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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ｂ２ ０ 下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 的旅游博客网站构建

摘要

Ｗｅｂ２ ０ 的环境下，旅游博客网站将
向侧重于旅游者的参与性和交互性方向
发展，但现有的旅游博客平台的交互性
和信息的时空性均不 强． 基 于 ＡＳＰ． ＮＥＴ
平台，结合开放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 Ｇｍａｐ３ ＡＰＩ
集成应用，开发了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 的旅游博
客系统． 系统分旅行线路规划和旅游日
志 ２ 个子系统，所有应用均围绕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展开，实现多旅游目的地的查找、线
路安排和导航功能，而撰写的旅游日志
将围绕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在旅游景点坐标处进
行标识，同时集成了文字、图片、视频等
多媒体信息．系统具有操作简单、交互性
强、体验性好的特点．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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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旅游组织早在 ２０００ 年就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

一旅游大国，届时旅游市场将有 １０％的交易额来自于互联网．

国内外著名的旅游网站，如国内携程、康辉、国外的 Ｔｒ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ｅｖｉｅｗＴｒａｖｅｌ 等，它们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以电子商务为出发点，围绕
地图提供丰富的旅游信息，如景点位置和相应酒店分布等． 但这些网

站忽略旅游者的参与性，旅游博客平台建设相对落后，具体表现为：

１） 博客形式单一，一般只提供一个文本和图片混排的“ 一维” 博客方
式，忽略了旅游的时空性；２） 旅游视频等信息需要借助优酷、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专业网站，降低了用户的体验性和参与性；３） 喜欢自驾游的旅客只
有通过 Ｇｏｏｇｌｅ 或者 Ｂａｉｄｕ 等第三方地图系统实现旅游景点方位的查
询和出行路线的安排以及导航 ［１⁃５］ ． 随着以自由行为代表的旅游形式
的兴起以及使用者对于网站交互性要求的不断提高，急需一个能提
供给旅游者自行查询、安排旅游线路、导航和集文字、图片、视频为一
体的旅游博客平台．

互联网已经跨入 ２ ０ 时代，Ｗｅｂ２ ０ 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

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 ［６］ ．本文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开放 ＡＰＩ 封装系统 Ｇｍａｐ３，采用 ＡＳＰ．ＮＥＴ 平台，开发了全新的基
于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的旅游博客系统．该系统以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为研究对象，集
中了旅游线路规划和旅行日志 ２ 个功能． 在线路规划模块，系统提供
地图搜索、测距、线路导航等功能，而旅游日志模块将围绕 Ｇｏｏｇｌｅ 地
图的旅行行程，在每一个旅行目的地处进行标识，结合文本、图片、视
频等多媒体信息表现形式，综合展现旅游者的旅行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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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基于 Ｇｍａｐ３ 的旅游博客的系统构架
Ｇｍａｐ３ 简介

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ｓ ＡＰＩ 是 Ｇｏｏｇｌｅ 为开发者提供的地图编程 ＡＰＩ，它允

许开发者在不必建立自己地图服务器的情况下，将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数据
嵌入到开发者的网站之中，从而实现嵌入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服务应用，并借
助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数据为用户提供位置服务 ［７］ ．

Ｇｍａｐ３ 是一组封装好的 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 ＡＰＩ 的函数集合，其最突出

的优点是将原本需要多条 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 ＡＰＩ 才能完成的功能封装成一
个函数调用，使得用户更专注于应用需求本身，而不是编写代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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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外，Ｇｍａｐ３ 还提供了一些诸如自动搜寻地址、在
信息窗口中提供街景等新奇的应用
１ ２

［８］

．

系统特点及其构架

本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开放 ＡＰＩ

集成 Ｇｍａｐ３，构造了一个集时间、 地点、 事件的 “ 三
维” 多媒体旅游博客系统，使得用户在一个网站中就
可以实现旅行旅游线路安排、 展示、 线路测距及导
航，以及围绕旅游地的集文本、图片、视频为一体的
多媒体旅游日志的展示，增强网站的直观性、生动性

