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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使用 RSS 技术对地图服务信息进行聚合的方法,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地图服务的 RSS 输出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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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地图服务开始朝着社会化、个性化的方

向发展。这种新型的地图服务创建模式巧妙地将

技术交给了大众, 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创造力量。

这种更多的以社会大众力量为基础的地图服务和

传统的电子地图有着显著的区别: 一是提供的地

图服务内容更专业、更细化,更加关注不同领域的

信息;二是数据的现势性更强,个人乃至整个社会

都能够为地图服务信息的更新提供数据。随着这

类地图服务网站的数目越来越多, 数据更新也越

来越快,如何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到用户自己

感兴趣的信息, 并保持对这些信息的关注,成为目

前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这需要能够在用户不依次

访问这些网站的情况下,将站点的地图服务信息

的更新情况反馈给用户。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问题 ) ) ) 地图服务信息的聚合。

1  RSS与信息聚合

RSS代表的是一种技术理念: 使用一种统一

的格式, 将新闻或者类似新闻的内容聚合起来。

不仅仅是新闻, 所有的能够被拆分为离散的、不连

续的项的信息内容都能够通过 RSS 聚合[ 1]。这

种离散的、迅速更新的信息,可以是某个重要站点

的新闻更新, 或者来自于某个 CVS(版本控制系

统)的最近的 checkin信息, 还有可能是来自于一

个 w iki系统的更新项。本文研究来自于地图服

务网站的不断更新的信息。

RSS 来源于 1999 年 Netscape 创建的 RSS

0. 90规范。到目前为止, RSS 包括了 RSS0. 90、

RSS0. 9X, RSS1. 0、RSS2. 0 乃至于 Atom 等格

式。准确地说, RSS是一种基于 XML 的 Web发

布和聚合格式
[ 3]
, 凡是遵循这种格式将自己的最

新更新信息提供 RSS 输出的网站都能被同样支

持这些标准的 RSS桌面客户端或者网络 RSS 程

序聚合得到。同时, 作为一种使用 XML 语言的

应用, RSS支持不同的名称空间, 这就给了 RSS

一种扩展能力,通过支持不同的名称空间对不同

类型的信息进行聚合。

RSS是一种形式上的推( push)技术,这种推

技术的实现,一方面网站要及时地更新 RSS输出

的内容; 另外一方面则需要各种称之为 RSS-a-

w are的软件来帮助用户定时地访问所订阅的各

种 RSS 输出, 将更新的信息取回来。从本质上

说, RSS技术将互联网上的内容提供商、最终用

户以及内容整合者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了

一种联合应用机制, 从而达成信息的快速传播。

RSS输出的最终形式称为 RSS Feed, Feed

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 XML 文件。在这个 XML

文件中定义了一系列的标签。channel标签表示

不同的频道, description 标签表示信息的摘要描

述, link标签表示信息所在的 URL, image标签表

示图像所在的地址。Web 内容整合者可以通过

这些标签大量地在网络上搜索并整合这些 Feed,

而普通用户也能够通过访问这些 Feed, 很快地知

道自己感兴趣站点的更新信息, 从而节省查找信

息的时间,提高获得有用信息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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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图服务信息的聚合

