｌｅｘ框架下，聚合３种网络数据服务，实

现地图操作、视频检索、视频播放与地图跟踪等功

能，并发布视频ＧＩＳ应用。表现层即用户在浏览

器调用Ｆｌａｓｈ文档应用视频ＧＩＳ。系数数据处理

主要流程如图１所示。

图１　系统流程设计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ｉｇｎ

２　系统软件开发

２．１　地理视频数据处理

无论采用何种视频采集方式，均可采用时间

同步方式整理地理视频数据，根据视频首帧日期

和时间与ＧＰＳ数据配准，以ＸＭＬ格式描述视频

关键帧的位置。为方便用户理解视频内容，也为

视频增加地理语义描述，笔者编写了语义描述程

序模块，界面如图２所示。该模块是在 Ａｄｏｂｅ

Ｆｌｅｘ框架下利用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ＦｏｒＦｌｅｘＡＰＩ 开

图２　语义描述编辑界面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Ｇｅｏｖｉｄｅｏ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ｉｎｇ

发，根据视频内容、外业记录和高清遥感影像添加

某一视频片段的语义，编辑完成后生成语义描述

的ＸＭＬ文件。为了方便网络传输，将视频数据

转换为为ＡｄｏｂｅＦＬＶ格式。

２．２　地理视频网络发布

系统中涉及到的数据包括视频、ＸＭＬ和空间

数据。其中，空间数据包括地理底图和描述地理

视频属性的元数据。利用空间数据来描述地理视

频的属性，其优点在于能对地理视频进行空间和

属性双向查询。

可采用多媒体数据库或文件方式管理视频数

据。本文采用文件方式管理视频数据，即将视频

数据按一定命名规则存放在 Ｗｅｂ目录下，保证视

频发布后每一视频文件具有唯一 ＵＲＬ。视频数

据可通过 ＨＴＴＰ协议直接访问，也可通过视频服

务器ＡｄｏｂｅＦＭＳ提供ＲＴＭＰ流媒体服务。

地理视频的描述格式与管理方式相当灵活多

样。本文采用 ＸＭＬ方式描述视频位置，将文档

保存在网站虚拟目录中，每个文档具有唯一的

ＵＲＬ。为方便用户在地图中查询地理视频，本文

引入了地理视频空间元数据，即利用图层描述地

理视频轨迹和相关属性，包括视频路线编号、视频

名称、视频地址、地理视频描述地址等（见表１）。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管理轨迹图层，并在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９．３中发布，通过ＲＥＳＴ服务接口

可访问地理视频属性。

表１　视频轨迹图层设计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ＶｉｄｅｏＴｒａｃｋＬｉｎｅＬａｙｅｒ

字段名 类型 描述

ＯＢＪＥＣＴＩＤ Ｉｎｔｅｇｅｒ 记录ＩＤ号

Ｓｈａｐｅ ＬｏｎｇＢｉｎａｒｙ 长二进制线对象

Ｒｏａｄ＿ＩＤ Ｔｅｘｔ（２５） 视频编号

Ｖｉｄｅｏ＿Ｎａｍｅ Ｔｅｘｔ（５０） 视频名称

Ｒｅｃｏｒｄ＿Ｄａｔｅ Ｔｅｘｔ（５０） 录制日期

Ｓｉｚｅ Ｆｌｏａｔ 视频文件大小（字节）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ａｔ 持续时间（ｓ）

Ｖｉｄｅｏ＿ＵＲＬ Ｔｅｘｔ（１２８） 视频文件地址

ＶｉｄｅｏＤｅｓｃ＿ＵＲＬ Ｔｅｘｔ（１２８） 语义描述ＸＭＬ地址

ＫｅｙＰｌａｃｅｓ Ｔｅｘｔ（１２８） 关键地点

Ｍｅｍｏ Ｔｅｘｔ（１０２４） 概述

　　空间数据包括视频采集区域的基础地图，本

文采用河南大学金明校区平面图，包括影像、道

路、建筑、绿地、水系等图层，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

发布基础地理数据服务。

２．３　系统开发

地理视频播放器是视频 ＧＩＳ的重要组成部

分。播放器不仅播放视频，还要判断当前播放帧

的地理位置，并显示在地图上，同时显示语义信

４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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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ＡｄｏｂｅＦ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ｅｒＰｒｏ．３提供了视频控件