２ 种形式． Ｍａｒｋｅｒ 通常为一个倒置的水滴形状的图

标，而 ＩｎｆｏＷｉｎｄｏｗ 是指向 Ｍａｒｋｅｒ 的悬浮信息窗口，
当用户鼠标指向该 Ｍａｒｋｅｒ 时出现．

Ｍａｒｋｅｒ 构造器主要包含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ｐ 和 ｔｉｔｌｅ ３

个参数， 分 别 指 代 Ｍａｒｋｅｒ 的 方 位、 绑 定 的 地 图 和
Ｍａｒｋｅｒ 的标题．ＩｎｆｏＷｉｎｄｏｗ 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ｒｉｎｇ 对象包含
其窗口显示内容，通过 ａｄｄＬｉｓｔｅｎｅｒ 调用 ｏｐｅｎ 函数将
该 ＩｎｆｏＷｉｎｄｏｗ 和 Ｍａｒｋｅｒ 进行关联．其调用过程如图

２ 所示．

和互动性．

本旅游博客系统基于 ＡＳＰ．ＮＥＴ 开发平台． ＡＳＰ．

ＮＥＴ 技术完全面向对象，具有平台无关性且安全可
靠、主要面向互联网的所有特点，与 Ｇｍａｐ３ 完全兼
容．ＡＳＰ． ＮＥＴ 是一种浏览器 ／ 服务器开发技术，因此
本系统主要由 ３ 层体系结构（ 图 １） 组成：数据库、客
户端 和 服 务 器． 在 服 务 器 端 嵌 入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编 写 的
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ｓ ＡＰＩ 实现地图服务．

图２

Ｆｉｇ ２

２ １ ２

地图标记对象及调用示例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地图搜索

地图搜索是针对用户输入信息进行模糊查找对

Ｆｉｇ １

图１

应坐标点的功能，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数据库包括各地点的
系统体系结构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地理坐标及其对应名称，当用户输入某地理名称时，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数据库便搜索其地理坐标并标识于地图
上，在本系统中主要是完成景点搜寻的作用．地图搜

在此系统中客户端浏览器位于最前端，是用户

提交请求、查看服务器结果的媒介． ＷｅｂＧＩＳ 服务器

位于系统的核心部分，它可以接收来自用户的请求，
调用 ＡＳＰ． ＮＥＴ 组件，执行服务器端脚本文件，必要
时与 ＧＩＳ 数据库或者 ＳＱＬ 数据库进行交互，处理空
间数据，并生成相应 ＨＴＭＬ 页面．而数据库位于整个

体系结构的后端，它能够管理用户数据和空间数据，
允许 ＧＩＳ 服 务 器 访 问 空 间 数 据， 对 空 间 数 据 进 行
操作．

２
２ １

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 Ｍａｐ 的旅游博客系统的关键
实现技术

２ １ １

Ｇｍａｐ３ ＡＰＩ 在本系统中的应用
地图标记

地图标记往往是针对地图中某坐标点的标识．

地图标记通常有标签 Ｍａｒｋｅｒ 和信息窗口 ＩｎｆｏＷｉｎｄｏｗ

索涉及 Ｇｍａｐ３ 中的 Ａｕ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插件，由 Ａｕｔｏ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 依据网页中 ｉｄ 为 ａｄｄｒｅｓｓ 的输入框输入内容，
由 ｇｅｔａｄｄｒｅｓｓ 函数调用 Ｇｅｏｃｏｄｅｒ 对象，依据其返回结

果，若为 ＯＶＥＲ － ＱＵＥＲＹ － ＬＩＭＩＴ，说明已达搜寻上限，
则延迟此次搜寻，若为 ＯＫ，则将查询到的结果传递
给＃ａｄｄｒｅｓｓ，若为 ＺＥＲＯ － ＲＥＳＵＬＴＳ 等其他返回值，则
结束此次查询的同时给出相应的错误提示． 实现过
程如图 ３ 所示．

