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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J2ME开发平台的 SVG 应用组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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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Mobile SVG 和 J2ME 技术为基础 ,设计了一个嵌入式设备的 SVG应用组件 , 并给出了初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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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VG 是W3C 组织制定的一套基于 XML 的

可缩放矢量图形描述规范 ,在移动网络中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例如在随身携带的 PDA 、移动电

话等联网设备上如能提供网络地图浏览功能 ,将

是十分实用和受欢迎的 , SVG 是一种很好的地图

数据组织形式 ,因为 SVG 是描述矢量图形的 ,所

以地图可以无失真地任意放大缩小[ 1] 。但是

SVG规范比较复杂 ,直接参考规范进行应用开发

是比较困难的 ,需要有SVG开发工具包或组件的

支持 。

J2ME是 Sun公司推出的嵌入式设备开发平

台
[ 2]
,越来越多的 PDA 、移动电话等设备开始支

持 J2ME技术 ,在 J2ME 开发平台上进行 SVG应

用开发是一个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领域 。Apache

Sof tw are Foundation 和 Andrew Girow 等组织和

个人提供了 Batik[ 3] 、TinyLine[ 4] 等开发工具包 ,

但是要么不适用于 J2ME 平台 ,要么功能不够完

善 ,不能很好地满足 J2ME上的 SVG应用开发需

求。本文参考 Batik 和 TinyLine 的设计思想 ,以

SVG和 J2ME 技术为基础 ,给出了一个 J2ME上

SVG应用组件的设计。

1　组件设计技术基础

1.1　SVG规范

SVG是一种基于 XML 的用来描述二维矢量

图形的标记语言 ,并支持矢量与栅格混合图形。

SVG原本为台式机应用所设计 ,规范的内容比较

全面而且复杂 。由于嵌入式设备的运算能力 、存

储能力一般远远低于台式机 ,所以在嵌入式设备

上完全实现 SVG规范既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 。正

因为嵌入式设备对 SVG 的特殊需求 ,促使 W3C

组织制定了 Mobile SVG 规范[ 5] ,限定了 SVG 规

范的一个子集 ,专门针对嵌入式设备上的 SVG应

用。

由于嵌入式设备的多样性 , Mobile SVG规范

制定者认识到仅一种规范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所

以Mobile SVG实际由两种 Mobile SVG prof ile组

成 ,一种是 SVG_Tiny ,适用于低端设备 ,如移动电

话等;另一种是 SVG_Basic ,适用于高端设备 ,这

一类设备一般运算能力和存储能力较高 ,如 PDA

等。正如 Mobile SVG 是标准SVG 的一个子集一

样 ,SVG_Tiny 是 SVG_Basic的一个子集 。

SVG_Tiny 和 SVG_Basic都支持标准 SVG中

定义的基本图形(basic shape):矩形(rectang le),

圆形(circle), 椭圆形(ellipse), 线(line), 折线

(polyline),多边形(polygon)。对于路径(path),

除某些指令外 ,SVG_Tiny 和 SVG_Basic也基本上

支持 。在 Mobile SVG中 ,文本(tex t)被视为 Uni-

code字符 ,SVG_Tiny 和 SVG_Basic对文本的选择

和剪贴板操作没有强制要求。

1.2　J2ME技术体系

J2ME技术是适用于嵌入式设备的 ,而这些

设备包括 PDA 、移动电话和电视机顶盒等 ,所有

这些设备在计算能力 、存储能力以及用户界面等

方面差异非常大 。为解决这一问题 , Sun将适用

　收稿日期:2002_10_12。

　项目来源:国家“ 863”计划资助项目(2001AA13603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271093);武汉市科技计划资助项目

