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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Web GIS 空间数据的发布现状 , 根据 Oracle Spatial和 SVG 各自的特性 , 给出了一种应用

Spatial和 SVG 进行Web GIS 空间信息发布的方法 , 设计并实现了一个空间信息发布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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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Web GIS发布一般只提供文字信息和

图片显示信息 ,可实现有限的放大 、缩小以及漫游

操作 ,交互也只是通过查询属性数据来完成 ,无法

对图像中的内容进行操作 ,无法实现文字和图像

的一体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新

技术应用于空间信息的发布 ,实现更为方便的人

机交互工作 ,按图像内容进行检索 、处理成为其发

展的目标之一。实现多媒体功能的Web GIS 信息

发布 ,能够综合处理声音 、文字 、图像信息 ,并提供

形象 、丰富 、方便的交互性操作和完美的人机界

面 ,使GIS 技术能够进入人类生活和生产决策的

各个领域 。基于新技术的空间信息发布具有十分

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也是 GIS未来发展的重点

之一 。

1　数据模型分析与设计

在本研究中 ,空间数据采用层次组织方式 ,使

用地理空间数据对象概念模型 ,将地理空间数据

归结为空间实体 、图层 、地图 3个层次 ,即将现实

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地物层 ,每一层是相同或相似

的空间实体地物集 ,同区域的若干图层组成一幅

地图 。

1.1　数据存储方案设计

Oracle Spatial提供了存储和管理空间数据的

对象-关系型的数据模型(SDO_GEOMETRY),提供

了对点 、线 、多边形 、集合 、复合线 、复合多边形等

常用几何数据类型的支持 ,并在此基础上定义了

一系列的相关范围和空间关系查询的操作与功能

集合(空间对象关系运算函数和构造函数)。因

此 ,Oracle Spatial对于空间数据的发布和查询提供

了非常便利的功能。本研究将空间数据按空间实

体模型的层次方式进行存储 ,让 Oracle Spatial中

的一个二维表存储图层对象 ,多个表构成一张总

的地图 。在具体的表中 ,每一行是每个空间实体

的信息 ,前面的多列构成其属性信息 ,空间数据列

(SDO_GEOMETRY类型)存储其空间信息 。对于

同一区域的多个相关表 ,设置公共字段 ,以便在快

速显示某一区域时 ,直接用表的链接就可迅速查

找该区域的相关数据 ,这样就提高了效率 ,同时也

便于以后图形数据的修改 、更新。

1.2　SVG空间数据编码方案设计

SVG(scalable vector graphics)是基于XML 的一

个全新的标准开放的矢量图像和动画格式。SVG

不同于传统的二元(平面)图像和动画制作 ,它使

用简单的一元(文本)语句完成矢量图像 ,具有超

强交互性和超强显示效果等特点。SVG图像中的

文字独立于图像 ,适合对精度要求极高的地图进

行显示 ,并且可以编辑和查询地图中的文字 ,特别

适用于网络速度较慢情况下的地理信息网络发

布。SVG本身就定义了一些与图形相关的元素 ,

这些用来描述图形形状的元素可实现空间数据的

表达 ,如〈circle〉、〈line〉、〈polygon〉、〈rect〉、〈path〉、

〈metadata〉等 ,在工程应用中可直接使用 ,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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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行系统分类 ,较为分散 ,不适合 GIS 行业空

