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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了一个通用的分布式 GIS 的分层体系结构模型:用户界面层 、应用层 、应用接口层和数据服务

层 ,给出了该模型的思想和主要特征 ,并结合 Internet/ Intranet环境讨论了模型的实现方法。分层分布式GIS

模型的提出可以部分地解决现有的 I nternet/ Intranet GIS 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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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 GIS 模式下数据格式互不兼容 、资源无

法共享等诸多弊端已严重阻碍了 GIS 在产业部

门的广泛应用。在 Internet/ Int ranet环境下建立

可伸缩性的分布式计算体系结构成为各种领域应

用的主流[ 1] 。如何使 GIS完成从传统客户/服务

器计算模型到分布式计算模型的转化 ,以满足不

同部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将是 GIS

面临的严峻考验 。

现有的 Internet G IS 软件一般分为基于服务

器和基于客户机的应用系统两类[ 2～ 4] 。基于服

务器的应用系统有 MapObjects/ArcView IMS 和

ProServer;基于客户机的应用系统有 GeoM edia

Web M ap和 MapGuide。

基于服务器的 Internet GIS 依赖服务器完成

GIS分析 、输出工作 。浏览器的用户每进行一个

GIS操作 ,都需将请求通过 Internet 送给服务器。

服务器接受此请求 ,进行处理 ,并将结果返回给用

户。它包括基于 HTML 和 CGI的方法 。其优点

是所有的操作 、分析均由服务器完成 ,因而客户端

很小巧;同时 ,有利于充分利用服务器的资源 ,发

挥服务器的最大潜力。但是 ,客户端的功能受到

浏览器和 HTML 的限制 , JPEG 和 GIF 是客户端

操作的惟一形式 ,而且 ,它增加了 Internet 和服务

器的负担 ,工作效率受到影响 。

对基于客户机的 Internet GIS 而言 ,由客户

机完成GIS分析 、输出工作 。GIS 数据和分析工

具最初放在服务器上 ,运行时下载到客户机 。它

包括 GIS Plug_in 、ActiveX 和 Applets 等技术方

法。这种方法能完成 G IS 数据解释和 G IS 分析

功能。但是对于处理大型的 GIS 分析任务(如叠

置 、资源分配等)的能力无法与 CG I 模式相比;

GIS数据的保存 、分析结果的存储和网络资源的

使用能力受到限制。

1　客户/服务器模式在分布式应用
中的不足

　　传统的 GIS大多是构架在客户/服务器模式

基础上的 。在客户/服务器模式中 ,客户和服务器

之间遵从的主要是请求和响应的关系 。客户/服

务器模式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5 , 6] :①减

轻了网络负载;②更好地利用了资源;③具有更好

的性能;④提高了数据安全性;⑤客户/服务器模

式是一种开放式的结构 ,其开放性使得系统的扩

充变得十分简单方便 。

　　随着 Internet的发展 ,计算环境的高度分布

和动态变化等特性变得越来越突出 ,而客户/服务

器模式固有的局限性使得它越来越无法胜任各种

复杂 、动态的分布计算要求 ,主要原因有:

1)采用客户/服务器模式要求有高质量 、性

能稳定的网络链接。因为:①客户需要与服务器

保持可靠的链接 ,因为只有建立并维持稳定的链

接才能完成鉴别客户身份等工作 ,并保证交互过

程的安全性;②由于对服务器的请求一般都有一

　收稿日期:2000_04_0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9771064);国家测绘局测绘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目(97009)。

　　
第 25 卷第 5 期
2000 年 10月

武 汉 测 绘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Wuhan Technical University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Vol.25 No.5
Oct.2000



