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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组件分类与检索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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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组件分类和匹配原理 , 并对签名匹配法进行了研究 , 把它作为从已知的组件中获取可重用组件

的方法。最后提出了在国土信息管理领域中 GIS 组件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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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行业走向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是软件生产

率和质量的提高问题 ,软件重用被广泛地认为是解

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目前 ,所有被认为有前途的并

正被研究使用的软件重用方法有重用代码 、重用分

析 、重用设计 、重用处理过程 、重用转换系统等。另

外 ,领域工程与软件体系结构也正被引入 GIS的开

发研究中
[ 1]
。对软件重用和软件组件的研究始于

60年代后期 ,在与 GIS 结合过程中 ,人们一直关心

的两个问题是:①如何有效地利用和表示可重用的

GIS组件;②如何在已有大量的组件中 ,找到所需

的GIS 组件。与前者相关的研究涉及到 GIS 组件

模型[ 2] 、组件规约 、GIS 组件库数据建模等问题 ,而

后者涉及到 GIS组件库查询接口 、组件的匹配和索

引算法以及自动工具支持的组件查询工具 、认证工

具和评价工具等问题。

组件随着技术和领域演化而更新 ,要在库中

众多的组件中寻找到合适的组件 ,必须借助于自

动检索工具的支持。对单个组件的重用可以划分

为组件的识别和检索 、组件理解和适应性修改三

部分 ,其重用成本公式为:

重用成本=检索成本+理解成本+修改成本

目前 ,重用技术还没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 ,一

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检索方法及工具的支

持。Woodfield 等人发现软件开发人员有 70%的

阈值现象[ 3] ,即重用的工作量若高于常规方法工

作量的 70%, 则软件开发人员会使用常规方法

(直观上阈值是 100%)。因此好的检索方法对于

成功的软件重用是极为重要的 。若检索过程效率

太低或检索得到的可重用组件非所需要的 ,必然

使软件开发人员放弃重用的努力。而组件的分类

正是为了实现高效 、方便的检索。

图1显示了一个GIS组件检索模型 , 从实际

图 1　GIS 组件检索模型

Fig.1　A Model of G IS Component Retri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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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出发 ,重用者将其所理解的问题进行编码 ,以

查询条件的形式表达出来 ,从库中现有的组件出

发 ,依照某种分类方法 ,将组件按照标准分为组件

类 ,对 GIS 组件进行编码 、描述并建立索引 ,由匹

配算法将编码的需求与库中 GIS 组件的编码描

述进行比较 ,找出精确匹配或近似匹配的组件。

“查询空间”是指重用者需求的表达式 ,它可能是

简单的字符串搜索命令 ,可能是组合的 SQL 查询

语句 ,也可能是复杂的组件Z 语言规约。

1　现有的组件表示和检索方法

W.Frakes和H .Mili分别对现有的组件表示

和检索方法进行了分类。W.Frakes从组件表示

出发 ,将现有方法分为人工智能法 、超文本法[ 4]