2. 1  地图服务信息聚合的现实需求

地图服务就是在互联网上以地图的形式提供

信息服务,让用户能够通过地图,直观地找到信息

相关的位置。目前国内的地图服务主要集中在城

市地图公众服务如公交换乘、公共设施(如政府、

银行、学校等)的查询上。由于数据的来源问题,

进入地图服务的门槛比较高。地图服务数据需要

采集大量的基础数据,因此更新比较缓慢,更新后

用户也无法得知这些数据的更新情况。

近期, Goog le、Yahoo 和微软等 IT 界巨头都

推出了自己的地图服务。与此同时, 也开放了他

们地图服务的 API。这些 API的出现, 使得地图

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基础数据的门槛由于

API 的开放而不再存在,使得地图服务向着个性

化方向发展。这些地图服务信息更加细致深入地

满足了人们多方面的需求。个性化、多样化、更新

迅速的地图服务同时也带来了这样的问题:当人

们所关注的地图服务站点越来越多时, 地图服务

网站的更新信息如何传送给用户? 因为目前的地

图服务网站并没有提供将地图更新的内容通知给

用户的功能,因而用户可能要逐个访问数十个网

站来确定他们所关心的信息是否有更新,当用户

所关注的站点较多时, 每天查看更新就会成为用

户的一大负担。

2. 2  运用 RSS来聚合地图服务信息

显然,地图服务信息也需要聚合,也需要以一

种机制让其服务的用户能够及时地了解其所感兴

趣的地区范围内的地图服务信息的更新状况。本

文提出使用 RSS 这种通用的信息聚合工具来作

为地图服务信息的聚合途径, 使得被服务用户能

够通过使用常见的 RSS-aw are 软件, 来订阅地图

服务信息的 RSS Feed。

把 RSS作为地图服务信息聚合手段基于以

下原因。

1) 地图服务信息虽然比较特殊, 但它也是一

种离散化的信息。它的更新项, 也可以被离散化

地表示为点、线、面的更新情况(就目前的地图服

务的现状来看, 点和线的情况更多一些) ,这些离

散化的信息自然而然地具有了 item 的属性, 每个

item 代表一个地图服务信息的更新, 很容易被

RSS规范规定的对信息描述的框架所应用,而且

RSS的可扩展性也允许设计出表达地理信息所

必需的标签项, 用扩展的、能够表达空间信息的

RSS Feed对地图服务信息进行描述。目前, W3C

的 RDF 开发小组已经结合 OGC 地理信息描述

标准,给出了地理信息在 RSS 中的描述方法[ 6]。

通过将这些名称空间引入到地图服务信息聚合的

RSS Feed中, 就能够更好地描述地理信息, 实现

地理信息的聚合。

2) RSS作为一种事实上的信息聚合技术,已

经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 每天都有大量的 RSS

Feed被发布、更新、检索、访问, 基于 Web 和基于

桌面客户端的 RSS信息聚合工具也已经有了广

大的用户群,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地图服务

的 RSS聚合也能够随即得到推广和应用。

3) 基于 XML 格式的特性使得 RSS 技术所

表达的信息能够在不同的移动设备上实现聚合,

而不仅仅局限于在 PC浏览器上。聚合信息的内

容也不仅限于文本, 图像、音频甚至视频文件都能

够通过 RSS 技术进行聚合, 这使得 RSS 聚合地

图信息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

与常见的 RSS 信息聚合不一样,地图服务信

息的 RSS聚合有以下特点。

1) 这种聚合通常和一定区域范围相关, 即用

户一般只会对一定范围内的地图服务信息更新感

兴趣,而且,这个范围比较随机。

2) 由于地图服务信息 RSS聚合的空间范围

的随机性,使得地图服务的 RSS Feed 必须是动

态的,能够随着用户在空间和属性上的双重要求

动态地生成, 需要在客户端检测 RSS Feed 是否

更新时从数据库中实时读取所需要的地理空间信

息来自动地生成 RSS Feed。

3) 地图服务信息的 RSS Feed 的输出, 不应

该仅仅是更新信息以及随后的更新项的超链接,

而且还需要提供这些更新信息所在的具体位置。

这可以通过在 RSS规范外再引用专门的名称空

间对 RSS进行扩展,使其具备描述地理空间信息

的能力。

4) 由于地图服务不仅仅是有关空间数据的

描述,还会根据不同的应用领域产生不同的属性

数据方面的描述需求。这意味着对于不同的应用

领域,如建筑、管线、房地产、旅游、林业、农业、商

业领域等,都要有其特定的描述框架来描述该专

业领域下的地图服务信息,能够通过这些描述框

架对不同的专业领域下的专题地图进行描述。

RSS技术的基于 XML 的特性在对不同的专题地

图的描述方面有较大的优势。

2. 3  地图信息的 RSS聚合技术路线

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地图服务来讲,要实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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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信息的聚合, 并将聚合的信息通过 RSS- aw are

