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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空间数据标记语言的研究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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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ＸＭＬ的分布式空间数据建模及可视化表达的描述语言———分布式空间数据标记语

言（ＤＳＤＭＬ）；讨论了ＤＳＤＭＬ的应用框架、功能、语法规则，基于ＳＡＸ模型实现了ＤＳＤＭＬ的解析器，并在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和ＧｅｏＧｌｏｂｅ上进行了实验，实现了ＤＳＤＭＬ与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或ＧｅｏＧｌｏｂｅ的无缝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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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式环境下，数据模型和格式的差异严重阻

碍了数据的有效共享，其根本出路在于地理空间数

据在 Ｗｅｂ环境下的开放式表达
［１］，而ＸＭＬ作为一

种具有自描述特性并可语法验证的数据记录方式，

具有透明化数据格式差异的能力，因此，基于ＸＭＬ

的空间数据描述语言应运而生，如支持二维矢量图

形的ＳＶＧ 和 ＶＭＬ、地理信息标准语言 ＧＭＬ、

Ｇｏｏｇｌｅ公司的 ＫＭＬ等。从功能上说，ＳＶＧ 和

ＶＭＬ局限于二维领域，只针对普通的矢量数据，而

没有涉及地理信息领域的特殊定义和属性；ＧＭＬ

将地理信息内容与表现分离，过于复杂，普通用户

难以接受；ＫＭＬ介于一般和专业应用之间，不能满

足ＧＩＳ领域的最新需求。为了解决用户与网络

ＧＩＳ平台之间的互操作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在网

络ＧＩＳ平台上共享空间数据和操作的通用方法，基

于此方法，用户可以建模描述矢量、影像、三维模型

等空间数据，对空间数据进行分布式集成和管理，

构建个性化应用。另外，此方法与具体的ＧＩＳ平台

无关，可以实现与多种ＧＩＳ平台的集成（二维或三

维，ＰＣ平台或者移动终端），不同平台之间可以借

助此方法实现数据的共享和互操作。

１　犇犛犇犕犔的功能定义及应用体系

架构

１．１　功能定义

分布式空间数据标记语言（ｄｉｓｔｒｉｕｔ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ｍａｒｋｕ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ＤＳＤＭＬ）是 一 种 基 于

ＸＭＬ的分布式空间数据建模及可视化表现的描

述语言。首先，它为用户提供一种在网络ＧＩＳ平台

上共享数据和操作的手段，为二维或三维应用提供

底层支持，用户既可以通过ＤＳＤＭＬ描述多种空间

数据，甚至是分布式的空间数据集，又可以描述记

录一些三维ＧＩＳ所特有的漫游控制信息（如视点、

视角、飞行路径），从而对三维ＧＩＳ平台进行控制。

其次，作为一种轻量级的分布式数据集成方法，ＤＳ

ＤＭＬ直接为空间数据共享与互操作服务。根据对

ＤＳＤＭＬ的使用定位、功能要求和可能性进行分析，

设计ＤＳＤＭＬ的功能如下：① 地理标注功能，用图

标或标签在基础地理数据上标记地理位置，添加

ＨＴＭＬ描述，存储空间数据对应的属性信息。

② 空间数据描述功能，描述基于球面的点、线、多

边形等矢量数据信息，并对矢量数据表达所采用的

外观、样式等进行描述；对三维建筑物模型及纹理

数据进行描述；对栅格数据进行描述，包括影像（普

通影像、卫星照片或正射影像）、ＤＥＭ数据和多时

相覆盖数据。③ 漫游控制功能，记录三维场景控

制相关的视场信息，以折线段的形式存储飞行路

径。④ 分布式数据集成与描述功能，对分布在网

络上的ＤＳＤＭＬ格式的空间数据或者以 ＷＭＳ
［６］服

务形式存在的数据集进行描述。

１．２　应用体系架构

利用ＤＳＤＭＬ可以增强现有的网络 ＧＩ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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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二维或三维）的功能，主要包括进行地理标注，

加载展示 ＤＳＤＭＬ格式的空间数据，利用 ＤＳ

ＤＭＬ数据进行飞行、路径漫游、多时相信息展示、

分布式数据集成等。这些功能能够大大丰富ＧＩＳ

平台的内容，有力地支持用户的个性化应用。

ＤＳＤＭＬ应用构建于具体的网络 ＧＩＳ平台

上，它与相关的ＧＩＳ平台通过规范的接口进行交

互。图１表示了ＤＳＤＭＬ的应用体系架构，它由

应用层、ＧＩＳ平台、抽象接口和解析处理层四层组

成。解析处理层与具体的ＧＩＳ平台无关，对ＤＳ

ＤＭＬ文件进行解析或其他操作；抽象接口层包括

调用接口和回调接口，连接具体ＧＩＳ平台与解析

处理层，ＧＩＳ平台通过调用接口实现加载、保存和

创建ＤＳＤＭＬ文件，解析处理层通过回调接口实

现对具体ＧＩＳ平台的实际操作。

图１　ＤＳＤＭＬ的应用体系架构

Ｆｉｇ．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ＳＤＭ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　犇犛犇犕犔语法结构与规则

