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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如何利用 JSP/ JavaBean 技术更好地实现Web GIS 系统 , 提出了基于 JSP/ JavaBean 的Web GIS 实

现模型 ,并以应用实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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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 Web GIS 实现技术是 CGI(common

gateway interface)公共网关接口。Web GIS 的另一

实现技术ASP 是微软公司推出的动态网页技术 ,

它运行于服务器端 ,减轻了对客户端的要求 ,但安

全性不是很好。由于 ASP 是基于 ActiveX控件技

术提供给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开发组件 ,因此该

技术基本上是局限于微软的操作系统平台之上。

它的主要工作环境是微软的 IIS 应用程序结构 ,

又因ActiveX对象具有平台特性 ,所以ASP技术不

能很容易地实现在跨平台的Web 服务器上的工

作。另一方面 ,每当客户端请求 ASP 网页时 ,服

务器端都必须重新编译一次 ,在执行效率上略显

不足
[ 1]
。

1 　JSP/JavaBean 技术在 Web GIS

中的应用模型研究

1.1　JSP/JavaBean技术简介

JSP和 ASP 技术明显的不同点在于开发人员

对两者各自软件体系设计的深入了解的方式不

同。JSP技术基于平台和服务器的相互独立 ,输

入支持来自广泛的 、专门的各种工具包 ,服务器的

组件和数据库产品由开发商提供;而 ASP技术主

要依赖微软的技术支持。另外 , JSP 可以方便存

取可重用组件 JavaBean ,避免了重复劳动 ,提高了

效率 。

1.2　JSP/JavaBean在Web GIS中的应用模型

JSP规范提出了 JSP Model 1和 JSP Model 2两

种建立应用程序的方式 ,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处

理批量请求的位置不同 。如图 1所示 ,在Model 1

体系中 , JSP 页面独自响应请求并将处理结果返

回客户 ,所有的数据存取都是由 JavaBean来完成

的。

图 1　JSP 模型 1 体系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JSP Model 1

Model 2体系结构如图2所示 ,它是一种把 JSP

与 JavaServlet联合起来实现动态内容服务的方法。

它吸取了两种技术的优点 ,用 JSP 生成表达层的内

容 ,让 JavaServlet完成深层次的处理任务。这是一

种有代表性的方法 ,它清晰地分离了表达和内容 ,

明确了角色的定义以及开发者与网页设计者的分

工;而Model 1体系十分适合简单应用的需要 ,却不

能满足复杂的大型应用程序的实现[4] 。

解决国内Web GIS软件现状矛盾的理想办法

是合理使用 J2EE的多层分布式应用体系结构 ,根

据GIS应用程序的规模大小选取不同的 JSP设计

模式。对于小型的Web GIS 系统 , 采用基于 JSP

Model 1就能满足需要 ,而对于大中型海量数据库

的Web GIS系统 ,为了解决用户请求量过多造成

DOI :10.13203/j.whugis2003.05.027



图 2　JSP 模型 2体系结构

Fig.2　Structure of JSP Model 2

系统崩溃的问题 , JSP 、JavaBean 和 JavaServlet的联

合应用是最佳选择。笔者结合 JSP 的两种原始设

计模式 ,设计出如图 3所示的Web GIS 实现模型 。

图 3　Web GIS 实现模型

Fig.3　Web GIS Implementation Model

在该模型中 ,由客户端浏览器发出请求给Web

服务器(Apache/Tomcat 等),系统调用被 JSP引擎解

析生成并运行于服务器端的小应用程序 Servlet ,

Web服务器将用户请求送给相应的 Servlet ,Servlet

负责激活设定了相关属性的 JavaBean , 由 JavaBean

与数据库相连接 ,在服务器端进行数据的查询 、分

析 、检索等操作 。这时的 JavaBean可称之为数据处

理Bean ,它将取得的结果封装于属性中 , JSP 文件

不对数据进行任何处理 ,它只是调用 JavaBean的

API ,将其中的数据以 HTML 文件的格式表示出来