和源于图书馆索引的分类法[ 5] 。H.Mili则按照

复杂度和检索效果 ,将其分为基于文本 、基于词法

描述 、基于规约的编码和检索 。

W.Frakes重点讨论了源于图书馆索引的分

类方法 ,因为这是实际重用项目中应用较为成功

的途径。其中以关键词(keywo rd)分类和刻面

(faceted)分类两种应用最多 。

1)关键词分类。每个组件以一组与之相关

的关键词编目 ,查询者给出关键词来描述所需的

组件 ,并由此获得组件 ,一般认为关键词的取值是

不受限制的 ,用来描述组件的关键词可以取任何

有意义的字符串 。

2)刻面分类。分析领域 ,并标识出一组基本

的描述特征 ,这些特征称为刻面 ,根据其重要性区

分优先次序 ,并被联系到组件。每个刻面具有一

组术语 ,术语之间具有一般特殊关系 ,而形成结构

化的术语空间 ,允许术语之间有同义词关系 。刻

面可以描述组件执行的功能 、被操作的数据 、组件

应用的语境或其他任意特征。刻面选择和术语空

间的建立依赖于不同组件库的角色和重用组织的

需求 ,文献[ 6]中提出的刻面是功能 、对象 、介质 、

系统类型 、功能领域和应用领域 。REBOOT 组件

库定义的 4个刻面为抽象(abst ract ion)、操作(op-

erat ion)、操作对象(operates on)和依赖(dependen-

cies)。

　　好的分类方法应具有描述能力强 、准确 、易于

使用 、易于理解 、检索效率高等特点 。关键词检索

方法存在两个问题:①该方法虽然对有经验的用

户来说效果较好 ,但对初级用户来说 ,由于不清楚

哪些关键词是适当的 ,因此可能使用一些同义词

或其他相关的词 ,使得效果明显下降;②关键词方

法的检索性能达到某一阈值后将不能再提高 。刻

面也有其本身的限制 ,通常刻面描述被限定不超

过 7个或 8个刻面。分类的主要目的是对检索提

供支持 。任何一种分类方法只有在特定的系统

中 、在特定的检索过程中使用 ,才能表现出它的优

势 ,目前还没有一种分类方法能在所有的系统中

都表现出很好的性能 。

2　签名匹配

签名匹配方法是 Zaremski和Wing 最先提出

的[ 6] ,他们把从组件中抽取出的特征信息称为签

名 ,检索时把用户的检索要求和组件的签名相匹

配。

2.1　定义

为了方便说明以下的观点 ,假设存在以下小

型组件库(见图 2),它包括 SET , LIST , QUEUE

三个用 ML 描述的模型 ,共 17个函数 。
signature SET=
sig

typeαT
val create:unit※αT

val insert:(αT ,α)※T

val delete:(αT ,α)※αT
val member:(α,αT)※bool

val intersect ion:(αT ,αT)※αT
val diff erence:(αT ,αT)※αT

val union:(αT ,αT)※αT
end;

signature LIST=
sig

val empty:uni t※αlist
val map:(α※β)※αlist※β list

val hd:αlist※α

val t l:αlist※αlist
val int sort:(int , int※bool)※int list※int

li st

val cons:(α,αlist)※αlist

end;

signature QUEUE=
sig

typeαT

val create:unit※αT
val deq:αT※(α,αT)

val len:αT ※int
val enq:(α,αT)※αT

end;

图 2　3个 ML模型

Fig.2　Three M L Models

　　查找一个特定的函数时 ,若不是通过它的名

字来查询 ,可以根据该函数的类型进行查询 。例

如 ,αlist※α是函数 hd的类型 ,它表示输入的是

数组类型 ,数组元素类型是α类型 ,返回α类型的

一个对象。如果查找一个模型 ,那么可以通过接

口 ,例如 , SET 有一个用户定义的类型αT 以及 7

个函数类型。在实际应用中 ,组件库经常是一个

程序模型的集合 ,可以通过提取模型库中每一个

模型的函数来创建函数库 。

签名匹配定义如下:

233第 3 期　　　　　　　　　　　边馥苓等:GIS 组件分类与检索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签名匹配(q ,M , C)={c ∈C:M(c , q)}

给定一个签名查询 q ,匹配谓词 M , 组件库

C ,经签名匹配处理返回满足匹配谓词条件的组

件集合 。本文探索了签名匹配的设计空间 ,考虑

到函数和模型两种类型的组件库 ,因此对应两种

类型的签名匹配:函数(类型)匹配和模块(接口)

匹配。而在实际过程中 ,根据匹配谓词形式的不

同 ,签名匹配又分为精确匹配和松弛匹配。

2.2　函数匹配

变换置换:变换置换符号[ τ′/α] τ表示用τ′

替换 τ中的所有 α后产生的结果 , 例如 , [ β/ γ]

[ α/ β] (β ※γ)=[ β/ γ] (α※γ)=(α※β)。变换

置换也可以包括类型变量置换和用户定义的类型

操作符置换:[ β/α] [ C/ T ](αT ※α)=(βC※β)。

这里用 V 来代表一个标量置换的过程 , U 代表

一个更为普通的置换过程 。

定义:对于函数 τ和 τ′,如果满足下列两个条

件之一:①它们具有相同类型的变量标志符;②τ=

typeOp(τ1 , …, τn), τ′=typeOp′(τ′1 , …, τ′n), type-

Op=typeOp′and  1≤i≤n , τi =τ′i ,那么它们是

匹配的。函数匹配一般形式为:

　　M :Library Type , Query Type ※Boolean ,

M(τl , τq)=T l(τl)RTq(τq)