ＤＳＤＭＬ的语法定义采用ＸＭＬＳｃｈｅｍａ的形

式，继承于标准ＸＭＬ，在此基础上定义专用的数

据类型。其语法结构参考了 ＫＭＬ，专业功能设

计部分借鉴了ＧＭＬ。

图２反映了ＤＳＤＭＬ中元素的继承关系。其

中，虚线框内的元素是抽象元素，不在描述中出

现；Ｏｂｊｅｃｔ是所有元素的基类元素，只包含两个

属性：ｉｄ和ｇｌｏｂａｌｉｄ，分别表示局部和全局标识

名；Ｆｅａｔｕｒｅ是所有结构相关元素的父类元素；其

派生元素Ｐｌａｃｅｍａｒｋ表示一个基本的标注类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和 Ｏｖｅｒｌａｙ分别是容器节点和栅格数

据的父类元素；Ｇｅｏｍｅｔｒｙ及其派生元素用来描述

矢量数据；ＣｏｌｏｒＳｔｙｌｅ是所有空间数据显示样式

的父类元素；ＳｔｙｌｅＳｅｌｅｃｔｏｒ用来建立空间数据和

显示样式之间的联系；Ｔｉｍｅ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用来表示时

间信息。

图２　ＤＳＤＭＬ元素定义

Ｆｉｇ．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ＳＤＭ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２．１　空间数据描述

为了能同时服务于二维和三维ＧＩＳ平台，并

方便描述覆盖范围较大的地理数据，根据空间数

据的概念和组织特点，可以将空间数据分为空间

对象和场对象数据两类［７］分别进行描述。

２．１．１　空间对象数据

空间对象数据是指具有几何特征和离散特点

的地理要素，矢量数据、模型数据都属于要素数

据。在虚拟地球上表达空间对象数据，可以看作

是对虚拟地球的一种标注信息。这里的标注是广

义的标注，可以是抽象的点状符号，也可以是具体

的几何对象，如折线、多边形和建筑物模型。ＤＳ

ＤＭＬ支持对点、折线、多边形、组合要素和模型数

据的描述。

ＤＳＤＭＬ借助于当前的三维数据交换标准

ＣＯＬＬＡＤＡ 来 描 述 模 型 数 据。ＤＳＤＭＬ 定 义

Ｍｏｄｅｌ元素完成对模型数据的描述，该元素包含

模型的位置、姿态、比例系数等信息，链接ＣＯＬ

ＬＡＤＡ格式的模型数据。

与矢量地图相同，几何类型相同的要素可以

分属于不同的地物类，因此，必须对不同的地物类

进行区分，显示样式就起到了此作用。要素数据

的显示可以选择某种具体的样式，根据要素的不

同，可以有点、线、多边形等样式。另外，每个要素

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属性对话框（气泡提示）样式。

２．１．２　场对象数据

场对象数据即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变化的地理

对象，如覆盖一定地理范围的ＤＥＭ 数据、影像数

据等。ＤＳＤＭＬ 支持描述影像、ＧＲＩＤ 格式的

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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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Ｍ数据和多时相数据。影像数据需要具有一

定的地理参考信息（如ＤＯＭ，有精确的地理范围

信息），并可以相对于中心位置进行旋转，从而建

立与系统坐标的对应关系。对于ＤＥＭ 数据的描

述，ＤＳＤＭＬ采用外部链接ＢＩＬ格式的ＤＥＭ 数

据块的形式来表达，从而提高数据的存储效率。

多时相数据是在基础覆盖数据上的重点扩展，可

以反映某个时间范围内一个区域的变化，有很强

的应用性。

２．２　漫游控制描述

本文通过控制三维ＧＩＳ平台的“虚拟相机”