ＶｉｄｅｏＤｉｓｐｌａｙ，提供了系列可供控制的视频播放

事件。播放器的接口参数包括视频ＵＲＬ和视频

描述文档 ＵＲＬ。视频加载的同时下载相应的

ＸＭＬ文档；视频播放触发时间事件，通过Ａｃｔｉｏｎ

Ｓｃｒｉｐｔ编程，判断当前时间所对应的空间位置和

语义描述信息，将位置信息传递给地图，显示视频

对应的位置；同时，将语义描述信息传递到播放器

上的Ｔｅｘｔ或Ｌａｂｅｌ控件，以字幕形式显示视频的

语义描述。

Ａｒ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ｅｒＦｌｅｘＡＰＩ提供了地图和地图

查询等组件。在Ｆｌｅｘ框架下编写 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ｒｉｐｔ

程序，通过调用ＲＥＳＴ服务接口显示基础地图和

地理视频轨迹。通过空间查询任务获取视频

ＵＲＬ和位置描述 ＵＲＬ，并传递给地理视频播放

器，播放器控制视频的播放、位置跟踪和语义显

示。

使用ＦｌｅｘＢｕｉｌｄｅｒ将地图、播放器集成在设

计系统界面中。针对地图增加地图缩放、漫游、图

层控制、空间查询、属性查询、Ｉｄｅｎｔｉｆｙ等 ＧＩＳ功

能。将源程序编译生成ＳＷＦ文件，并嵌入 ＨＴ

ＭＬ文件，放置在ＩＩＳ服务器。用户端浏览器仅

需安装Ｆｌａｓｈ插件即可使用视频ＧＩＳ应用。

图３为视频 ＧＩＳ界面。系统提供两种方式

查询地理视频：通过视频编号、视频名称、途径地

等字段查找；或在地图中点击视频轨迹查询。播

放器顶端显示符合查询条件的视频信息。点击某

一视频，播放器加载并播放地理视频数据，播放过

程中，同步显示视频地理位置和语义描述。

图３　视频ＧＩＳ界面

Ｆｉｇ．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ＶｉｄｅｏＧＩＳ

３　结　语

视频ＧＩＳ还是一个新领域，在理论、技术与

应用方面尚需进一步研究。

　　１）完善地理视频数据模型，提供标准化的数

据模型和网络服务。

２）设计通用地理视频播放器，支持网络地图

直接调用或系统集成。

３）基于立体摄影技术，与三维ＧＩＳ结合，提

供增强现实地理应用。

４）将视频、影像、全景照片等多媒体资源集

成，形成地理超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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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ＫｉｍＫＨ，ＫｉｍＳＳ，ＬｅｅＳ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Ｇｅ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ｉｄｅｏ［Ｃ］．ＩＥＥ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Ｊａｐａｎ，２００３

［１３］孔云峰．地理视频数据模型及其应用开发研究［Ｊ］．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２００９，２５（５）：１２１６

第一作者简介：宋宏权，硕士生，现主要从事地理信息系统开发与

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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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遥感学子获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７日，首届“北斗杯”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举

行，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学子获一等奖１项、优秀奖５项。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中国青少年空间与信息科技领域高层次、高水平、大规模

的科技盛会，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共青团中央学校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少年科技中

心、中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专项管理办公室等部门共同主办。

武汉大学获奖作品中，《基于北斗导航系统的移动导航定位终端的设计》荣获一等奖；

《北斗卫星轨道设计及三维显示的仿真研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自然灾害防治中的应

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地震中的应用及建议》、《基于卫星空间相对位置及摄影测量信

息的空间卫星系统轨道参数的整体测定》、《任重道远》等５项作品获优秀奖。同时，遥感

信息工程学院分团委获得组委会颁发的优秀组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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