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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软件重用和软件组件化角度出发，对组件化ＧＩＳ软件开发在组件划分、组件组织、组件组装过程中

的几种设计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工程应用实例，论证了设计模式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旨在使在ＧＩＳ研

究中注重设计模式的应用，使ＧＩＳ软件的开发更加规范化，从而提高ＧＩＳ软件的开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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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模式是在具体环境中处理问题的方法，

是记录设计知识的一种特殊方式，其目标是使那

些在特定环境中工作良好的设计得以在相似的环

境中被其他人再一次应用［１］。通过设计模式归纳

总结经过实践检验的设计经验，使普通的开发人

员也可以利用这些设计知识，针对特定任务设计

高质量的软件［２］。

组件化开发方法（ＣＢＤ）的基本思想是“分治

法”，强调将系统分解成可独立开发的松散耦合组

件，把软件开发理解为组件划分、组件设计与开发

及组件组装的过程［３，４］。组件化ＧＩＳ软件开发方

法要求对ＧＩＳ软件系统的人机接口、事件控制、

数据处理以及应用模型等进行组件化生产，形成

应用于不同层次上的功能组件。功能组件技术的

应用使ＧＩＳ软件在可靠性、重用性和可修改性等

非功能性问题上的支撑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目前，国内外出现了许多基于组件的系统分

析和设计方法，如Ｊａｃｏｂｓｏｎ的系统体系结构法、

基于 ＵＭＬ的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分析法等
［３］。这些方法

过分强调面向对象的概念或系统框架的思想，注

重组件关系的表达，但对组件的构造缺乏有效的

手段，实施性不强［３，５］。本文对组件化 ＧＩＳ软件

开发在功能组件划分、组件组织、组件组装过程中

的几种设计模式进行探索和研究，并通过工程应

用实例支持，论证了设计模式的有效性。

１　功能组件划分

功能组件划分是指按某一规则将系统划分成

若干相互独立的、具体的或抽象的功能组件的过

程［６］。功能组件按照各自的规则和策略进行事务

处理，目的是为了能够并行地进行分析、设计和实

现［５，６］。随着划分的深入，在功能和结构上形成

不同粒度的功能组件分层分级的特性。

１．１　基于层次模式的划分

沿用软件工程的方法，ＧＩＳ软件系统的功能

组件划分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式：① 从下到上方

式，从ＧＩＳ软件平台提供的基础组件出发，按一

定模式组装成新的功能组件，通过不断修改来达

到用户要求；② 从上到下的方式，从用户需求出

发，根据用户需要将系统划分成若干个抽象功能

组件，然后逐步细化。

在对功能组件分层分级特性进行研究的基础

上，本文将ＧＩＳ功能组件划分过程拓展到三个层

次：用户层、功能层、结构层。用户层从用户的角

度对系统提出功能需求，对功能需求分类后得到

对用户需求的功能域划分。满足以下条件的需求

应划分成独立的功能域：① 在多个功能域中同时

存在的需求；② 随时间、环境或用户的改变而变

更的需求；③ 通用性需求
［７］。功能层在功能域划

分的基础上考虑功能组件与ＧＩＳ软件平台提供

的基础组件库之间的协调，通过对功能域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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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元的聚合、合并与检验等过程来实现功能组

