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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量图形与主数据库无缝连接万维网

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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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介绍了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 Java和 JDBC,讨论了目前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实现方

法以及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矢量图形与主数据库无缝连接模型 ,并使用 Java和 JDBC设计实现了万维网地理

信息系统软件 ,使客户在客户端实现放大、缩小、漫游、查询、统计和分析等地理空间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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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概述

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 ( Web-GIS)是利用交互

网技术扩展和完善地理信息系统的一项新技术 ,

是地理信息系统和交互网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新的

技术方法。可以利用它寻找所需要的各种地理空
间数据、图形和图像 ,而且可以进行地理空间分

析。在万维网技术出现之前 ,交互网在地理信息系

统领域的应用主要是限于传输地理空间数据。万
维网的出现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新途径。万维

网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是它可以让客户在交互网

上直接看到图像 ,而地理信息可以表达为一种特

殊的图像。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基于网络
的客户 /服务器 ( Client /Server )系统 ,而传统的地

理信息系统大多是独立的单机系统 ,利用交互网

来进行客户和服务器之间的信息交换。它是一个
分布式系统 ,客户和服务器可以位于不同的地点

和不同的计算机平台上。

目前已有若干不同的技术方法被应用于万维

网地理信息系统 ,如 “通用门栅接口” ( Common

Gatew ay Interface- CGI)方法、服务器应用程序

接口方法 ( Serv er API)、“插入法” ( Plugins)、 Ac-

tiv eX技术及综合方法、 Java交互网编程语言。

CGI方法的目的在于弥补 HTML的不足。

CGI提供了一个在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 ,以及服

务器和服务器上其它软件之间的一个接口。通过

CGI,客户可以送一个要求到服务器上 ,服务器再

把这个要求转移到后端的应用程序上。这个特定

的应用软件按照给定的要求产生结果并交给服务

器 ,服务器再把这一结果送给远程客户。CGI起着

沟通客户服务器与服务器上软件的桥梁作用。比

较成功的 CGI技术方法有两种 ,即用 CGI启动后

端的批处理制图软件和 CGI启动后端视窗 GIS

软件。但由于 CGI未考虑到不少软件都可以联上

万维网 ,实际上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如效率低等。

服务器应用程序接口方法是为克服 CGI方

法的低效率问题而研制出来的。其基本原理与

CGI类似 ,所不同的是 CGI程序可以单独运行 ,

而基于服务器应用程序接口的程序必须在特定的

服务器上运行 ,因而速度比 CGI方法快很多。其

缺点是它依附于特定的服务器和计算机平台。

CGI和服务器 API虽然增强了客户端 ( Client )交

互性 ,使客户可以获取各种地理空间数据和地图 ,

但传给客户的信息仍然是静态的。客户不能操作

单个地理实体以及快速放大和缩小地图 ,因为在

客户端整个地图图像是一个实体 ,任何客户的

GIS操作如放大、缩小、标记等都需要服务器来完

成。当交互网流量较高时 ,系统反应会很慢 ,交互

网和服务器的负载很重。
插入软件法 ( Plugins)是把一部分服务器上

的功能移到客户端上 ,这样不仅大大加快了客户

操作的反应速度 ,而且也减少了交互网上的流量

和服务器的负载 ,在多媒体领域尤其明显。但需要

先安装 ,再使用 ,对交互网客户来讲 ,是极为不便

的。

Activ eX是微软公司在 O LE技术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交互网新技术 ,它的基础是 DCOM (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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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ted Common Object Model)。它不是一种计
算机编程语言 ,而是一种技术标准。