来实现场景漫游。某个特定视场主要与观察位置

和姿态有关，其他诸如视景体的大小、前后取景面

的距离等可以看作是常量，这里主要研究观察点

的位置、视线长度、方向角、视线倾角等信息，通过

它们 来 控 制 整 个 场 景。ＤＳＤＭＬ 通 过 定 义

ＬｏｏｋＡｔ元素来描述这些信息。

２．３　分布式集成描述

ＤＳＤＭＬ通过ＵＲＬ链接，能够把分布在网络

上的ＤＳＤＭＬ格式的空间数据整合起来，对数据

进行分布式组织。具体来说，就是能够链接本地

或远程的其他 ＤＳＤＭＬ格式数据，甚至 ＷＭＳ／

ＷＦＳ服务，形成一个分布式的ＤＳＤＭＬ数据源。

对于终端用户来说，具体空间数据的位置是透明

的。根据具体的应用情况，可以把分布式描述分

为两个层次：第一，对分布在不同位置的空间数据

文件进行集成；第二，对较大规模的空间数据集或

者服务进行集成。

图３表示了分布式集成的示意结构，ＤＳＤＭＬ

描述可以包含 ＷＭＳ／ＷＦＳ服务的请求信息，或

者是一个链接，指向另一个分布在其他位置（网络

或本地）上的ＤＳＤＭＬ文件。最终，所有的空间数

据或服务可以用一个ＤＳＤＭＬ文件来集中表示，

从而进行可视化或其他应用。

图３　分布式集成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３　犇犛犇犕犔解析器设计

数据解析在ＸＭＬ的应用中十分重要，解析

方法的好坏对于整个应用系统的效率有很大的影

响。目前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 ＸＭＬ 解析技

术［９］：文档对象模型（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ｍｏｄｅｌ，

ＤＯＭ）、用于 ＸＭＬ 的简单 ＡＰＩ（ｓｉｍｐｌｅＡＰＩｆｏｒ

ＸＭＬ，ＳＡＸ）、基于“拉”模式的解析（ＸＭＬｐｕｌｌ

ｐａｒｓｅｒ，ＸＰＰ）。

作为ＸＭＬ的子集，ＤＳＤＭＬ的解析与基本的

ＸＭＬ文件类似，但由于包含对空间数据的描述，

数据文件可能会很大，因此对解析效率要求较高。

经过比较，笔者认为ＳＡＸ模型比较适用于 ＤＳ

ＤＭＬ的文件解析。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ＳＡＸ模

型的ＤＳＤＭＬ高效解析框架。在此解析框架下，

可以比较容易地对ＤＳＤＭＬ的语法进行扩展。解

析过程中，也可以选择是否启用Ｓｃｈｅｍａ语法验

证功能。首先初始化程序环境，注册事件处理器

到ＳＡＸ 解析器，然后在解析 ＤＳＤＭＬ文件时，

ＳＡＸ解析器不断产生处理事件，内容处理器根据

标签内容的不同调用相应的自定义事件处理器，

这样最终将ＤＳＤＭＬ数据转换成内部格式，服务

于具体应用。如果涉及到网络上的资源，则通过

ＨＴＴＰ请求对应的资源。

４　犇犛犇犕犔应用

４．１　原型系统

ＧｅｏＧｌｏｂｅ是新一代的三维 ＧＩＳ平台软件，

采取客户端／服务器模式，除能够三维显示影像、

ＤＥＭ、矢量、模型和地名数据外，还集成了地名查

询、空间查询、空间分析等专业ＧＩＳ功能
［１０］。目

前，ＧｅｏＧｌｏｂｅ亟需一种支持加载用户数据和个性

化应用的方法和实现，ＤＳＤＭＬ则能大大弥补这

方面的不足。

ＧｅｏＧｌｏｂｅ＿ＤＳＤＭＬ基于 ＧｅｏＧｌｏｂｅ客户端

开发，图４表示系统运行的主界面。

图４　ＧｅｏＧｌｏｂｅ＿ＤＳＤＭＬ系统主界面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ＧｅｏＧｌｏｂｅ＿ＤＳＤＭＬＳｙｓｔｅｍ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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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应用展示

分布式集成是 ＤＳＤＭＬ 的特色，在集成

ＷＭＳ服 务 时，ＧｅｏＧｌｏｂｅ＿ＤＳＤＭＬ 能 够 支 持

ＷＭＳ服务请求的动态生成和调度，使之拥有类

似金字塔结构的调度模型，自动利用 ＷＭＳ服务

进行由粗到精的多级展示。图５展示了 Ｇｅｏ

Ｇｌｏｂｅ＿ＤＳＤＭＬ的分布式集成功能。图６展示了

汶川地震数据。图７表示将ＤＳＤＭＬ数据分别加

载到ＧｅｏＧｌｏｂｅ＿ＤＳＤＭＬ和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上。

图５　分布式集成功能展示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ｐｌａｙ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ｅａｔｕｒｅ

　　　
图６　汶川地震灾害发布

Ｆｉｇ．６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ｏｆ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图７　俄罗斯国界数据跨平台展示

Ｆｉｇ．７　Ｃｒｏｓｓ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Ｄｉｓｐｌａｙ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

５　结　语

分布式空间数据标记语言旨在为用户提供一

种在网络ＧＩＳ平台上共享空间数据和操作的途

径，从而能够在ＧＩＳ平台上添加、集成和表现复

杂多样的信息，以满足多种用户的应用需要。实

验表明，ＤＳＤＭＬ可以很方便地满足这些应用的

需要。下一步需要在数据动态更新、ＷＦＳ服务集

成和数据的可视化表达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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