件的划分，从而确定功能组件的重用、创建、改造

的部署。结构层在功能层的基础上把功能层组件

的划分原则体现到结构设计上。结构层对功能层

组件的通信机制、数据模型、数据存储、控制策略、

运行模式等提供了技术实现支持。反过来，结构

设计中的制约和规定又可反映到功能层上，通过

反复协调达到相互之间的统一［７］。

１．２　基于过程模式的划分

功能组件的划分及合并自始至终贯穿于设计

的整个过程。组件化ＧＩＳ软件开发过程通常包

括６个阶段：① 需求分析；② 数据分析；③ 组件

粒度分析；④ 组件结构设计；⑤ 组件实现及测

试；⑥ 组件装配及测试
［３］。

需求阶段通过ＵＭＬ模型来建立系统的结构

模型和交互模型。数据分析阶段通过对空间数据

的存储、处理、转换、表现的分析确立空间数据组

件的封装逻辑，将系统控制流、空间数据流、工作

流、文档流以及事件流等利用中间件形式完成数

据需求和数据实现的分离，使应用组件不依赖于

数据的具体分布和存储形式。对空间数据多用户

同步处理的需求，在事务性组件和非事务性组件

之间建立组件重用和数据共享机制，从而减少组

件开发强度和复杂度。

组件粒度的控制受重用性、功能相关性、实现

相关性、装配／使用相关性、时间相关、信息相关等

多因素的影响［７］。粒度太大，则组件与实际运行

环境的耦合度大，重用性差；粒度太小，则组件数

目过多，造成组件组装过程繁杂，系统总体测试工

作量加大。二次封装模式和效率、组件实现策略、

已有功能组件与新建组件比例以及可靠性是判断

组件结构是否合理有效的依据。组件实现、装配、

测试过程关系到工程的进度，对组件划分主要考

虑组件实现与测试环境搭建和实施的难易度、组

件开发以及测试的效率、组件装配以及动态调整

能力。

２　功能组件组织

功能组件组织模式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 组

件与组件的关联模式，即组件之间采用何种模型

来描述组件之间的关联以及关联的内容和形式；

② 组件内部对象的组织模式，即组件内部对象协

同工作的方式。

２．１　基于授权模式的事件监听模型

在对空间数据进行操作和管理的过程中，界

面接口事件以及基础组件和专用组件产生的事件

在组件之间频繁传递。一项功能的完成需要多个

组件的事件响应。事件响应结果，将制约后续事

件传递和响应的进程。一个功能事件的响应过程

通常需要插入另一个功能事件的响应过程。对嵌

套事件的响应，可以是先进后出的堆栈模式，也可

以是跳跃的堆栈模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事件嵌套及响应图

Ｆｉｇ．１　 Ｎｅｓｔ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Ｅｖｅｎｔ

　　由于功能事件相互关系比较复杂，对它的控

制往往凭着开发人员的经验和细心。为了对功能

事件传递和响应进行规范化管理，笔者在ＧＩＳ软

件开发中采用基于授权模式的事件监听模型：事

件处理从一个事件源授权到一个或多个事件监听

者；功能组件或系统框架激发事件，事件监听组件

监听事件并将事件通知各授权组件；各组件通过

向事件监听组件进行注册从而成为合法的事件授

权组件；当某种类型的功能事件被激发时，那么监

听者接口中的适当方法将被调用。一个实际的空

间数据管理系统采用的事件监听模型如图２所

示。

图２　基于授权模式的事件监听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ｖｅｎｔ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

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功能事件监听组件根据功能事件的特点定义

事件响应的处理接口，执行组件实现响应接口的

任务。功能事件管理组件确保功能事件调用的连

续性，控制功能事件队列按步骤完成或局部中断。

同一个组件可以根据需要向多个类型的事件监听

组件进行注册，成为多类型事件的执行组件，如查

询组件可以对查询事件和编辑事件进行响应。监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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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模型不受具体编程模型的限制，能够在各类组