Java是一种专为交互式网设计的计算机编

程语言。根据 SUN公司的“ Java白皮书”中对 Ja-

va的定义 , Jav a是一种具有“简单、面向对象、分

布式、解释性、健壮、安全、体系结构中立、可移植、

高性能、多线程和动态”等各种特性的语言。“只写

一次 ,运行任何平台。”它既可用以研制可以单独

运行的软件系统 ,又可以用以研制类似于插入型

软件的系统。客户不必担忧软件的安装问题 ,运行

程序是直接从交互网实时获得的。万维网浏览器

如 Internet Explo rer和 Netscape Naviga to r都支

持 Java写的程序。

JDBC和 ODBC类似 ,是一种标准的 SQL数

据库存取接口 ,它提供了存取各种数据库的统一

接口。在 JDK1. 1中 , JDBC接口定义了代表数据

库连接、 SQL语句、查询结果集以及数据库元数

据 ( metadata)等一系列 Java类型 ( Class)。它允许

Java程序发出一系列的 SQ L语句 ,然后处理数

据库返回的结果。 JDBC接口用数据库驱动器管

理员 ( Driv er Manager )的形式来实现 ,以便支持

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库。

为解决目前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所存在的问

题 ,提出矢量图形与主数据库无缝连接模型 ,应用

Java和 JDBC,设计并实现了矢量图形与主数据

库无缝连接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 Internet

GeoSta r。

与其它几种方案相比 ,用 Java和 JDBC设计

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 ,可以直接从主数据库中选

取矢量数据传输到客户机 ,实现矢量数据的放大、

缩小、漫游、查询、统计和分析等地理空间分析。这

样不仅减少了传输量 ,而且具有矢量 GIS软件的

基本性能。本文重点介绍这一方案和实现技术。

2　矢量图形与主数据库无缝连接万
维网地理信息系统

　　矢量图形与主数据库无缝连接万维网地理信

息系统是一个完全基于 Java和 JDBC的万维网

地理信息系统。它既是一个基于互连网技术的系

统 ,又是一个典型的客户服务器系统。它是一个跨

平台的多种技术的综合系统 ,与 GeoStar主数据

库无缝连接 ,可以直接在所有的平台上运行。

2. 1　系统的整体结构

由矢量图形与数据库无缝连接模型构成的结

构体系由 3部分组成 ,即客户机、 Web服务器和数

据库服务器 ,它们所负责完成的任务是完全分离

的。Web服务器负责 Web服务 ,数据库服务器负

责数据库管理和数据服务 ,其它任务由客户机完

成。在客户端 ,客户所见到的和操作的是矢量图

形 ,并且与主数据库无缝连接。因而 ,在客户端进

行的放大、缩小、漫游、查询、统计、分析等基本操

作 ,均在客户机完成 ,无需 Web服务器和数据库

服务器参与。这种模型减轻了服务器和网络传输

的负载。系统的整体结构如图 1所示。矢量图形与

主数据库无缝连接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采用完全

面向对象的设计和实现方式 ,以面向对象部件来

组织整个系统。采用 Java和 JDBC编程 ,因而系

统具有很强的移植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图 1　系统的整体结构

Fig. 1　 Th e Framewo rk o f the System

2. 2　系统的部件化组织

系统采用完全面向对象的部件来组织 ,用 Ja-

va来设计所有部件 ,如 SQ L查询部件、 JDBC数

据组织和管理部件、专题制图部件、统计分析部件

等。部件化设计体现了面向对象语言的 4大特点:

包容性 ,所有具体实现的细节均对使用者透明 ,而

且模块化 ;多元性 ,同样的信息送给不同的对象会

产生不同的结果 ;继承性 ,基于现有 Class的新

Class可以重用所继承的 Class的所有开放方法

和功能 ;动态连接性 ,本系统在运行时可以连接来

自不同地点的对象。

2. 3　数据组织

由于 Internet网络的传输速度和客户机的性

能等因素 ,要求到达客户机的系统运行主控部分

不能太大 ,而且到达客户机的数据量也不能太多。

因为客户机的程序是通过 Web服务器下载来的 ,

数据集是从数据库服务器随时获得的 ,在组织设

计此系统时 ,充分考虑了程序大小的合理性。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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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主控部分很小 ,相关的其它部件是根据客户

