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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深入到图元的细粒度控制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图元授权粒度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 ,在 RBAC 理论基

础上 ,对该控制做了全面而细致的设计。实践证明 , GIS 应用系统中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对具体工

作单位的运作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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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 应用系统对用户进行了标识和鉴别 ,对

空间数据具有灵活的分层技术 ,但根据业务和职

责的分工 ,对同一图层具有相同管理权限的不同

部门或者用户 ,各自对该层内部信息所拥有的控

制权限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应有不同的划分:广度

的区别体现在管辖区域范围的不同;深度的区别

体现在所管辖空间数据附属信息的不同。因此 ,

目前对空间数据所采取的粗粒度管理控制存在较

大的局限性 ,不仅系统的数据管理模式没能贴近

用户的实际操作方式 ,而且系统安全性难以保证。

在GIS中 ,用户访问空间数据通常是以图层 、区

域 、图元等作为划分标准 ,所以授权粒度相应地应

该选择图层 、区域 、图元等作为逻辑单位。因此 ,

在GIS应用系统中 ,对空间数据库进行更深层次

的数据粒度控制 ,即按照工作模式 ,根据不同用户

对图元进行授权粒度控制 ,显得十分必要。

1　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的
研究与实现

　　为满足GIS应用领域内由业务分工 、职责分

担而产生的对空间数据多样 、复杂的权限控制要

求 ,笔者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ole-based access

control ,RBAC)理论上 ,提出了针对 GIS 应用系统

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的思想。通过定义用户的角

色 ,对角色授权 ,确定角色对图层内图元要素的空

间信息及属性信息操作的控制叫作基于角色的图

元授权粒度控制。

1.1　图元授权粒度

图元授权粒度要从多方面考虑与综合控制 ,

授权粒度的复杂性如图 1所示。

图 1　图元授权粒度控制的复杂性

Fig.1　Complexities of Entities' Authorized

Granuality Control

1)控制者的等级性

控制者的等级性可以按照控制者身份划分为

单个用户级和用户组级(或部门级)。具体应用领

域管理模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图元控制者的等级 ,

对图元授权粒度控制有仅仅划分到部门的 ,也有

细致划分到不同部门下不同用户的控制等级 。

2)图元的连续性

为了方便对图元的控制 ,必须对各个图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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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逐个进行标识 ,为每个图元设置一个标识码 ,即

图元标识码。图元标识码应根据具体应用领域内

具体图层的实际情况和用户需求来制定 ,但要注

意的是 ,要保证图元标识码在整个图层区域范围

内惟一 ,且与图元一一对应 ,不允许出现一对多或

多对一的情况。

本文图元的连续性特指将转换为数值形式的

图层内所有图元标识码的值按照大小顺序将图元

重新排列(结果记作集合 A),授权给某一角色的图

元集合 B 中每个元素的相邻元素和集合 A 中的相

邻性如果能保持一致 ,则称为图元连续 ,否则称为

图元离散。如果标识码不能转换为数值型 ,也规定

图元为离散的。图元的连续性由实际应用领域的

管理模式 、具体图层的意义以及标识码来共同决

定 ,这种连续性的定义将为代码设计作铺垫。

3)控制的细致度

控制的细致度是针对数据安全性与工作人员

职责明确性来考虑的 。图元信息包含了空间信息

和属性信息 ,因此 ,图元控制相应地应细致到对属

性项的控制和对图形编辑方式的控制。可控属性

集是指被授予控制权限图元的那些可以被修改的

具体属性项所组成的集合。在必要时 ,可以对不

同的用户/用户组 , 设置他们所能修改的属性

信息 。

对图元的图形编辑方式可以分为修改或删

除。

1.2　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

1.2.1　总体结构

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由身份认证机

制 、图元授权粒度控制策略 、图元授权粒度控制机

制 、图元访问请求解释机制等安全服务控制 ,用户

/角色库 、角色访问权限库等访问控制信息库 ,以

及图形属性数据库等资源几部分构成。总体结构

如图 2所示 。

图 2　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总体结构

Fig.2　Role-based Geographic Entities' Authorized Granularity Control Structure

　　控制的流程和各部分功能分别为:①用户访

问系统资源前 ,首先由身份认证机制判断用户的

身份和角色 ,如果合法 ,则激活对应的角色;②以

激活角色向图元访问请求解释机制提出应用服务

访问请求 ,解释机制收到请求后 ,取出请求中的命

令并进行解释 ,将含义发送给图元授权粒度控制

机制;③图元授权粒度控制机制根据角色权限库

中的信息 ,决策出角色所请求的操作权限 ,并将结

果返回给解释机制;④解释机制根据决策结果判

断是否需要对资源进行操作 ,如果有权操作 ,则根

据角色发送的命令对图元进行对应操作 ,否则不

执行 ,最后将访问结果返回给用户 。

1.2.2　控制核心

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的核心实际上

是控制者角色的定义和授权粒度的选择 ,从控制

对象到授权粒度控制许可和对应图层间语义关系

的建立 ,再采用一定的方法对图元进行编码 ,得出

所希望控制结果的过程。因此 ,基于角色的图元

授权粒度控制应当考虑与计算机实现等有关的问

题 ,否则控制结果将无法应用 。

1)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策略

整个图元授权粒度控制的解决基础在于调研

阶段对用户方实际工作中对数据管理模式资料的

掌握情况。在这个前提基础上 ,根据需要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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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控制策略 ,该策略由用户/角色库 、角色权