个交互的过程 ,客户端必须能够对一些可预见的

响应进行确认;③为了能够在网络上顺利地复制

和传输数据 ,还需要有很好的带宽 。

2)链接规模带来的问题。在只有一个集中

服务器和多个客户端的系统中 ,链接的规模问题

还不是很突出 。但是当有了多个服务器之后 ,该

问题就会急剧地增长 ,因为每个客户端都要管理

和维持与多个服务器的链接。另外 ,随着规模的

增大 ,服务器的控制将变得越来越复杂 ,其性能也

会变得越来越低 。而目前客户/服务器模式在这

方面的研究尚不能在根本上解决该问题 。

2　分布式 GIS 的分层体系结构模型

　　针对客户/服务器模式的不足和 Internet/ In-

tranet的特点 ,参考OSI网络协议参考模型 ,提出

了一个通用的分布式 GIS 四层结构模型(对应

OSI的应用层),包括数据服务层 、应用接口层 、应

用层和用户界面层。

数据服务层实际上是指数据库服务器 ,用来

存储数据和提供基本数据服务 。它具有以下特

点:接口是服务器特定的语言 ,执行特定的应用规

则和逻辑;数据库服务器不需了解用户界面层 、应

用层和应用接口层 ,而空间数据库服务器负责空

间数据的处理 、查询 、索引 、调度。

应用接口层用来表示数据服务器的基本功

能 ,在 MS SQL Server情形下 ,应用接口层对应存

储过程接口 ,用来维护服务器中数据的一致性和

完整性 。它具有以下特点:需要了解数据服务层

的类型和语义接口;能够存取不同类型的服务器;

不需了解下面的层。

应用层负责把用户的需求转化为针对特定服

务器的基本功能 。它定义了应用领域的基本功

能 ,对应事务处理和复杂的空间分析和处理 。例

如 ,空间分析包括路径分析 、缓冲区分析和叠置分

析。它用来维护应用逻辑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它

具有以下特点:对用户的请求进行有效性验证;不

需要了解数据服务层模型;不需要了解用户界面

层。

用户界面层是惟一与最终用户的交互点 。它

把用户的请求转化为应用 ,交给应用层 ,并把响应

结果呈现给用户 ,同时完成基本的操作 。在用户

界面层 ,用户所见到的和操作的应该是矢量的图

形 ,而不是栅格数据和静态图像[ 7] 。

图1中的数据传输层是应用层之间的请求和

响应的API。数据传输层不属于应用层 ,它属于系

统层。数据传输层由系统提供的工具实现 ,它可以

是低层的网络协议 、Socket或分布式计算工具 ,如

远程过程调用或基于分布式对象的引用(DCOM 或

CORBA),也可以是作用在这些协议之上———由开

发人员自定义的协议。特别在 Internet环境下 ,由

于网络带宽问题 ,特别对于多媒体GIS需要更大带

宽 ,用户界面层与应用层之间的数据传输层有必要

使用压缩/解压缩协议。数据传输层为应用开发人

员提供了网络协议独立性。

图 1　分布式 GIS 分层结构模型
Fig.1　Layered Architecture Model for Distributed G IS

　　模型特点分析如下:

1)层与层之间的相对独立性

在分层模型中 ,用户界面层 、应用层 、应用接

口层和数据服务层相对独立 ,每一层只与其上面

的层打交道 ,无需了解其他层的语义模型。因此 ,

系统的开发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例如 ,

应用接口层可以同时操作多种 GIS 数据源格式

的数据 , 如 GeoFile 、GeoDB 、Arc/ Info 、MapInfo、

DXF 和 MGE等。这种层与层之间的相对独立性

也使得系统各层的开发人员相对独立。特别对于

分布式系统来讲 ,用户界面层可能是用 Java开发

的Applet或用 VB 开发的 ActiveX 控件 ,开发人

员关注的是数据显示和基本操作 ,包括矢量图形

的漫游 、放大 、缩小 、查询和分析;应用层可能是用

VC 开发的 DCOM 构件 ,开发人员关注的是数据

库的事务处理和复杂的空间处理;而应用接口层

开发人员关注的是数据库的查询优化和性能 。

2)适用于 Internet/ Int ranet环境

应用层完成客户端管理 、维持与多个服务器

的链接 ,负责与数据服务层建立稳定的链接 ,完成

复杂的管理。这样使得用户界面层相对小巧 ,便

于在 Internet/ Intranet 上发布。通过在应用层建

立数据库链接缓冲池 ,在应用层可以与数据服务

器预先同时建立和维护多个数据库链接 ,并根据

用户界面层请求数量 ,在一定范围内动态地调整

数据库链接的数量。由于用户界面层不直接与数

据库建立链接 ,而使用系统预先建立的链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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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系统可以快速地响应 Internet/ Int ranet 上多

个用户的请求。

3)便于集成管理

在模型中 ,分布式应用管理程序通过数据传输

层与分层模型集成在一起 ,成为系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分布式应用管理的最基本功能是关闭或重

新启动一个分布式应用。此外 ,分布式应用管理还

应可以控制每个结点的状态 ,如最大进程数 、最大

数据库链接数等;记录一些与系统性能相关的参

数 ,如数据库平均链接数 、实际最小链接数 、实际最

大链接数 、接口调用次数 、接口访问时间等。由于

数据传输层为层与层之间的通信定义了一致的接

口 ,使得分布式应用管理的实现成为可能。图 2是

集成了分布式管理的分层结构模型。

图 2　集成分布式管理的分层模型图
Fig.2　Layered Model with Integrated

Distributed Management

　　4)通用性

4层分布式模型不仅为开发分布式 GIS 提供

了一个框架 ,而且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分布式系

统体系结构的本质。图 3是用分层模型表示的客

户/服务器结构 。在客户/服务器结构中 ,客户端

实际上是由用户界面层和应用层组成;而服务器

端由数据服务层和应用接口层组成 ,客户端向服

务器提出请求 ,服务器把响应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图 3　客户/服务器模型的分层表示
Fig.3　Layer Representation for Client/ Server Model

3　Internet/ Intranet 环境下 GIS 的

实现技术

　　实例 1:图4是一个Web G IS 的系统结构图 ,

其中 Applet 和应用服务器都采用 V J
++
开发。

客户浏览含有 Applet的主页时 ,Applet 自动下载

到客户浏览器。Applet 通过 Socket 与应用服务

器进行通信;应用服务器是一个多线程的 Java应

用程序 ,它接受 Applet 的请求 ,查询数据库 ,并回

传结果给 Applet;Applet动态显示数据库查询结

果。

图 4　一个分布式 GIS 实例

Fig.4　An Instance of Distributed GIS

　　由于 Java语言的安全性限制 ,应用服务器必

须在运行Web服务器的同一台计算机上。它由

一个主界面 、一个管 理线程(master cont rol

thread ,MCT)和若干个数据库服务线程(简称

DBST)组成。管理线程监视一个 Socket ,收到客

户端浏览器 Applet的服务请求时 ,分配一个 DB-

ST 给Applet ,即将 DBST 工作的端口号传给 Ap-

plet。Applet收到 DBS T 工作的端口号后 ,即向该

端口发送数据库服务请求(SQL Request)。DBST

收到 SQL Request后 ,进行数据库操作或查询 ,并

将结果(SQ L Result)返回给 Applet。 SQ L Re-

quest 和 SQL Result遵循一定的格式(即协议)。

MCT 可以动态地创建 DBST 。当 DBST 完

成任务后 ,应主动通知 MCT ,以便管理线程回收

和分配 DBST 。当 Applet发出 SQL Request 后 ,

DBST 进行数据库操作。DBST 有超时处理机制

和出错处理机制 ,原则上 ,对于发生的错误都应向

通信的另一方(客户方)报告 ,而不是让客户方产

生超时处理情况。

MCT 接到 SQ L Request请求后 ,查 DBS T 队

列 ,看是否有空闲的 DBST , 若有 , 则分配一个

DBST 的端口号给 Applet ,并置 DBST 的状态为

“忙” ;若没有 ,则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创建一个新的

DBST。若可以创建 ,则把该 DBST 加到队列中 ,

并回传给 Applet一个端口号;否则回传 0 ,表示现

在服务器忙 ,不能给 Applet提供服务。当 D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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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务后 ,设置状态为“空闲” , MCT 决定是否