(20021002044)。

DOI :10.13203/j.whugis2003.01.017



J2ME的设备做了多步划分 ,然后分别处理[ 2] 。

　　在第一步划分时 ,Sun根据设备的处理性能 、

内存和存储能力划分成两大类 ,此时并不考虑设

备的使用目的 , 然后为每类设备定义了 J2SE 的

一个子集版本 ,该版本能在该类设备的限制下工

作 ,提供最低限度的 Java 功能 。第一步划分创建

J2ME目前的两种 Configuration:CDC(connected

device configuration)和 CLDC(connected limited

device configuration)。Configuration 是一个定义

的 Java虚拟机(JVM)和为选择的一组设备提供

运行环境的最小类库集和 API。Configuration指

定了一个 Java语言的最小公分母子集 ,并规定了

对应的设备家族所具有的最低资源配置 。

由于一种Conf iguration所对应的设备还可能

在用户界面 、功能和用途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 ,所

以Sun又根据每种设备的功能做了第二次划分 ,

于是创建了若干Profile 。一个 Prof ile定义了特定

系列设备上可用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的最

小集 ,并且 Profile 可在一个特定的 Conf igurat ion

基础上实现 。目前已完成的 Prof ile 有两个:补充

CDC 的 PBP(personal basis profile)和补充 CLDC

的 MIDP(mobile information device profile)。

J2ME 技术体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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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M

M I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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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ofile层

C onf igu ration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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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J2ME 技术体系

Fig.1　Architecture of J2ME Technolog y

2　组件设计思想

2.1　设计目标

作者的设计总体目标是遵循 Mobile SVG 规

范 ,为 J2ME 开发平台上 SVG应用开发提供一个

可重用组件。第一步实现目标是兼顾 PBP 和

M IDP ,以一组接口的形式设计一个 SVG 应用组

件的基本框架 ,提供对SVG的图像绘制 、放大 、缩

小等功能 ,并分别针对 PBP 和 M IDP 为组件做出

一个初步实现。

考虑到 Mobile SVG 作为一个规范不可能一

步全部实现 ,故选取较为核心的一部分规范作为

第一步实现目标 。对于 SVG 基本元素 ,选取了

circle、line 、poly line 、rectangle 、poly gon 、text 、path。

另外 ,对于绘制描述功能 ,选取了坐标转换等 ,但

不支持CSS 。

2.2　组件的基本框架

组件可分为调用接口模块 、图形绘制模块 、

XML解析模块。调用接口模块为组件使用者提

供简单易用的接口 , 让组件使用者可直接控制

SVG的显示 、放大 、缩小等 。图形绘制模块专注

于SVG描述图形的绘制 ,并可根据调用接口模块

传送的用户指令 ,完成 SVG的放大 、缩小等操作。

XML解析模块负责 SVG 文件的解析 ,该模块提

取出 SVG 文件所描述的图形信息提供给图形绘

制模块。三个功能模块间的关系如图 2。

SVG

Com ponent →

委派绘制

返回图像

※ SVG

Draw er →

委派解析

返回数据

※ SVG

Parser

图 2　组件基本结构

Fig.2　Basic Structure of Components

　　作为一个可重用组件 ,简单易用的调用接口

是很重要的 ,为此重点设计了 SvgCanvas 接口。

SvgCanvas是一个面向 J2ME开发平台上 SVG应

用程序开发者的用户接口 , 直接为开发者提供

SVG的显示 、图像缩放 、图像拖动等功能。其中

setSvgUri(S tring )是设定 SVG 文件的 URI 地

址 ,可以是本地文件 , 也可以是一个网络 URL;

zoom In()、zoomOut()和 zoom(int )是关于图像

缩放的接口 ,其中 zoom(int)方法可指定缩放比

例。

3　组件实现

3.1　XML 解析问题

如要实现对 SVG 的绘制 ,首先要对 SVG 进

行解析 ,而 J2ME 上的 SVG 解析与在 J2SE 上的

SVG解析相比较有不少新的问题 。一是 J2SE上

常用的 DOM 和 JDOM 不适用于 J2ME 开发平

台。利用 DOM 解析 XML 将会在内存中建立包

含XML文件中所有数据的一个分层树状数据结

构 ,这样会耗费大量内存 ,而且建立复杂的数据结

构大大影响了解析速度 ,尤其对于计算能力和存

储能力都很弱的嵌入式设备 , 使用 DOM 进行

SVG 解析将是不实用的 。 JDOM 大量使用了

Collections类 ,简化了那些已经熟悉这些类的 Ja-

va 开发者的工作 ,但是这使 JDOM 在 M IDP 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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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Collections类包的极小子集的设备就肯定不

