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 第５期

２００９年５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４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３２１。

项目来源：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７ＡＡ１２Ｚ２０１）；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ＡＢＣ０１０）；国家“十一五”计划资

助项目（２００６ＢＡＢ１０Ｂ０３）。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６１１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犌犐犛符号的跨平台通用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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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利用虚拟机技术实现不同ＧＩＳ平台之间符号共享的方法。整个符号系统由符号虚拟机、

符号虚拟机挂接插件和符号设计工具３部分组成。符号虚拟机是专门执行符号化工作的机器，独立于具体的

ＧＩＳ平台，负责处理ＧＩＳ平台无关的符号化功能；符号虚拟机挂接插件用于实现ＧＩＳ平台与符号虚拟机之间

的挂接，使ＧＩＳ平台能够调用符号虚拟机的功能进行符号化；符号设计工具则用于生产符号，生产符号时只

面向符号虚拟机，不面向具体的ＧＩＳ平台，这样符号就可以在所有挂接了符号虚拟机的ＧＩＳ平台上通用并能

达到一致的表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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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ＩＳ中的地图符号分为程序符号和参数符号

两类。主流的ＧＩＳ平台一般都同时支持这两种

符号，但不同ＧＩＳ平台的参数符号的参数模型、

程序符号的开发接口及符号库的存储格式都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另外程序符号编译生成的目标代

码还依赖于特定的软硬件平台，导致ＧＩＳ平台之

间符号的共享非常困难。这给应用开发带来了不

便，一是相同的空间数据在不同的ＧＩＳ平台上表

现效果不一致；二是当用户更换 ＧＩＳ平台时，不

得不重新开发符号，导致严重的重复浪费。这已

成为ＧＩＳ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比

较好的解决方案。

本文利用虚拟机技术来实现符号的跨平台共

享。虚拟机是相对于真实计算机而言的一个概

念，它是一个模拟真实计算机软硬件环境工作的

软件系统［１］。虚拟机种类繁多，本文所指的是介

于硬件和编译程序之间的高级语言虚拟机。虚拟

机生成的代码与具体系统平台无关，所编写的程

序只需一次编译，就能到处运行，本文正是利用这

一特性实现符号共享的。基本原理是定义一个专

门进行符号化的虚拟机（简称为符号虚拟机），利

用符号虚拟机来屏蔽不同ＧＩＳ平台的差异性，生

产符号时，只面向符号虚拟机而不是具体的ＧＩＳ

平台，这样符号就能够在所有实现了符号虚拟机

的平台上通用。

１　符号虚拟机

针对虚拟机设计的符号本身是一种程序，符号

虚拟机是执行这种程序的机器，与宿主ＧＩＳ存在着

两方面的信息交互：① 宿主ＧＩＳ需要把空间数据

传给符号虚拟机；② 符号虚拟机需要把符号化的

结果反馈给宿主 ＧＩＳ。这种信息交互是通过符

号化数据接口和图形绘制接口完成的（见图１）。

图１　符号虚拟机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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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宿主ＧＩＳ要对空间数据进行符号化时，就会通