的定义 ,临时从数据库服务器或 Web服务器下载

的。

本系统在数据组织方面 ,更多地考虑了网络

的传输速度和客户机的性能差异 ,其数据组织如

图 2所示。系统启动后 ,列出了当前数据库服务器

的数据目录 ,如工作区、地物类型、属性名称等 ,让

客户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以形成一个客户所

需要的地物层。 JDBC数据组织与管理部件根据

这个地物层 ,从数据库服务器获得这些数据 ,并加

图 2　 JDBC数据组织与管理部件

Fig . 2　 The Component of JDBC Da ta O rganiza tion

and Administ ration

以组织形成一个临时数据集 ,通过 Internet传输

至客户机 ,再形成客户操作的地物层。

使用 JDBC的最大优点是它不将数据库服务

器中的所有数据通过 Internet传输给客户机 ,而

是用 SQL语句选用用户感兴趣的数据集传输给

客户机。这样减少了数据的传输量 ,提高了运行速

度。

3　 WWW GIS- Internet GeoStar

介绍

　　 Internet GeoStar是基于矢量图形与主数据

库无缝连接的 Internet GIS。它具有以下特点和

功能:客户机、Web Server和数据库服务器任务

分离 , Web Serv er负责 Web服务 ,数据库服务器

负责数据库管理和数据服务 ,其它任务由客户机

完成 ;在客户机端 ,客户能完成放大、缩小、漫游、

查询、统计、分析等基本操作 ;严格的平台无关性 ,

对客户而言 ,可采用任意 WWW浏览器 ,通过

WWW,便可以引发 Internet Geo Sta r,引发后 ,与

浏览器无 关 ; 通过 Java 和 JDBC可直 接与

GeoSta r主系统选用的数据库连接 ,如 Sybase、

SQL Server等 ,并能获取不同层次的数据信息 ;

安全性强 ,客户机虽能获取数据信息 ,但不能修改

数据库 ,不能将获取的数据在客户机端保存 ;使用

操作简单方便 ,此系统无需安装 ,知道此系统的网

址 ,便可引发启动。

地物查询如图 3。

图 3　地物查询

Fig. 3　 Object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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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和展望

随着 Internet技术的快速发展 ,万维网地理

信息系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它不但会影响地理

空间数据的出版发行 ,也会改变传统的地理信息

系统软件的开发和发行方式。Internet GeoStar是

一个矢量图形并与主数据库无缝连接的新型的多

媒体型的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 ,有效地克服了

CGI方法、服务器 API方法和 Plug ins方法的不

足 ,实现了 Web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和客户机

任务的完全分离。不过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系统

功能还很简单 ,如 JDBC数据组织与管理部件、专

题制图部件、 SQL search部件等功能还很弱。进

一步工作和研究 ,以期开发出一个功能强大的矢

量图形与主数据库无缝连接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

—— Internet Geo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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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 Graphic Seamless Link with Main Database Model for WWW GIS

Yuan X iangru　 Gong J i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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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 f recent researchers believ e that a lack o f aw areness and problems of acces-

sibili ty to spatial data are signi ficant bot tlenecks to increasing numbers of users and applica-

tions. It is not easy for users to get spa tial at t ribute f rom image o f WWW Geog raphic Info r-

ma tion System ( WWW GIS) . The image which users have receiv ed f rom serv er side, has no

spa tial a t tribute features and can no t be operated easily. In order to solv e this problem , the

vecto r graphic seamless link wi th main da tabase model for WWW GIS w ith Java and JDBC

has been developed. With this model , users may be easy to operate WWW GIS, including

pan, zoom , query and analy sis. In client side, users opera te the GIS like that in serv er side, and

seam less link wi th main database.

Key words　WWW GIS; Java; JDBC; client; serv er; wo rld wide w eb; Geo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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