关闭一些多余的 DBST 。每一个 DBST 都和

DBMS建立了链接。DBS T 的数目是根据当前

Applet请求数而定的 , 设其最小为 min ,最大为

max ,当某一时刻 Applet 请求数小于 max 、大于

min时 ,需要释放多余的 DBS T。

应用服务器采用 JDBC_ODBC 桥驱动程序获

取关系型数据库的数据 ,如 MS SQL Server 、In-

fomix、Sybase、Oracle 和 DB2;采用扩展的 JDBC

驱动程序[ 4]获取非关系型数据库的地理数据 ,如

Arc/ Info 、MapInfo 、MGE和 GeoFile 。应用服务器

只将用户感兴趣的数据传递给 Applet ,同时复杂

的空间处理也在应用服务器中完成 。应用服务器

采用了多线程技术 ,并维持一个线程缓冲池 。当

用户界面层申请数据服务时 ,应用服务器从缓冲

池中分配一个空闲的服务线程;当数据服务完成

时 ,应用服务器把服务线程还给缓冲池 。这样 ,应

用服务器可以快速地同时响应多个终端用户的请

求。实例 1对应的分层模型如图 5所示 。

图 5　Web GIS 对应的分层模型

Fig.5　Layered Model for Web GIS

　　实例 2:改进方案

在实例 1中 ,用户界面层(Applet)与应用层(应

用服务器)通过作用在 Socket之上的开发人员自定

义的协议进行通信。应用层解释协议的语义并提

交给对应的数据库服务器 ,并把数据库服务器返回

的结果返回给 Applet。应用层实现的功能取决于

开发人员自定义的协议 ,这样存在一个问题 ,即当

应用层需要增加新的功能时 ,必须修改协议 ,应用

层也必须根据新的协议进行修改 ,重新编译。对于

用户界面层的 Applet也必须根据新的协议进行调

整 ,并重新编译。这样 ,对于系统维护和升级仍然

是十分不方便的 ,系统不具有可伸缩性 。

图 6显示的 GIS 是在应用服务器中采用了

DCOM构件。构件对象模型(COM)为它的使用

者提供了一组接口 ,使用者通过引用这些接口 ,获

得COM 提供的功能。DCOM 扩展了 COM ,使其

能够支持在局域网 、广域网甚至 Internet上不同

计算机的对象之间以一种完全透明的方式进行通

信 ,图 7显示了 DCOM 的整体结构[ 8] ,COM 运行

库向客户和构件提供了面向对象的服务 ,并且使

用 RPC和安全机制产生符合 DCOM 线路协议标

准的标准网络包。DCOM 的这种位置独立性提

供了一种简便而便宜的方法以提高扩展性 ,即可

以将分布式构件分布到其他机器上 ,使得系统具

有动态可伸缩性。

图 6　改进的 Web GIS 模型

Fig.6　Improved Web GIS Model

图 7　DCOM 的整体结构

Fig.7　Architecture of DCOM

　　笔者采用 V C
++
中的ActiveX模板库(ATL)

作为开发 COM 的工具。由于 COM 是完全与语

言无关的 ,任何可以支持 COM 的语言都可以作

为COM 的使用者 ,用户界面层可以可以采用 Ja-

va 、V C
++
、VB 、Delphi 、Pow erBuilder 等。语言独

立性还使得一些原型组件开始时可以用诸如 VB

这样的高级语言来开发 ,而在以后用一种不同的

语言如用 C
++
或 Java来重新实现 ,这些语言能够

更好地支持诸如 DCOM 的自由线程 、多线程以及

线程共用等先进特性 。下面是在 V J++中调用

COM 的程序代码:

import com .ms.com.＊;