可用。二是在 J2SE 上常用的 XML 解析器对于

J2ME不再可用 ,如 Xerces ,显然 Xerces这样庞大

的解析器虽然勉强可用于 PDA 上 ,但肯定不能适

用于移动电话等 MIDP 范畴的设备。三是 J2ME

上的应用程序要求 XML 解析器要有较高的运行

效率 ,否则响应时间太长 ,用户无法接受 。

根据 J2ME 开发平台上 XML 解析的特点 ,

笔者选择了 XPP(XML pull parser)编程模型 ,解

析器则选取了 kXML2 。XPP 是较晚出现的编程

API ,它的解析采用 Pull形式 ,即将解析处理实际

上推迟到访问文档的一个特定部分(包括元素 、属

性和内容文本)时才进行 ,然后按照需要对文档的

该部分进行解析 。在不需要对 XML 文档进行完

全解析和处理时 ,应用 XPP 是最快的解析方式之

一。kXML2是一个开源项目 ,将来若对开发工具

包在性能等方面有更高要求 ,可考虑参考源码针

对SVG应用对 kXML2解析器进行优化。

3.2　SVG解析后的数据组织

一个 SVG 文件经过解析 , 提取出了各个

SVG基本元素以及相应的绘制描述信息之后 ,需

要以某种形式将这些数据组织好并存储起来 ,否

则在第一次显示 SVG后 ,若再进行缩放等操作就

需要再次解析 SVG 文件 。若将所有 SVG数据转

化为基本数组 ,则对内存的开销最低 ,但是这样难

以保持原 SVG 文件所描述的结构信息 ,也无法灵

活地实现元素级操作 ,比如对 line等基本元素级

的查询等。另一方面 ,若将每个 SVG基本元素转

化为一个相应的对象 ,这样可以避免基本数组的

缺点 ,保证了灵活性 , 但是代价太大 , 因为一个

SVG文档中可能有数百个甚至更多的基本元素 ,

如果每个元素都生成一个对象 ,产生的运行开销

是难以接受的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 , 决定应用

Flyweight设计模式[ 6] ,实现对象的共享 ,使得可

以细粒度地使用这些共享对象而避免了高昂的代

价。

为了抽象 circle 、line、tex t 等基本元素 ,组件

中设计了 SvgElement接口:

public interface SvgElement

{

　　public void show();

}

有了 SvgElement这个基本接口 ,再设计 Svy-

Path、SvyShape 、SvgTex t 共三个子类对 SrgEle-

ment 做具体实现 , 另外对 SvgShape 又设计了

SvgCircle 、SvgLine 、SvgPoly line 、SvgRect 、SvgPoly-

gon共五个子类做进一步实现 。图形绘制模块将

调用 SvgElement的 show()方法绘制出各个基本

元素 ,而 show()的具体实现是在 SvgElement的

子类中。

　　以 SvgText 为例 ,如一个 SVG 文档中存在

text元素 ,则解析中会创建一个 SvgTex t对象实

例 ,若文档中存在多个 tex t元素 ,SvgText 实例也

只有一个 , text 元素的文本值和坐标等并没有放

在SvgTex t实例中 ,而是作为外部状态存放在图

形绘制模块中。当需要对 text 做元素级操作时 ,

可以一组组地从外部状态中取出文本值和坐标

等 ,依次传递给 SvgText实例 ,此时 SvgText 实例

可代表某个 text元素实现要求的操作 ,实现了对

象的共享 。

3.3　具体实现

组件中主要类如下。

①SvgCanvas:组件调用接口;

②SvgDraw er:接受 SvgCanvas 的委派绘制

SVG图形;

③SvgShowContext:保存图形缩放比例等信

息 ,辅助 SvgDrawer 做各种绘制;

④SvgElementFactory :解析处理 SVG 文件 ,

建立 SvgElement对象数组形式的数据结构并送

给 SvgDrawer作为图形绘制原始数据;

