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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数据读取过程中的数据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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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限定内存申请量前提下的数据调度方法。该方法按照ＦＩＦＯ策略实现内外存数据按页面

交换，有效地解决了内存限定前提下大数据量地图数据的读取与显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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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现地图数据读取时，通常假设计算机内

存资源能够满足存放所读取地图数据的要求。对

于单幅地图数据的读取来说，通常能将数据全部

读到内存中。但对于诸如电子地图大范围无缝漫

游这一类需求，或者用户计算机配置较低，或者用

户同时运行了多个应用程序等情形来说，将数据

全部读入内存并不可取，有必要采用数据调度技

术来减少内存需求。数据缓存与调度是数据库系

统实现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之一，许多学者对此

进行了研究［１，２］。空间数据库是一种特殊的数据

库，文献［３，４］对空间数据库的页面替换策略进行

了分析。本文研究内存受限前提下地图数据读取

过程中的数据组织问题，旨在探索内存受限前提

下空间数据库与地理信息系统实现的途径，提出

按照ＦＩＦＯ策略
［５］实现内外存数据按页面交换，

解决矢量地图数据读取过程中的数据组织问题。

１　数据模型

为了便于实现对地图数据进行数据库管理和

用来进行空间分析，逻辑上将地图数据按地图图

层组织，若干具有相同空间参考系的地图图层组

成地图，若干地图组成地图文档。同样的图层数

据，可以采用多种样式展现给用户，因此，有必要

将图层的显示样式信息和几何、属性、拓扑等数据

分开组织。图层显示样式包含符号搭配、颜色表、

注记显示样式等信息；图层几何、属性、拓扑数据

包含属性字段信息、几何类型信息以及具体的属

性、几何、拓扑等数据，也称之为数据图层。地图

显示时，关联数据图层和图层显示样式，实现同样

数据图层多种风格显示。

数据图层存储几何、属性和拓扑数据，如果地

图文档包含多幅地图，每幅地图又包含多个地图

图层，且地图图层覆盖范围较大时，就不能确保几

何、属性和拓扑数据都存储到内存中，必须将一部

分暂时不用的经过组织的数据卸出内存，存放到

外部存储设备（通常是磁盘）中。存放到外部存储

设备中的数据是经过重新组织的，以便当需要再

次使用时能快速地将它们调入内存，且符合数据

图层内存组织结构要求。

数据调度过程对终端用户而言应该是透明

的，即用户感觉不到数据在内存与外部存储设备

之间的交换。这就要求数据交换的时间很短，以

致用户不能明显感觉到数据交换事件的发生。解

决的方法通常有两种：① 合理划分交换数据的

“粒度”；② 采用多线程技术在后台准备数据。本

文采取第一种方法。显然，以数据图层作为数据

交换单位“粒度”太大，数据换入（换出）内存时间

太长。宜采取将数据图层划分为更小的图层调度

页的方法，减少单次换入（换出）内存的数据量，相

应地减少换入（换出）的时间。

数据图层由若干图层调度页组成，数据交换

以图层调度页为单位。图层调度页可以按两种方

式定义：① 以占据固定大小的内存空间作为一图

层调度页；② 以容纳固定个数要素的内存空间作

为一图层调度页。为了更好地利用内存资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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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采用第二种方式来定义图层调度页。为了克