２ １ ３

地图测距

地图测距是针对用户输入的起点和终点的长度

估算功能，在本系统中主要完成景点距离计算．地图
测距主要由 Ｇｍａｐ３ 中的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Ｓｅｒｖｉｃｅ （ ） 函
数实现． 该函数的 ２ 个参数，即起点和终点，可以按
前文地图搜索的方式进行输入，其返回状态有 ３ 种

可能：ＮＯＴ － ＦＯＵＮＤ 表示此起点或者终点无法定位；
ＺＥＲＯ － ＲＥＳＵＬＴＳ 表示 ２ 点之间没有可达的路线；ＯＫ

杜杰，等．Ｗｅｂ２ ０ 下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 的旅游博客网站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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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 Ｊｉｅ，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ｂｌｏｇ ｗｅｂ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ｂＧ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ｅｂ ２ ０．

根据该函数调用结果，若为 ＯＫ，则继续调用 ａｄｄ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ｎｄｅｒｅｒ（ ） 函数在页面导航面板处显示导航
结果，若为 ＥＬＳＥ 表示无法导航． 其实现过程如图 ５
所示．

图３

Ａｕ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实现地图搜索过程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ｃ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ｐｌｕｇｉｎ
Ｆｉｇ ５

表明可达并返回一个二维数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该数组记录
了 ２ 点之间需要经过的地点的坐标位置，据此可以
根据各点坐标位置计算距离并相加最终达到测距的
目的，同时，该函数可以根据行车模式大致估算行车
时间．其实现过程如图 ４ 所示．

２ ２

图５

地图导航实现过程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ｕｔ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图片 ／ 视频信息上传及展现

目前常用的基于 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Ａｊａｘ 的文件上传控

件有 ｊＱｕｅｒｙ Ｆｉｌｅ Ｕｐｌｏａｄ、Ｐｉｘｅｌｃｏｎｅ Ｆｉｌｅｕｐｌｏａｄｅｒ、Ａｊａｘ
Ｕｐｌｏａｄ、Ｐｌｕｐｌｏａｄ、 Ｕｐｌｏａｄｉｆｙ、 Ａｊａｘ Ｆｉｌｅ Ｕｐｌｏａｄ、 ｊＱｕｅｒｙ

ＦｉｌｅＤｒｏｐ 等． 本系统采用 Ｕｐｌｏａｄｉｆｙ 控件作为图片信
息的上传工具，因为该控件支持单文件或多文件上
传，可以控制上传的文件数，几乎支持所有服务器端
的脚本语言，还可以通过设置参数来限制上传文件
的类型及大小．
上传视频与上传照片一样，使用 Ｕｐｌｏａｄｉｆｙ 控件实

现，但不同的是视频存在解码的问题．ＦＬＶ 格式视频是
目前互联网上使用最为频繁的视频格式，本系统分别
图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Ｓｅｒｖｉｃｅ 实现地图测距过程

Ｆｉｇ 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２ １ ４

地图导航

地图导航是各大地图系统中最重要的应用 之

一，其原理是根据地图中街道的地理坐标和道路拥
挤情况，调用各自的路径引导算法，计算出 ２ 点间的

最佳行走路线．它是旅游博客必不可少的功能之一，
涉及 Ｇｍａｐ３ 中的 ｆｉｎｄｗａｙ（ ） 和 ａｄ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ｎｄｅｒｅｒ

（） ２ 个函数．其中 ｆｉｎｄｗａｙ（ ） 用于查找连点之间的线

路， ａｄ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ｅｎｄｅｒｅｒ （ ） 用 于 设 置 导 航 面 板，
ｆｉｎｄｗａｙ（ ） 需要 ３ 个参数（ 起点、终点和行车模式） ，