其中 T l(τl)是对组件库中的数据类型 τl 进行变

换(如重新排序), T q(τq)是对查询语句类型 τq

进行变换 ,参数 R 表示函数(类型)之间的某种关

系。函数匹配包括精确匹配 、局部松弛匹配 、变换

松弛匹配[ 6]等 ,下面仅介绍精确匹配。

精确匹配定义:

matchE(τl , τq)= a sequence of variable re-

naming s , such that Vτl=τq
两个函数类型完全匹配的条件是经过变量置

换的函数完全相同。变量置换可以是类型变量或

用户自定义的类型操作符 。对于没有用户自定义

的单一类型 , 也就没有变量 , 因此公式表示为

matchE(τl , τq)=(τl , τq)。其中 τl , τq 是单一类

型 ,处理时只需对其中的一个类型表达式进行置

换。对于有多种形态变量的类型 ,真正重要的不

是变量的名字 ,可以通过一系列变换来实现类型

一致化 。例如 ,在图 2 中 ,用户想查询一个函数 ,

对某集合添加一个新元素 ,使用了查询谓词 τq=

(α, αT)※αT ,该谓词就能查询到 queue 中的 enq

函数(通过置换[ C/ T ])。

2.3　模块匹配

函数匹配解决了单个函数签名描述匹配问

题 ,而编程人员查询的组件中常包含不止一个函

数 ,这就是模块形式 。模块是函数的集合 ,模块签

名匹配信息其实是由许多个函数签名信息的集

合 ,模块签名匹配的基础还是函数签名匹配 ,模块

匹配方法包括精确匹配和局部匹配
[ 6]
。

3　GIS组件库的解决方案

3.1　GIS 组件的数据结构描述

GIS组件的分类体系是为重用活动服务的。

一个实用的GIS组件分类体系应具有以下特点:

①具有良好的可扩充性和灵活的可修改性。这是

因为 GIS 组件随着其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而不断

地被淘汰和更新 。 ②必须简明 、清晰 、准确 、无矛

盾性 ,并且要易于理解 。这样可以保证分类体系

易于使用 ,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 ③必须根据

GIS组件的可重用属性来建立 。这样可以为用户

按照重用的要求来查找所需的构件提供方便 。

在进行了域分析后 ,我们在国土管理信息领

域建立了相应的领域模型[ 7 , 8] ,并从中得出了基

于国土管理信息领域的 GIS 组件库的树形结构。

为了完整描述一个可重用 GIS 组件 ,并便于管理

和理解以及分类和检索 ,以达到有效的重用 ,在研

究了上述分类方法的基础上 ,笔者提出了如下的

特征信息集来刻画一个可重用 GIS 组件 ,它既具

有刻面分类和关键词分类等方法的优点 ,又避免

了刻面分类法中对刻面个数的限制 ,用 BNF 范式

表示如下(在组件库中 , 组件的存储严格遵循

BNF 范式):

<GIS 组件>::=(组件标识 ,组件类别 , 组

件适用子域 ,组件实现 ,组件信息 ,组件运行环境 ,

组件版本关系)。

而每个信息集又包含多个属性 。各个信息集

及其包含的属性如下 。

1)组件标识 (GCId):用于惟一标识某一

GIS 组件 , 主要包含以下属性:① 组件号(GC-

Number):用于惟一确定的一个 GIS组件 ,由系统

自动生成。 ②组件名字(GCName):同一类型的

GIS 组件不能重名 ,但不同类型的组件可重名。

③组件实体类型(GCEnvType),用于标识组件的

实体类型 ,即源代码文件 、目标文件 、库文件和测

试实例文件等类型。 ④组件抽象层次(GCAb-

sLevel):描述组件的抽象级别 ,即在 GIS 组件库

中所处的层次 ,一般而言 ,越抽象的组件所处的层

次越高。

2)组件类别(GCClass):用于标识该组件在

国土管理领域中所属的某个组件库 ,主要包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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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属性:①系统安全管理(GCSysAdmi):主要负