服不同图层调度页占用内存大小不同时可能导致

的内存操作，进一步提出内存调度页的概念。一

内存调度页是固定大小（通常为系统物理页面大

小）的一片内存区域，图层调度页由若干内存调度

页组成。图层调度页根据需要从内存池动态申请

内存调度页，当图层调度页要素较多时可申请多

页内存调度页，当要素较少时，也可仅申请一页内

存调度页。

２　数据调度器

２．１　数据调度器组成

数据调度器包含数据图层、内存池、图层调度

页管理器、图层调度页和内存调度页等对象（见图

１）。图层调度页管理器完成所有数据图层的图层

调度页对象的创建、管理与数据换入（换出）功能，

并实现ＦＩＦＯ算法，决定某个图层调度页应该换

入（换出）内存。内存池对象完成内存调度页对象

的创建和管理功能。数据调度器仅创建、维护和

使用一个图层调度页管理器对象和一个内存池对

象［６］；而数据图层对象、图层调度页对象和内存调

度页对象可以根据需要创建多个。图层调度页维

护要素数据的组织信息，负责在要素数据读取与

请求时，向内存池对象申请创建内存调度页，具体

实施本图层调度页数据换入（换出）功能。

２．２　数据存储结构

数据图层包含属性、几何、拓扑等类型数据，

这些数据按一定的数据结构存储在内存调度页对

象中，图层调度页只存储内存调度页的索引信息，

以方便要素数据的查找。内存调度页数据由内存

调度页描述信息、要素描述信息和属性几何拓扑

数据３部分组成。内存调度页描述信息主要记录

本内存调度页要素的标示Ｉｄ范围和要素个数；要

素描述信息记录要素的标示Ｉｄ、要素数据记录相

对于页头的偏移量以及要素数据占用空间等；要

素属性几何拓扑数据记录在除内存调度页描述信

息、要素描述信息区之外的数据区［７］。

采用该数据结构的优点是当插入要素数据时

不需要移动要素描述信息，仅需要判断数据区剩

余空间能否容纳下即将插入要素的属性、几何和

拓扑数据，如果容纳不下，则由图层调度页向内存

池申请分配新内存调度页。否则，如果将要素描

述信息紧随内存调度页描述信息存放，则每插入

要素时，均需要移动要素数据，以腾出空间来存储

要素描述信息。要素描述信息用于快速定位所需

的要素数据。内存调度页描述信息用于图层调度

页快速定位要素数据。

２．３　数据调度流程

每当数据图层开始装载数据或者数据装载完

毕，需要应用数据进行显示、分析等操作时，都可

能触发数据调度事件。数据装载时，首先创建图

层调度页，图层调度页向内存池申请一内存调度

页，当内存调度页空间使用殆尽时，就需要继续向

内存池申请内存调度页。该过程一直进行，必然

导致内存池的内存耗尽。这时，就需要请求图层

调度页管理器根据ＦＩＦＯ策略卸出一部分图层调

度页，以便腾出一部分内存调度页来存储未读入

数据。当然，卸出数据必须采取一定方法，以便需

要时快速载入。数据应用时触发数据调度事件是

因为需要使用的数据可能已经卸出内存，需要重

新载入，从而触发图层调度页的换入（换出）事件。

数据装载过程中的数据调度流程为：数据调度器

首先判断是否有可用内存调度页，如有，则判断该

内存调度页能否容纳下要素数据；否则，请求分配

新内存调度页。分配内存调度页可能因内存池内

存耗尽而失败，这时触发卸出图层调度页事件，释

放一部分内存后，重新分配内存调度页即可成功，

要素数据可继续读入内存进行组织。

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３．１　实验方案

实验的目的为：验证调度方案的可行性；测试

内存池空间大小不同时，图层调度页卸出到文件

系统的频率；内存调度页空间大小不同时的内存

利用率。

如图２所示，实验系统首先需要将矢量地图

数据按层读到临时内存中，经组织后存入内存池。

图中ＩＰｏ＿ＶｅｃｔｏｒＦｉｌｅＲｅａｄｅｒ接口负责读数据；ＩＰ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记录数据层字段信息，存储要素层

数据；ＩＰｏ＿Ｆｅａｔｕｒｅ记录要素的属性数据，且通过

关联ＩＰｏ＿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ＩＰｏ＿Ｔｏｐｏｌｏｇｙ记录要素的

几何和拓扑数据。

为了验证通过数据调度方式读取地图数据的

可行性，实验时，将地图数据按层读到ＩＰｏ＿Ｆｅａ

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对象中，通过它与图层调度页的关联关

系，将经图层调度页组织后的数据转存到系统内

存池或临时文件中，然后释放ＩＰ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

存储地图数据占有的内存空间。当要使用地图数

据时，再从内存池或临时文件中恢复矢量地图数

据到ＩＰｏ＿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ｌａｓｓ中进行显示或分析操作。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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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据调度器对象构成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ａｔａ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ｒ

图２　实验系统矢量数据读写程序接口设计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ｐＤａｔａ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Ｍｏｄｕｌｅ

实验时选择４幅１∶５００００矢量地图数据。

实验设备为台式计算机，配置为Ｐｅｎｔｉｕｍ４ＣＰＵ、

主频２．８ＧＨｚ、５１２ＭＢ内存、８０ＧＢ硬盘，安装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操作系统。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１）调度方案可行性分析。内存池大小设为４

ＭＢ，将１∶５００００矢量地图的居民地、交通和地

貌层（８５３１个要素，数据文件大小为６１３５ｋＢ）读

到系统中并简化显示，结果见图３，读数据期间进

行了５次数据卸载操作。实验结果表明，在内存

池开辟空间很小的情况下，系统仍能正常运行，该

数据调度方案可行。

图３　调度方案下居民地、交通和地貌层的简化显示

Ｆｉｇ．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ＤｉｓｐｌａｙｏｆＭａｐＬａｙｅｒｓＵｎｄｅｒ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矢量数据转存实验。内存调度页大小设

为１６ｋＢ，读入４幅１∶５００００矢量地图数据的居

民地、交通、水系和地貌层数据（５７６７３个要素，

数据文件大小为３０８５５ｋＢ）。从图４可见，随着

内存池空间的增大，页面卸出次数明显减少。

图４　图层调度

页卸出趋势

Ｆｉｇ．４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Ｔｒｅｎｄ

ｏｆＭａｐ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Ｐａｇｅ

　

图５　不同内存调度页

空间内存浪费趋势

Ｆｉｇ．５　Ｗａｓｔ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

Ｔｒｅｎ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ｍｏｒｙ

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ＰａｇｅＳｉｚｅｓ

３）不同内存调度页空间大小时的内存空间利

用率。将内存池空间设为６４ＭＢ，读入一幅１∶

５００００矢量地图的居民地、交通和水系数据，分

别统计内存调度页空间为４ｋＢ、８ｋＢ、１６ｋＢ和３２

ｋＢ时内存调度页空间的浪费情况（即１页内存调

度页未存储数据的剩余空间），结果见图５。从图

中可见，当仅加载居民地层时，因为数据量不大，

空间浪费量基本不变；随着加载交通和水系数据，

内存调度页空间增大，空间浪费量趋向减少。当

内存调度页空间为３２ｋＢ时，空间浪费趋势趋于

稳定，故系统选择３２ｋＢ大小内存调度页较合适。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一种限定内存申请量前提下的数据

调度方法。实验表明，提出的方法完全可行，即使

申请很小的内存空间，也能实现地图数据的读取

与显示。数据调度效率与内存池和内存调度页空

间大小相关，内存池空间大时，数据卸载事件发生

的频率降低，效率较高；内存调度页空间较小时，

内存浪费较严重，达到一定量后，内存的浪费率趋

于稳定。下一步有必要将ＦＩＦＯ策略与空间索引

技术相结合来设计数据调度方法，以提高内存的

使用效率，降低数据卸载事件发生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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