限库和界面管理 3 部分组成 。用户/角色库的设

计和采用了 RBAC 的一般系统的用户/角色库设

计一致。图元授权粒度控制中所使用的角色权限

库特指在目前GIS应用系统已经广泛采用的权限

库的基础上 ,增加了根据角色的不同对图元进行

授权粒度控制的角色权限库 , 其实现流程如

图 3所示。

图 3　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的角色权限库的设计

Fig.3　Design of the Role Popdom Warehouse

　　设计流程为:①根据实际应用需求 ,分析空间

数据库中哪些图层需要进行图元授权粒度控制;

②对图层内的图元进行复杂性分析 ,并依照各个

控制要素以及相互联系将各种关系映射成数据库

的表结构 ,同时要注意与图层结构之间的相互关

联 ,建立起针对图元授权粒度控制的角色权限库。

设计好用户/角色库和角色权限库后 ,还需要

给管理员提供一个简单的角色和授权管理工具 ,

它包括管理界面的设计以及设置信息实现机制。

在管理员对用户的角色 、角色对图元的操作权限

进行设置后 ,设置信息实现机制就需要将对应信

息保存至用户/角色库 、角色权限库 。保存方式要

方便计算机软件系统对图元授权信息的获取 。

2)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机制

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机制可以通过

组件设计方式来实现 。控制流程如图 4所示。

图 4　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机制

Fig.4　Role-based Geographic Entities' Authorized Granularity Control Mechanism

　　当用户身份认证成功后 ,根据被激活的角色

及图元所属图层名称 ,到角色权限库中判断该角

色是否具有相应图层的操作权限 。如果没有权

限 ,则拒绝角色的操作请求 ,并通过请求机制向角

色反馈失败信息;如果有 ,则根据角色 、图元的标

识码名称及所属层名到角色权限库中获得标识码

值的可控制集 ,判断图元的标识值是否在可控制

集内 。如果不在 ,则反馈失败信息;反之则表示该

角色对该图元有授权 。再根据角色权限库中获得

的属性项集合 、控制方式 ,判断角色的请求是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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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果合法 ,则执行请求;否则拒绝请求。最后

通过图元授权粒度控制解释机制向角色反馈请求

信息 。

2　应用实例

笔者在超高压输电线路数字化运行维护管理

系统(OTLDMS)中 ,针对超高压局相关部门以及用

户在维护和管理输电线路层数据和杆塔层数据的

实际管理模式 ,对这两层的数据进行了基于角色

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 ,增强了OTLDMS的实用性。

其开发环境为 Windows 2000 、Oracle 、ArcSDE8.1 、

MapObject2.1 、VC 、VB。

在输电线路维护管理中 ,杆塔数据和输电线

路数据是相互关联的 ,不同线路拥有若干个不同

的杆塔 ,而不同用户根据所属部门的不同 ,其管辖

的线路也有相应的分工;同时 ,管理相同线路的用

户也可能管辖线路上不同路段间的相连杆塔 ,如

图5所示 。杆塔的属性信息包括明细信息 、修建

信息 、材料信息 、杆塔类型及绝缘子串等 。对线

图 5　线路数据和杆塔数据的职责分工示意图

Fig.5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of Data of Line and Tower

路 、杆塔具有相同管理权限的角色 ,还需要根据角

色所负责的属性信息进行细分 ,让不同角色管理

不同的属性数据 。

依照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方案解决

了超高压局相关部门提出的对线路和杆塔的管理

模式的要求 ,并取得了让用户满意的效果。

3　结　语

基于角色的图元授权粒度控制思想是针对

GIS在具体应用领域内的设计和控制的不足产生

的 ,它使GIS应用系统与领域内的实际工作模式

结合起来 ,将细致到图层内图元的授权粒度控制

方案融合到 RBAC 技术中 ,提出比较通用的设计

方案。实践证明 ,这种控制解决了不同角色的业

务分级 、职责分担而产生的对空间数据的多样复

杂的权限控制要求 ,达到符合应用领域内的工作

模式和规范的要求 ,增强了 GIS应用系统的实用

性 ,但对授权控制在图层联动与图元联动情况下

的考虑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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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design data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3D modeling methods of terrain , highway

and attached establishments ,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inear distributing feature of road , organizing and

managing road triangles and attribute data , by dynamic segmentation technology.To meet position and

location of attached establishments 3D model in 3D landscape , the traditional LRS is extended.Finally ,

an experiment system is developed , and the methods described above are exa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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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gives an analysis of several aspects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contro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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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f RBAC.Th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research of role-based geographic entities authorized

granularity control in GIS is really pract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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