Try

{

IDraw able draw able=(IDrawable)new Circle

();

……//Call COM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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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Lib.release(drawable);//释放 COM 对

象

}

catch(com .ms.com.ComFailException e)

//异常处理

{

System.out.println(“COM Exception:”);

}

由此可见 ,在 V J++中使用 COM 对象就好

像使用 Java 对象一样 。实际上 ,这里每个 COM

对象需要一个 Java 包装 。 Java包装中含有 M i-

crosof t特定的属性 ,告诉虚拟机如何把这些 Java

对象映射到它所表示的 COM 构件。 jactivex[ 9]工

具可以从含有 COM 对象的动态链接库自动产生

Java包装。正如关系数据库支持开放数据库链接

标准(ODBC)并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 SQ L 来维护

一样 , OLE DB为访问各种数据源(文件 、关系型

数据和空间数据等)定义了一致的 COM 接口 ,并

通过 ADO 来访问 。

4　结　论

4层分层体系结构模型为设计 Internet/ In-

tranet GIS 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框架 ,由于用户界

面层 、应用层 、应用接口层和数据服务层相对独

立 ,因此系统的开发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如何在应用层实现构件管理 ,提供构件的线程池

管理 ,允许动态地加载 、卸载构件以及保证负载平

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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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ayered Architecture Model for Distributed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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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ing scalable distributed computer architecture has been mo re impo rtant in many

application domains.Most of recent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a lack of aw areness and problems of

accessibility of spatial data are significant bot tlenecks to increasing numbers of users and applica-

tio ns.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 GIS provides the oppo rtuni ty to opt imize netw orks resources and

increase developer productivity .However , implementat ion at the application designs level lacks ap-

plication architecture and a methodology to assist the designer and provide a deg ree of rigor and

consistency to the design process.Tradit ional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 can no t work w ell under

the Internet/ Int ranet circum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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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develop dist ributed GIS applicat ions , the application designer must first determine w hat

components of the application are candidates for dist ribution and what are the criteria for dist ribu-

tio n.The application model is provided to aid the designer in developing dist ributed GIS applica-

tio ns.I t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functional decomposition beyond the t raditional methodologies.A

general layered architecture model for distributed GIS which includes four layers:user interface

layer , application layer , application interface layer and data service layer ,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e proposed four_layer application model is a model for segmenting the GIS application , in

o rder to identify candidates for dist ribution.With respect to the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 (OSI)

reference model for netw ork protocols , this analy sis falls w ithin the application layer.The four_lay-

er model is characterized by:the nature of the data f low ing across the layers , bi_directional data

flow across the interface , limited know ledge of the internal functions and data st ructures of o ther

layers , atomic self_contained functions ,programming interface into and out of the layers , consisting

of a set of APIs that provide location and protocol independence , and each one of the layers can be

isolated and defined acco rding to the above characterization.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main idea of layered archi tecture and two instances of the model

under Internet/ Int ranet circumstance.With this application model , users may be easy to operate

Internet/ Intranet GIS , including pan , zoom ,query and analysis.In Client side , users operate the

GIS like that in Server side , and seamless link with main database.The tasks of Client , application

Server and database Server are separated.User interface layer is implemented.These instances are

implemented w ith Java , DCOM and ADO technologies.

Key words　distributed GIS;Internet/ Int ranet GIS;softw are archi tecture;layered model

　　BIANXuegong ,male , 28 , Ph.D candidate.His research interestsare distributed systemmodel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software de-

velopment environment.He has join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object_oriented DSSP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Windows(OSDE);

ISDN videophone system;and Wuhan Power Supply Bureau' s failure management system linked with 110 emergency alerting station, etc.

E_mail:bianxg@263.net

448　　　　　　　　　　　　　　　　　武 汉 测 绘 科 技 大 学 学 报　　　　　　　　　　　　　　200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