责系统的登录 、用户管理等 。 ② 图库管理

(GCMapAdmi):主要负责图形的创建 、叠加等 。

3)组件适用子域(GCAplSubDom):用于标

识该组件在国土管理领域中实际运行的应用领

域 ,主要包含以下属性:①用地基本信息访问域

(GCLanBasSer):主要是关于用地的地形图 、地籍

图等基本信息的访问。 ② 政策法规访问域

(GCLawSer):主要是关于国土管理的有关政策 、

文件的访问。 ③ 用地者基本信 息访问域

(GCLanUsrSer):主要是用地者 、被用地者等信息

的访问。

4)组件实现 (GCImplemen):描述 GIS 组件

的功能及与实现有关的一些信息 ,主要包含以下

属性:①开发语言(GCLanguage):实现 GIS 组件

所用的程序设计语言 。②组件参数类型(GCPar-

Type):描述 GIS 组件参数的类型是否可选 ,接口

参数及引用方法的具体描述。

5)组件信息 (GCInformation):描述 GIS 组

件创建的一些具体的历史信息 ,主要包含以下属

性:①组件研制者(GCAuthor)。 ②组件研制单

位(GUCreUnit)。

6)组件运行环境 (GCEnvironment):描述了

支持组件运行的软硬件平台的信息 ,主要包含以

下属性:①组件硬件环境(GCHardEnvir)。 ②组

件操作系统(GCOS)。

7)组件版本关系(GCVerRel):描述了功能

相似的同一系列的 GIS 组件之间的关系 ,主要包

含以下属性:①相关版本(GCAllRelVer)。 ②前

驱版本(GCPreVer)。

上述有些属性是用于支持检索的 ,如 GC-

Number , GCName , GCMethod , GCAbsLevel , GC-

Class等;有些属性是帮助用户评估组件是否有重

用价值的 ,如 GCComment , GCFunction 等。但这

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因此在提供适当的检索方

法后 ,大部分的属性都具有这两个作用 。

GIS组件的数据结构定义如下:

S truct GC

　{

　　char GCN

ame[ 30] / ＊组件名

int GCNumber / ＊组件号

char GCClass[ 20] / ＊组件类别

char GCAplSubDom [ 20] / ＊组件适用

子域

…

char GCAddres[ 70] / ＊组件地址

　}

3.2　基于领域分类的查询检索设计

一个领域可以分为若干子域 ,每个子域又包括

不少公共或特有的 GIS组件。因此整个组件库按

上述分类法可以形成如图3所示的树状结构。

图 3　国土管理领域的组件库树形结构

Fig.3　Structure of the Component Library of Land Administration Domain

　　软件重用是一个利用现存 GIS 组件生成新

组件的过程。在组件被重用之前 ,它们必须能够

被找到并理解。使用大型 GIS 组件库时 ,用户可

能面对许多GIS组件 ,而只有一部分对当前任务

有帮助 ,这样就要有适当的方法来完成检索工作。

组件检索子系统通过用户提供的查询条件生成查

询语句 ,从 GIS组件库中检索出符合要求的 GIS

组件。当要检索的组件包含多个函数签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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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就采用模块匹配检索块。系统检索出最满足

条件的GIS组件 ,以提供给用户用作修改成新组

件。

3.3　组件库查询方案

从GIS组件库中提取可重用组件也要经过 3

个过程。 ①检索。从组件库中提取符合要求的

GIS组件 ,利用实验系统进行组件的检索与匹配。

②定制。从组件库检索到的组件可能与用户的要

求有区别 ,需要对组件进行修改。 ③组合。经过

定制后的组件与其他软件模块组装在一起 ,形成

新的应用系统。

在文献[ 6]的基础上 ,可以用伪代码表示检索

可重用组件的过程:

begin

search library

if identical match

　then terminate

else

　begin

　　collect similar component as a set

for each component in the set

　computing degree of signature match

end for

rank and select the best component

　　end

　end if

end

例如 ,用户要查询的组件条件为:{unit※αC ,

(α, αC)※αC , αC※(α, αC), αC ※int}。我们对

操作符替换操作[ T/C ] ,再进行松弛模块匹配 ,

就能得出 queue 的所有函数类型匹配查询的条

件。松弛匹配主要放宽了模块匹配中的函数匹配

方法限制 ,将函数精确匹配改为函数松弛匹配 ,从

而扩大了有效查询的范围 。这比在未建立组件库

之前 ,要逐一地去测试系统开发人员过去开发过

的组件 ,然后通过测试结果来告之是否有合适的

组件要高效 , 也比已经建立了普通的 G IS 组件

库 ,但未采用基于国土信息管理领域的特征信息

集来建立 GIS 组件库 ,从未采用签名匹配方法进

行检索的方法迅捷得多。

在系统开发过程中 ,开发人员可能对查询有

不同的要求 ,有的开发者可能对需要查询的组件

的接口 、方法信息无明确要求 ,只提出需要某一子

域的某种功能的 G IS 组件 ,那么在抽象层次比较

高的情况下 ,粗轮廓的查询方法即可以为开发者

提供快捷 、清晰的查询途径;如果开发者更关心组

件的具体接口 、方法 、参数信息 ,则可以采用基于

签名的“细”的查询方法。

归一化问题的关键是置换方法的实现。由于

签名描述中的松弛匹配与参数类型是无关的 ,参

数描述要求参数的总数相等 ,只要有相同的参数

类型结构即可 ,因此同种语义的描述可能有多种

表示 ,其中参数类型在归一化以后 ,如果相同 ,则

表示有相同的语义。例如用户想查询 τq=(long ,

int , long)※bool ※long list ,而库中的组件描述是

τl=(string , long , string)※bool※int list ,从直观

上看 ,它们虽然类型不同 ,但经过相关置换后可以

看出 ,在签名匹配中它们有相同的语义 。

4　结　语

本文提出的用特征信息集来刻画可重用 GIS

组件的方法融合了关键词分类法和刻面分类法的

优点 ,所提出的基于签名匹配的检索方案适用于

在国土信息管理领域检索可重用 GIS组件库 ,能

够实现高效的检索 ,大大降低组件理解和检索的

成本。判断一个检索方法的好坏的标准很多 ,如

易使用性 、可扩充性 、效率等 ,但是没有一种检索

方法能满足所有 GIS 用户的所有检索要求 ,较好

的解决方案是在一个系统中同时提供多种检索方

法 ,以供用户选择 ,这将是今后软件重用技术在

GIS领域应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此外 ,组件

库互操作也对 GIS 组件表示和检索提出了新的

要求 ,必须考虑到如何在不同组件库之间共享和

交换组件信息(它涉及到库访问接口 、数据模型 、

传输格式和传输协议的标准化),以及如何在分布

的多库系统(如 Internet上的多个组件库)中表示

和检索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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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nd Indexing Technology of

Component in GIS

BIAN Fuling
1　WANG X ichun

1

(1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 129 Luoyu Road ,Wuhan ,C hina , 430079)

Abstract:The technology of reuse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 of w hich the construction and adminis-

tration of the component is the ke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scipline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matching of the component , and discusses one of the method_signature matching.This paper gives

the plan of management of GIS component in the land administ ration domain.

The major impediment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sof tw are.Sof tw are is currently considered as the key to

the problem.Domain engineering and software architecture are introduced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IS research.In the process of the combination w ith GIS , the follow ing questions are the focus

of the sof tw are engineers:how to utilize and represent the reusable GIS components eff iciently

and how to find the w anted GIS components from the large amount of GIS components in the

reusable library.The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first question deals with the issues such as GIS compo-

nent model , stipulations of component , the data modeling of GIS component library and so on.The

research related to the latter quest ion deals w ith the issues such as the query interface of GIS com-

ponent library , the matching of components , and the arithmetic of index and so on.

The current methods of the representation and index of component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t method , the hypertex t method and the indexing vo-

cabularies method.A good classification method should describe the component precisely and be

easily understood and utilized wi th high ef ficiency.The keyw ord classification method and the

facet classification method have their ow n problems.

　　The signature matching is pointed out by A.M.Zaremski and J.M .Wing .They named the

characteristic info rmation abst racted f rom the component signature.In the process of index ing , the

request of the user should match the signature of the component.There are two classification of

signature matching:funct ion matching and module matching.

After the domain analy sis , we have the corresponding domain model in the domain of the

administ ration of the land info rmation , and build the t ree_st ructure of theG IS reusable component

library.In order to describe a GIS reusable component completely and reuse it eff iciently ,we pre-

sent our methods w hich integrate both keyw ord classificat ion and facet classification to describ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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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 component , and their data st ructure .The resolution of the query of GIS component library is

also presented.

　　There are many standards to justify the method of component indexing , such as efficiency ,

ex tension ,etc.However ,until now , none of indexing methods can sat isfy all the requests of all the

GIS users completely.A bet ter resolution is to provide more than one indexing methods in a prac-

tical GIS system ,which will become the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sof tw are reusable

technology in the specif ic domain of GIS.The transaction of GIS components between different li-

braries and the representat ion and indexing of GIS component in a dist ributed multi_libraries are

the central problem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G IS;sof tw are reuse;component library;signature matching;component classification;

component inde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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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us coordinates in the same frame and the same epoch wi th the precise ephemeris.

　　Besides , the troposphere ref ract ion is one of the main limit ing factors in GPS positioning.The

piece_w ise constant functions are used for model the t roposphere refraction.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data processing and using the w ay of analy sis and comparison , it is found that the t ropospheric

refraction bias has inf luence of scale on the middle length baseline.It may be divided into tw o

parts:f ixed error and scale error ,but the main is scale error.I 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duce the in-

f luence of tropospheric ref ract ion on the GPS netwo rk scale and to improve vertical accuracy.

Key words:GPS;baseline processing;systematical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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