⑤SvgElement 及其子类:抽象表示 SVG 文

件所含数据。

SvgShowContext的部分代码如下:

public class SvgShowContex t

{＊＊＊＊＊＊

　public SvgShowContex t()

　{＊＊＊＊＊＊

　}

　public float getZ()//获取缩放比例

　{＊＊＊＊＊＊

　}

　public void setToCruise(boolean b)//设定

是否漫游

　{＊＊＊＊＊＊

　}

　public void setToZoom(boolean b)//设定

是否缩放

　{＊＊＊＊＊＊

　}

　public void setToQuery(boolean b)//设定

是否查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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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ublic void setIfToSelect(boolean b)//设

定是否选择操作

　{＊＊＊＊＊＊

　}

public void setZoom(int z)//设定缩放比例

　{＊＊＊＊＊＊

　}

}

SvgElementFactory 的部分代码如下:

public class SvgGraphFactory

{＊＊＊＊＊＊

　public SvgGraphFactory()

{

}

public void setParameter(String uri ,SvgDraw-

er drawer ,SvgShowContex t con)

{//设置初始化参数

}

public void produceSvgElement()

{try

　{KXmlParser parser=new KXmlParser();

　 　 parser.setInput (new FileReader

(svgUri));

　　processDocument(parser);

　　transmitSvgGraphs();

　}

　catch(Exception e)

　{＊＊＊＊＊＊

　}

}

void processDocument(XmlPullParser p)//解

析处理过程

{＊＊＊＊＊＊

}

void transmitSvgGraphs()// 将生成的 Svg-

Graph 传送给 SvgDraw er

{＊＊＊＊＊＊

}

……

　　{

具体实现中 , PBP 和 M IDP 虽然都属于

J2ME体系 ,但是具体 API 之间有很大差异 ,所以

组件的框架虽然可以在 PBP 和 M IDP 上通用 ,但

是实现时需要分别考虑 。例如对于 SvgCanvas和

PBP ,是继承 java.aw t.Canvas(现在还没有完全实

现 PBP 规范的产品 , 但是 PersonalJava 是兼容

PBP 的 ,所以当前对 PBP 的实现暂时是针对 Per-

sonalJava的);而对于 M IDP ,SvgCanvas的实现是

继承 javax .microedition.lcdui.Canvas。组件完成

之后 , 对两种实现版本(PBP 和 MIDP)分别在

Compaq公司内嵌 PersonalJava的 iPaq3850 ,以及

符合 M IDP 规范的 Siemens 6688 移动电话做了

调试试验 ,结果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

4　结　语

通过在 iPaq 3850和 Siemens 6688 移动电话

上的试验表明 , SVG 第一次显示的速度不太理

想 ,这主要是由于第一次显示需要解析 SVG 文件

并建立包含 SVG信息的数据结构 ,这明显地影响

了速度 。为了提高这部分工作的速度 ,还需认真

完善 SvgElementProducer 的实现 ,尽可能地优化

对SVG的解析和数据结构的建立过程 ,这需要通

过分析SVG的特点来完成。

虽然组件的第一步设计目标已基本实现 ,但

对Mobile SVG 的实现还很不全面 ,有待进一步分

析和完善对规范的支持。随着工作的深入 ,整个

组件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就需要精心运用设

计模式等技术 ,保证组件的扩展性和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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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Apriori algori thm , an improved algo rithm of Aprio ri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 main ideas of the algo rithm are:

1)Count the probability of each i tem(I1 , I2 , …, Im)by scanning the DB for the first time;

2)Item Ik and Im appear in one reco rd is Pkm.

min(Pk , Pm)≤Pkm ≤Pk＊Pm ,

3)Count the support count of the f requence itemsets by scanning the DB another time;

4)Output the association rule f rom the f requence itemsets.

The detailed algo rithm and its sample ar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Lastly we compare it w ith

Aprio ri algorithm.The best quality of the new algorithm is that it reduce the times of scanning

DB.

Key words:association rule;Aprio ri algo rithm;frequence itemset;support_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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