间数据的组织原则。笔者根据 GIS地理要素的特

点 ,采用层次组织方式 ,对 SVG提供的元素进行

适合地理行业的分类 ,以便对地理空间数据进行

描述与管理。将空间几何数据按空间实体模型来

进行组织 ,与空间数据存储时所采用的模型相一

致。例如 ,一个居民新社区的建筑图纸文档包含

表示每个房间的单独的 SVG文档 ,楼层文档则通

过组合房间的文档来获取 ,整个建筑的文档可以

通过合并楼层的文档进行创建 ,类似的建筑和楼

层可以通过在基本模板上进行较小的修改和注释

来描述 ,不同的建筑师同时设计园区的不同部分 ,

然后将所有的分段合并到一起 。这样 , SVG就能

够应用到很大的描述地理空间现象的项目中 ,这

个项目文档是建立在成千上万个单独的图片之上

的。

1)对于点状地物 , 首先用〈def〉元素或

〈symbol〉元素定义相应的点符 ,然后用〈use〉元素

引用相应的符号来进行表示。某些点状地物直接

用小面元如〈circle〉来表示 。

2)线状地物通过〈circle〉、〈line〉、〈polyline〉、

〈rect〉、〈ellipse〉、〈path〉等元素来表示 。

3)面状地物通过〈circle〉、〈line〉、〈polygon〉、

〈rect〉、〈ellipse〉、〈path〉表示 。

对于属性数据的编码 , 直接使用〈text〉或

〈textpath〉表达即可 , 因为 Oracle Spatial 实行一表

存储 ,因此 ,属性数据可直接通过 SQL 查询并写

入到SVG 文件中 。另外 ,对于地图中的注记 ,也

直接通过〈text〉或〈textpath〉表示。

对于图层对象 ,用元素〈g〉进行组合 ,用〈text〉

说明其属性信息 。地图对象包含地图名称以及所

包含的各图层对象两部分。因此 ,笔者采用这样

的方式:地图名称通过〈title〉元素进行表示;图层

对象是另外的文档 ,用嵌入方式组合在一起。

2　组件设计与实现

考虑到空间信息发布的复杂性和广泛性 ,因

此将此信息发布过程设计为组件方式 ,以提高软

件生产率 、系统可靠性 ,缩短软件系统开发周期和

减轻软件系统维护负担 ,而且还可以增强软件的

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

2.1　空间信息发布组件流程设计

空间数据的发布是 GIS 系统的基本功能之

一 ,而 SVG是一种很好的地图数据组织方式。空

间数据发布部件以中间件的形式存在 ,负责用户

和数据库之间的通信和数据流传递表达。本文

中 ,空间对象数据存储在 Oracle Spatial数据库中 ,

空间数据发布组件通过数据访问与数据库进行交

互 ,进行存取地理数据的操作 ,再将取出的空间数

据进行 SVG表达(包括属性数据的表达),并传递

给用户 。如果用户需要修改 SVG数据 ,可直接在

用户终端进行操作 ,再将修改后的数据提交给空

间数据发布组件 ,由组件实现更改后的数据在数

据库中的存储 。

在具体的GIS系统中 ,有各类应用需求 ,部件

只将接口暴露给需求的用户 ,接口的实现由内部

的对象模型完成。

2.2　功能设计

1)数据访问功能。在用户提出对 SVG的要

求时 ,也必须提供用户名与访问权限等信息 ,此信

息的获取由单独的函数来实现 。在得到必要的连

接信息后 ,组件利用这些信息实现与数据库的连

接。连接建立后 ,便提出数据请求 ,组件将 SQL

语句提交给数据库 ,然后由 DBMS 对 SQL 语句进

行解析 ,由空间数据的提供者 Oracle Spatial利用

强大的空间索引和空间对象关系运算函数查找数

据并交给组件 。其数据访问功能可以采用现在比

较流行的 OO4O 、OCI 或 OCCI 等方法。在程序实

现中 ,通过执行与对象相关的 SQL 语句 ,返回的

是关于对象的一个引用 ,通过获得一个对象的引

用 ,能够对应一个对象。操纵对象的属性 ,根据对

应关系判断点线面类型 ,然后进行转换 。

2)数据输出功能 。获取数据后 ,要将这些数

据进行分类解析 ,生成所需的 SVG 文件 。在解析

过程中 ,因为源数据是对象结构数据 ,按照 Spatial

和SVG支持的空间类型对应关系 ,根据几何对象

的SDO_GTYPE属性值判断其几何类型 ,决定选用

相应元素进行表达 ,将存储的坐标值写入 SVG元

素属性值 ,最终生成符合标准规范的 SVG 文件。

对解析后的数据进行 SVG 格式的输出 ,应答给用

户。对于高级交互功能 ,如用于缓冲区查询时的

高亮显示 ,通过插入脚本语言实现 SVG 中的对象

对外部事件的响应 ,如鼠标动作 、键盘动作等 ,实

现对自身或对其他物件 、图像的控制 ,制作交互式

的图像和动画 。在交互要求完成之后 ,部件还要

负责将相应资源释放 。

2.3　静态结构

为实现上述功能 ,设计如下的组件结构:

SVGRelease

Connection

GetConnec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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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ReadData()

WriteData()

ExportSVG()

ImportSVG()

Remove()

GetAddress()

GetName()

GetTime()

ReleaseResource()

GetConnectInfo()表示当用户提出数据要求

时 ,此函数用于获取如用户名 、使用权限等连接信

息;Connect()表示在得到正确连接信息后 ,实现与

数据库的连接 ,为获取数据作准备;ReadData()用

于从数据库中读数据;ExportSVG()根据用户要

求 ,输出 SVG文档;ReleaseResource()在交互完成

后 ,负责释放相应资源;ImportSVG()用于得到

SVG文档;WriteData()用于写数据到数据库中;