件模型环境下使用。

２．２　空间数据对象共享模式

ＧＩＳ软件管理的空间数据在处理和显示过程

中经常要进行坐标或投影等变换，在功能组件之

间进行多次流转。各功能组件在对空间数据的运

用上都有自己的处理和应用模式［８］。空间数据在

组件内部对象之间和组件内部对象与外部对象之

间的传递效率是影响系统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

大量空间对象的重复创建和销毁必然要耗费较多

的内存和计算时间。因此，在组件划分过程中找

出各功能组件在空间数据管理上的共性特征［８］，

减少空间数据对象创建和销毁的次数，达到最大

限度的空间数据对象共享。各专用组件在围绕应

用同一空间数据对象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进行各自

的应用及管理。空间数据对象共享模式如图３所

示。在图３中，某项应用需要利用组件犃、犅、犆来

完成，应用中各组件都需要利用对象犪所包含的

空间数据。非共享模式下，包含相同空间数据的

对象犫、犮被创建以满足组件犅、犆中对象对数据

的要求。共享模式下，组件犅、犆中对象直接利用

对象犪所包含的数据来完成某项应用。

图３　空间数据对象共享模式

Ｆｉｇ．３　Ｓｈａｒ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Ｏｂｊｅｃｔ

２．３　部件对象桥接模式

桥接模式将一个对象的抽象部分与它的实现

部分分离，使它们都可以独立地变化。当一个抽

象可能有多个实现时，通常用继承来协调它们。

抽象父类定义抽象接口，具体的子类用不同方式

加以实现。继承机制将抽象部分与其实现部分固

定在一起，使得难以对抽象部分和实现部分独立

地进行修改、扩充和重用［９，１０］。而桥接模式则通

过将接口和实现部分分离，提高了可扩充性，同时

还可以将实现细节对用户透明，如图４所示。

　　ＧＩＳ软件系统支持的异源异构型空间数据可

以是本地的、局域网络的以及分布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

数据类型多样。在应用过程中，需要对这些数据

图４　桥接模式结构图

Ｆｉｇ．４　Ｂｒｉｄ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

源的数据进行静态或动态转换，这就可能需要利

用到系统内其他组件对象，使组件对象之间的依

赖性增强。大多数设计只是在组件内部实现对象

的分离，但这一方面造成组件膨胀和复杂性增强，

任何数据支持的修改都需要对整个功能组件重新

编译；另一方面也造成软件重用困难［９］。采用桥

接模式，定义一个新的数据获取对象来进行数据

的获取，在组件内部存放该对象的一个实例。数

据获取对象通过定义的接口去获取数据，各专用

的数据存取组件则按照各自特有的数据格式完成

数据服务任务。在实现组件松散耦合的同时，达

到组件粒度减小，重用度提高的目的。一个实际

的数据存取对象桥接模式如图５所示。

图５　依据桥接模式实现的多源数据存取结构图

Ｆｉｇ．５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Ｂｒｉｄ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

３　基于构架的组件组装

构架是一种应用系统框架，应用系统开发人

员可以将构架加以定制从而形成不同的应用系

统［１１］。构架是比组件更大粒度的重用对象，由若

干个重用组件组成。每个组件对其组装和重用时

的外部环境都作了一定的假设，构架可以认为是

一种包容多个组件的外部环境，为组件提供了组

装和重用的上下文，能够沟通组件间相互作用的

关系，如进行数据交换、激活对方组件的操作等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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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２］。构架可以简化组件的组装［１１］。应用系统

的需求千变万化，构架作为创建该应用领域的重

用组件框定了功能需求和实现模板，从而规范了

组件装配［１３］。

对ＧＩＳ软件开发来说，构架设计模式的应用

可以适应用户需求不断变化的环境［１４］。构架设

计模式的思想还可以用在系统框架的搭建上，在

局部的组件组装上，由于功能相对单一，不需从整

体上来满足构架环境的全部要求，因而实现起来

相对简单。在一个输电线路维护管理的 ＧＩＳ项

目开发中，线路维护表单样式多，表单查询方式各

异，权限控制结构复杂，但用户对表单的操作模式

基本一致，具有很多类似的运行过程，如表单的拷

贝、粘贴、复制、打印、输入、输出等。运用构架模

式来组装表单组件，实现表单组件的重用、动态替

换和升级，在系统开发和运行中都表现出较好的

稳定性和灵活性，其运行效果和结构如图６所示。

４　应用实例

超高压输电线路数字化运行维护管理系统是

一个集二维、三维为一体的基于Ｏｒａｃｌｅ＋ＡＲＣＳ

ＤＥ运行的全组件组装的ＧＩＳ软件系统。系统涉

及的数据源包括ＳＤＥ矢量数据、ＳＨＰ、ＤＸＦ、网络

图６　表单构架运行及结构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图７　超高压输电线路维护管理系统功能部件划分示例

Ｆｉｇ．７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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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ＤＯＭ和ＤＥＭ、卫星影像数据、线路维护表单

以及多媒体数据等。设计和开发人员应用文中阐

述和提出的设计模式完成了对系统功能组件的划

分、设计、开发、组装及测试。根据需求可将系统

划分成二维域、三维域、表单文档域、业务流转控

制域，并以ＭａｐＯｂｊｅｃｔ２．０、ＶｒＭａｐ１．０、ＯＯ４Ｏ 等

为基础组件从功能实现和结构设计上完成系统功

能组件的划分。利用基于授权模式的事件监听模

型对显示、编辑、数据服务、文档控制等组件进行

组织，完成系统内部功能事件的通信和控制。对

数据服务组件运用共享和桥接模式，实现网络数

据和本地数据的动态切换，用户在进行三维浏览

的同时可以完成二维数据的编辑，并达到同步更

新。系统主要的功能组件划分如图７所示。

５　结　语

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开发过程中，归纳并应

用设计模式，可以较好地指导软件复用，提高软件

生产率［２，１５］。但在ＧＩＳ软件开发过程中，设计人

员对系统功能的理解、对基础组件的熟悉程度以

及后台空间数据的组织形式和服务模式等因素对

ＧＩＳ软件系统的组件划分和组件组织有很大影

响，特别是在如何处理用户功能需求频繁修改等

方面还没有比较完善的设计模式。需要指出的

是，ＧＩＳ软件开发中各阶段所涉及的设计模式，绝

非只是文中提到的几种设计模式。不同的应用领

域要根据各领域的应用特点和实际情况采用适当

的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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