知符号虚拟机加载符号库，并通过符号化接口把

空间数据传给符号虚拟机，由虚拟机的执行引擎

执行被加载到内存中的符号指令进行符号化。如

果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绘图操作，执行引擎就会

通过图形绘制接口来回调ＧＩＳ软件的绘图函数，

从而将图形绘制到了ＧＩＳ软件的绘图设备上。

１）内存映像。在执行符号化时符号会被加

载到内存中，符号化过程中的相关信息也要存放

在内存中。为了存放这些信息，内存会被划分成

多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存放不同的信息，形成

特定的内存映像结构。图１中，关于符号虚拟机

内存映像结构的描述包括全局数据区、符号代码

区、堆栈区和绘图函数参数区。

２）执行引擎和指令集。相当于符号虚拟机的

ＣＰＵ，其行为由符号虚拟机指令集决定，它的功能

是解释执行指令。执行引擎的主体是一个循环，它

不断地获取指令并进行解释执行，直至程序结束。

符号虚拟机的指令按功能大致可以分为６

类：① 堆栈操作指令；② 算术运算指令；③ 关系

比较指令；④ 逻辑运算指令；⑤ 位运算指令；

⑥ 跳转和过程调用指令。

３）符号化接口。符号化接口是外部程序调

用符号虚拟机的接口，宿主ＧＩＳ软件就是通过该

接口来调用符号虚拟机的功能。它还是符号虚拟

机的输入接口，宿主ＧＩＳ的空间数据和符号配置

数据也通过该接口传递。

４）图形绘制接口。符号虚拟机本身并没有

绘图设备，它需要利用宿主ＧＩＳ的绘图设备来进

行绘图，而不同 ＧＩＳ平台的绘图设备存在差

异［２５］，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的图形绘制接口来屏

蔽这种差异。符号虚拟机通过该接口来调用宿主

ＧＩＳ绘图功能，该接口中的函数由虚拟机挂接插

件包装宿主ＧＩＳ的绘图功能实现，并在ＧＩＳ软件

初始化时以回调函数的方式注册给符号虚拟机，

在执行符号化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绘图操作时符

号虚拟机就会回调这些函数。

２　符号设计工具

本文实现的符号设计工具由符号编程语言、

符号编译器和符号集成开发环境３部分构成。符

号编程语言是一种专门用来编写符号的高级程序

设计语言，它的语法类似于Ｃ语言，并且提供了

相应的标准函数库，图形绘制接口中的函数就是

以标准库的形式提供给用户的；符号编译器是符

号编程语言的编译程序，它的功能是将符号编程

语言编写的源程序翻译成符号虚拟机上的目标代

码；符号集成开发环境是将各种工具集成起来形

成的方便符号开发的软件，它由一系列的工具组

成，包括编辑器、编译器、调试器、符号预览工具

等，用户可以直接利用它进行符号程序编辑。

图２是本文实现的符号设计工具，图２（ａ）是符号

集成开发环境，图２（ｂ）是符号预览工具。

图２　符号设计工具

Ｆｉｇ．２　ＳｙｍｂｏｌＤｅｓｉｇｎＴｏｏｌｓ

３　符号虚拟机的挂接

３．１　虚拟机挂接插件

虚拟机挂接插件是 ＧＩＳ平台和符号虚拟机

之间的枢纽，宿主ＧＩＳ平台通过它向虚拟机传递

数据，符号虚拟机通过它向宿主ＧＩＳ平台返回符

号化的结果。从功能上讲，它需要完成３方面的

工作：① 空间数据的转换，用于将宿主ＧＩＳ平台

的空间数据转换成符合符号化接口要求的形式；②

图形绘制接口的实现，通过包装宿主ＧＩＳ平台的绘

图功能实现图形绘制接口中的回调函数；③ 提供

相应的符号配置接口，方便符号的配置。实现挂接

插件有３种方法：① 修改宿主ＧＩＳ的源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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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接；② 修改宿主ＧＩＳ软件的可执行代码进行挂