软件通知给不同的用户,让用户了解到他们所关

注的空间范围和其他条件下地图信息的更新情

况,从而使得用户的信息搜索行为变成信息订阅

行为,定时地了解自己所关注的空间范围和属性

条件下的信息的更新情况。在基于 WebGIS 的技

术基础上,记录用户的查询条件,包括空间查询条

件和属性查询条件,当 RSS-aware软件定时访问地

图服务时,根据系统记录的该用户的查询条件查询

出新的符合条件的记录后,将这些记录以 RSS规

范格式输出给RSS-aware软件, 由 RSS-aw are软件

对其进行解析,并进行 XSLT 格式转换,转成用户

最容易理解的格式显示在桌面上。

图 1  地图服务信息聚合

F ig . 1  Syndicat ion of Map Serv ice Info rmation

如图 1所示,用户通过浏览器来访问地图服

务所在的Web服务器,根据用户本身的需求订阅

自己感兴趣的地图搜索结果。然后客户端会自动

地每隔一段时间访问一次Web服务器,这个时间

通常会比较短,约为 5~ 10 min/次,以做到信息的

及时反馈,同时不会带给服务端太大的压力。每一

次Web服务器都会根据用户信息找到用户所订阅

的空间和属性查询条件,并将这些查询条件提交到

后台的 GIS应用服务器,实时地从空间数据库查询

出结果来,并将其与上次的查询结果进行比对,如

果产生了更新项的话, 就将其更新项输出为 RSS

格式的数据,发送到客户端显示出来。

3  实  验

笔者运用 SUN 公司提供的一个基于 JAVA

标签库技术的 RSS 开发包 RSSUT ILS, 并结合

Google M aps 提供的 Maps API, 引用W3C组织

的 GEOWSG84-POS 作为描述地理空间信息的

名称空间,在发布了自己的地图服务的基础上实

现了 RSS 的动态输出。并运用一个 RSS阅读器

实现了 RSS Feed的更新。

这个实例作为一个地图留言服务,可以发布

在网上,信息发布者可以是所有能够访问到这个

地图服务站点的用户, 他们在留言的同时也可以

标注出自己所在的位置。而信息订阅者则可以通

过经纬度范围、地名、日期、留言者性别等条件的

设置,来订阅地图查询的 RSS 输出结果。这个订

阅可以被桌面的 RSS 阅读器或者网络上的 RSS

聚合网站中的 RSS 聚合程序所关注,得到更新的

留言者所在的坐标位置,以及这项更新所在地理

位置的缩略图。

4  结  语

RSS是一个 XML 应用标准, 它代表的是一

种数据交换的思想, 即整个网络世界通过 RSS标

准实现信息的快速聚合。RSS 技术的机制使得

互联网上的信息流能够在内容提供者和受众之间

更加有效率地流动, 使得用户能够更及时有效地

接受信息。目前,地图服务正以快速灵活的方式,

给社会用户提供着以个性化、多样化为主要特征

的信息服务。笔者对地图服务信息的聚合进行了

初步的探讨,对于如何更好地在 RSS中对空间信

息进行描述,如何更好地生成、定制、查询、搜索相

关的 RSS Feed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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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robability alg orithm based on the envelop points of the equivalent probability

density error model( marked as T epdem) is put fo rw ar d, then the pr obability alg orithm based

on the normal plane of the random line segment is compar ed w ith the former. A case study is

conducted and the results ar e visualized and analyzed. It is discovered that T epdem and its

cor responding boundar y envelop as w ell as the probability calculat ion value are same under

bo th of the probability algor ithms, and the former is suitable for the random linear segment

w hile the lat ter is more general for the pr obability calculat ion of the linear ent ity in vecto r

GIS.

Key words: GIS; random line segment ; probobility; alg orithm; er ro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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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current developing t rend of map service is analyzed, the method of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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