与用户进行交互。这样 ,每次 JSP 询问 JavaBean组

件属性时 , JavaBean动态处理一次 ,并由 JSP 将结果

传给客户端显示。

2　应用模型的实现

设某城市需实现餐饮业网上查询系统 ,用户

能根据地域范围或餐饮名称查询到合乎条件的餐

厅及其地理位置 。笔者采用了基于 JSP/ JavaBean

的设计模型 ,该系统只是中小型的面向局域网的

Web GIS试验系统 ,以Windows NT 为服务器平台 ,

Windows 2000或 NT 为客户机平台。实例开发时

以Windows 2000 为开发平台 ,选择 Apusic 作为

Web服务器 ,Oracle8i作为数据库。该系统支持一

定的授权用户对数据表的更新和普通用户的浏

览 、查询等功能 。

2.1　系统工作原理

该系统的工作原理如图 4所示 ,系统采用浏

览器/服务器结构模式 ,客户机和服务器之间以

TCP/IP 协议进行链接和数据通信。该 Web GIS

系统中 JSP应用程序置于Web 服务器端 ,当用户

请求 JSP 网页时 , JSP 程序将自动送给 JSP 引擎处

理 ,它将 JSP 程序中的 Java 脚本语言分离出来 ,并

处理生成 Servlet应用程序。若无语法错误 ,则编

译成 class 文件后 , 载入 Java VM (Java Virtual

Machine)中执行(这是 JSP 程序的惟一一次执行)。

当客户端有请求时 , JSP Engine 会同时为每一个请

求产生一个请求对象(Request)和响应对象

(Response)传入 Servlet的 _JSPService 方法 , JSP 调

用封装了访问 GIS 数据库 、撷取和提供内部属性

功能的 JavaBean , 将请求参数传给 Bean组件 ,由

Bean动态计算处理结果 ,将结果封装于 JavaBean属

性中。 JSP 通过 getProperty 方法取得相应的属性

值 ,以HTML文件形式表现其结果。客户端看到的

只是转换过的HTML文件 ,有效地隐藏了 JSP 源代

码 ,保证了安全性。另外 ,由于 JSP 不需要每次请

求都编译 ,速度有所提高。

图 4　基于 JSP/ JavaBean的Web GIS

Fig.4　Web GIS Based on JSP/ JavaBean

2.2　系统设计思想及功能

在设计系统时 ,考虑到要保证系统的实时更新

与安全性 ,系统建立了授权用户表单和酒店数据表

单 ,用户登录后根据密码验证它是否为授权用户 ,授

609　第 5期 刘春菊等:基于 JSP/ JavaBean 的Web GIS 实现技术



权用户可以向服务器端提出请求 ,更新自己的餐饮

业数据和地理位置数据 ,这样就可保证向消费用户

提供实时而准确的信息 ,提高了系统的实用价值。

为了最合理地将数据内容的查询与生成显示分离开

来 ,用户浏览时 ,系统在客户端自动下载装载了矢量

地图的 Java Applet ,实现城市地图的网上发布 ,用户

可以对地图执行放大 、缩小 、距离量测等功能操作;

系统用 JSP 和 JavaBean组件技术实现授权用户对酒

店餐饮数据的实时更新和消费用户的信息查询工

作。用户可以首先以餐饮类型或地域范围为条件进

行初步查询 ,再点击餐厅列表按钮 ,符合条件的餐厅

将出现在列表中 ,用户选中列表中的目标时 ,目标会

同时准确地在地图上闪烁显示。系统的数据内容管

理和生成显示区分严格 ,逻辑结构清晰严谨。具体

实现上述模型的Web GIS实例见图5。

图 5　Web GIS 实例图

Fig.5　An Instance of Web GIS

2.3　系统性能特点

该系统的主要特点如下:①数据内容实时更

新性 ,数据的生成和显示明确分离性;②数据查询

封装于 JavaBean中 ,系统有很好的安全性;③本系

统使用大量的 JavaBean组件技术 ,避免了重复劳

动 ,提高了执行效率;④系统实现了平台无关性 ,

应用程序更易维护和管理 。

3　结　语

本文对 JSP/ JavaBean技术以及Web GIS其他

实现技术进行了介绍 ,由于 JSP 使用 Java作为脚

本语言 ,具有跨平台性 , JSP 与 JavaBean 组件技术

相结合 ,为Web GIS 的开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实践证明 ,使用 JSP/ JavaBean技术不仅可以克服

纯Servlet技术效率低的缺点 ,还使Web GIS 系统

不受平台限制 。随着 J2EE 平台技术的成熟 ,

JSP/ JavaBean作为其组件技术之一 ,将在Web GIS

的系统实现技术中日益推广 ,成为 GIS 网络系统

卓越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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