接；③ 通过宿主ＧＩＳ提供的扩展机制进行挂接。

方法①需要ＧＩＳ软件厂商的合作，方法②则需采用

特殊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本文只讨论第３种方

法。虽然不同ＧＩＳ平台的符号虚拟机的挂接方

法存在差异，但其实现的方法基本一致，本文以

ＡｒｃＭａｐ为例来说明虚拟挂接插件的实现。

ＡｒｃＭａｐ为点、线、面符号分别提供了ＣＯＭ

形式的程序符号扩展接口［６］，按照这些接口实现

相应的点、线、面符号组件就可以扩展其符号。

ＡｒｃＭａｐ符号挂接插件的实现过程如下所示。

１）利用ＶｉｓｕａｌＣ＋＋创建一个ＡＴＬ工程，并

定义名为ＩＳｙｍｂｏｌＣｏｎｆｉｇ的ＣＯＭ 接口，该接口

用于选择符号库，设置符号的颜色、大小、角度等

属性。

２）包装ＡｒｃＭａｐ提供的绘图功能，实现符号

虚拟机所要求的图形绘制接口中的所有绘图函

数。

３）在工程中插入一个代表点符号的ＣＯＭ

组件，并实现ＩＳｙｍｂｏｌＣｏｎｆｉｇ中的方法。

４）实现ＩＳｙｍｂｏｌ接口的ＳｅｔｕｐＤＣ方法，在其

中进行绘图设备的初始化，并向符号虚拟机注册

步骤２）实现的图形绘制函数。

５）实现ＩＳｙｍｂｏｌ接口的Ｄｒａｗ方法，将空间

数据转换为符号虚拟机的符号化接口中的ｄｒａｗ

ＭａｒｋｅｒＳｙｍｂｏｌ所要求的形式；然后调用ｄｒａｗ

ＭａｒｋｅｒＳｙｍｂｏｌ进行符号绘制。

６）实现ＩＳｙｍｂｏｌ接口的ＲｅｓｅｔＤＣ方法，进行

相关绘图设备的清理工作。

７）为点符号组件实现ＩＭａｒｋｅｒＳｙｍｂｏｌ、ＩＰｅｒ

ｓｉｓｔ、ＩＣｌｏｎｅ等其他接口所需要的方法。至此，点

符号组件实现完成。

８）仿照步骤３）～７）实现线符号和面符号的

两个ＣＯＭ组件，并在各自的Ｄｒａｗ方法中分别调

用ｄｒａｗＬｉｎｅＳｙｍｂｏｌ和ｄｒａｗＦｉｌｌＳｙｍｂｏｌ进行符号

的绘制。

９）在工程中插入一个用于符号配置的ＣＯＭ

属性页组件，设计出相应的界面，实现其所需要的

接口，并通过调用步骤１）定义的ＩＳｙｍｂｏｌＣｏｎｆｉｇ

接口中的方法来修改相应的属性。

调试编译后，将生成的４个组件分别注册到

ＡｒｃＭａｐ预先定义的点、线、面符号和符号属性页

的组件类别中，就可以集成到ＡｒｃＭａｐ中使用了。

３．２　应用实例

ＡｒｃＭａｐ的虚拟机挂接插件能够在所有基于

ＡｒｃＯｂｊｅｃｔｓ和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开发的软件上通用。Ｍａ

ｐＯｂｊｅｃｔｓ、ＧｅｏＳｔａｒ、ＳｕｐｅｒＭａｐ也都提供了类似的

ＣＯＭ扩展接口
［７］，笔者已实现这些平台的虚拟机

挂接插件。另外，在笔者自主研发的嵌入式ＧＩＳ软

件平台ＧｅｏＰＷ上也采用了虚拟机符号化技术。图

３是采用相同的数据和虚拟机符号在两个不同ＧＩＳ

平台上运行的实例，图３（ａ）是在ＡｒｃＭａｐ上运行的

实例，图３（ｂ）是ＧｅｏＰＷ 在ＰｏｃｋｅｔＰＣ上运行的实

例，其符号化的结果完全一致。

图３　虚拟机符号技术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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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结果分析

符号绘制的速度是符号化中的一个关键因

素。为了测试符号的绘制速度，笔者利用 Ａｒｃ

Ｍａｐ提供的扩展接口实现了一个自定义的符号

渲染器［８］，该符号渲染器随机产生一些数据点，分

别用ＡｒｃＭａｐ９．０的内置符号和虚拟机符号进行

符号化，然后计算每秒钟能符号化的数据量。在

一台主频为２．４ＧＢＨｚＩｎｔｅｌ双核处理器、内存为

２Ｇ的ＰＣ机上，按点线面符号分类随机地生成数

据，用自定义符号渲染器进行符号化实验，每种类

型的符号进行１０００次实验，结果见表１。

实验数据表明，基于虚拟机技术的符号化要

稍微快些，但两者速度差别并不大。另外，在

ＡｒｃＭａｐ上将真实数据符号化后进行放大、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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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符号渲染试验数据

Ｔａｂ．１　ＴｅｓｔＤａｔａｏｆＳｙｍｂｏｌ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

符号的类型
每秒符号化的数据量（点的个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ＡｒｃＭａｐ内置点符号 ２２１７３ ２８２９１ ２５６８４

虚拟机点符号 ２２３５２ ２９７１３ ２５８９２

ＡｒｃＭａｐ内置线符号 １８６９３ ２４７５１ ２１３６５

虚拟机线符号 １７２５９ ２５１８５ ２１５８１

ＡｒｃＭａｐ内置面符号 １５９３７ ２３９６４ １８３５９

虚拟机面符号 １５３７９ ２４８４７ １８６９３

漫游等操作，发现两者也没有明显的速度区别，这

说明基于虚拟机技术的符号化效率是完全可以接

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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