采用 ＦＦｍｐｅｇ 和 ＪＷ Ｐｌａｙｅｒ 作为视频处理 ／ 播放的插

件［９］ ．ＦＦｍｐｅｇ 是一个开源免费跨平台的处理视频和音
频流的自由软件，可提供录制、转换以及流化音视频
的完整解决方案，包含完整的音频 ／ 视频编解码库 ｌｉ⁃

ｂａｖｃｏｄｅｃ，同时为了保证高可移植性和编解码质量，可
将非 ＦＬＶ 格式的视频文件转换为 ＦＬＶ 格式． 而 ＪＷ

Ｐｌａｙｅｒ 兼容性好，可以通过一个 ＸＭＬ 文件使播放器自
动切换显示一组图片，并播放背景音乐，支持的格式
有 ＦＬＶ、Ｍｐ３、Ｍｐ４、ＡＡＣ、ＪＰＧ、ＰＮＧ 和 ＧＩＦ 等．

３

系统实现
本系 统 以 ＡＳＰ． ＮＥＴ 为 开 发 平 台， 采 用 ＳＱＬ

ＳＥＲＶＥＲ 数据库，结合 Ｇｍａｐ３ 应用，实现了该旅游博
客系统．系统以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为主轴，开发了旅行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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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旅行日志两大功能模块． 旅行线路规划包括
景点全景显示、地图标识、旅游线路测距、导航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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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文本和图片融合的 “ 一维” 旅游日志方式向以
时间、地点、事件的“ 三维” 旅游日志系统的转变． 同

能，使得用户在本系统中可模糊查询景点的具体方

时，该系统包含文本、图片、视频文件的多媒体日志

位、周边景点信息、游玩线路标识及导航，突破了传

表现形式，而一般旅游博客系统只允许文字和图片

统的旅游网站信息提供的瓶颈，增加了用户的参与

信息，视频文件一般交由土豆网、新浪网等专业网站

性．而在旅行日志模块，系统采用将旅行者的旅行日

处理．因此本系统具有更强的直观性、更好的交互性

志发表在对应地图的相关坐标点上，并在地图中连

和完备的多媒体体验效果．

接游客的游览目的地，实现了从传统的在一个网页

Ｆｉｇ ６

图６

系统主要界面

Ｍ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ｂｌｏｇ ｗｅｂ ｓｙｓｔｅｍ

杜杰，等．Ｗｅｂ２ ０ 下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 的旅游博客网站构建．

３２０

ＤＵ Ｊｉｅ，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ｂｌｏｇ ｗｅｂ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ｂＧ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ｅｂ ２ ０．

系统主要界面如图 ６ 所示． 所有的文本、图片、

视频和旅游线路中的绿色标记相关联，用户点击不
同的标记，系统将弹出不同的网页．视频采用 ＦＦｍｐｅｇ

进行编码将非 ＦＬＶ 格式视频转换为 ＦＬＶ 格式并由

［３］

ＪＷ Ｐｌａｙｅｒ 在内嵌的网页中进行播放，系统主界面通
过加载不同的 ＣＳＳ 可进行风格的切换．

４

［４］

结束语
互联网的出现给旅游产业带来了新的商业 模

式，旅游博客系统将对旅游景点的介绍和旅游攻略
的宣传产生积极的作用，但目前旅游网站的体验性
和内容的丰富性都还不能满足具有时空特点的旅游

［５］
［ ６］

的需要，也无法满足旅行者个性化的需要． 为此，本
文基于 Ｇｏｏｇｌｅ 地图开放 ＡＰＩ 集成 Ｇｍａｐ３，参考 Ｗｅｂ

２ ０ 的思想，开发了全新的旅游博客系统，围绕旅游
的时空性特点，主要开发了旅游线路规划和旅游日
志 ２ 个子系统，具有较强的交互性和体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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