GetAddress()、GetName()、GetTime()用来获取其他

辅助信息 。

在此组件中 ,存储的空间数据到 SVG 对应元

素的转化过程比较重要和关键 ,这一功能主要由

ExportSVG()来完成 。例如 ,由于 SVG已经提供了

一些基本的图形元素 ,并且这些图形元素基本与

Oracle Spatial中的空间类型相一致 ,因此 ,几何数

据的描述可直接采用这些元素 ,两者之间的对应

与转换则需要自己来完成。在此过程中 ,最重要

的是将 SDO_GEOMETRY中的空间类型与 SVG中

的图形元素相对应 ,也就是存储与显示的转化关

系。然后可将存储的坐标值转化为 SVG对应元

素的属性值 ,并表达出来 。两者的对应关系如表

1所示。

表 1　对应关系表

Tab.1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SDO_GTYPE d001 d002 d003 d004 d005 d006 d007

对应类型 点 线 多边形 集合 多点 复合线 复合多边形

SVG 〈circle〉
〈line〉
〈path〉

〈polygon〉 〈g〉
〈circle〉
〈g〉

〈path〉 〈path〉

　　因而 ,在程序实现过程中 ,只需要逻辑判断选

择就可以选取相应的元素 ,实现其转化过程。

2.4　应用实例

笔者在Oracle中创建了一个二维表 ,存储一段

公路信息 ,前 4个字段分别用来存储属性信息 ,包

括公路名称 、所处地域名称 、长度 、数据录入时间;

最后一列为 Object ,用来存储空间信息 ,定义为

SDO_GEOMETRY 类型 。在 Oracle 中 , 用 insert into

命令插入属性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 ,其中 SDO_

GTYPE为 3002 ,表示此公路的几何类型为线状地

物。在组件中 ,先实现与数据库的连接 ,然后根据

SDO_GTYPE的值选择元素〈line〉。在生成 SVG文

件时 ,可采用多种方法 ,本组件采用常用的 FSO对

象模型中的 FileSystemObject和TextStream 对象来生

成SVG文件。具体实现如下。

1)创建FileSystemObject对象;

2)利用 FileSystemObject 对象和从数据库中

获取的空间数据创建 SVG 文件 ,并返回操作对象

TextStream;

3)根 据 逻辑 判断 的 对应 关 系 , 利用

TextStream的Write和WriteLine 方法 ,将具体的空

间对象属性值写入SVG 相应的元素值 ,最终生成

用户所需的文件;

4)操 作完成 后 , 执 行 Close 方法 关闭

TextStream对象 ,写好的文件提交给用户。

在Windows 2000、IIS 、Oracle 以及 VB 的环境

下 ,在具体的应用试验时 ,用ASP动态地创建网页 ,

进行数据的发布。此时 ,ASP 页面当作 COM 客户

端通过ASP 解释器间接地使用空间信息发布 COM

组件 ,调用组件生成的SVG文件 ,通过〈embed〉嵌入

文档中 ,进行空间信息的发布工作。

通过局域网的试验表明 ,组件可以实现预期

的目标 ,而且效率比传统方法有很大提高 。此方

案可应用于局域网或万维网的信息发布 。由于空

间数据的复杂性 ,在对复杂空间对象进行解析时 ,

速度较慢。虽然显示的速度不太理想 ,但是可以

通过增加网络带宽和提高服务器性能等方法来加

快显示速度。同时 ,该设计方案具有很好的伸缩

性 ,随着XML、SVG 和 Oracle 等技术的发展 ,可以

对组件进行进一步的优化 ,使之适应 GIS 信息发

布的变化要求 。

3　结　语

利用Oracle Spatial和 SVG进行空间数据的发

布 ,解决了传统方式中文字和图片分离的问题 ,真

正实现了存储与显示的一体化 ,并且还具有传统

Web GIS 所不具备的高级动态交互功能 ,使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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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内容进行检索 、编辑处理成为可能 。用这种方

式将使发布的内容更丰富 ,更有交互性 ,可以满足

各种用户的需求 ,使 GIS 能够进入人类生活和生

产决策的各个领域 ,同时使得开发更简单 ,实现更

容易。随着 SVG在 GIS技术中研究的不断深入 ,

SVG在地理空间数据的发布和共享中将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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