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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数据模型和程序员角度分析了数据互操作的过程，提出了一种获取机制下的地理空间数据互操作

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软件读取ＥＳＲＩ的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文件中的矢量地理空间数据。此方法接口

简单，可以弥补ＯＧＣ自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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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实现方式，可将地理空间数据互操作的方

法分为３种：数据格式转换、直接访问和公共接口

访问。由于数据格式转换和直接访问模式存在许

多缺陷，因此公共接口访问模式正成为目前研究

的主要方向。本文针对公共接口访问模式的

ＯＧＣ互操作规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获取

机制下的地理空间数据互操作方法。

１　地理空间数据互操作的困境

目前，许多学者针对地理空间数据互操作进

行了研究［１６］，但多数均以ＯＧＣ互操作规范为基

础或在网络环境下研究数据互操作问题［３６］。分

析由ＯＧＣ制定的互操作规范，其难以实施的原

因除规范不完善、影响 ＧＩＳ软件商利益外
［７］，一

个重要原因是它并未从实质上解决地理数据互操

作的问题。互操作本身应该是与平台环境无关

的，否则难以真正实现互操作。ＯＧＣ制定互操作

规范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网络环境下地理数据异构

的问题，而数据异构是不依赖于网络而存在的，即

在单机情况下就存在数据异构问题。ＯＧＣ现行

制定的互操作规范将数据异构转嫁给网络，必须

架设一个支持某种数据格式的服务端，这并未从

根本上解决数据互操作问题。

现假设在网络中需要共享ＭａｐＧＩＳ格式的数

据，数据服务软件为实现了 ＯＧＣ互操作规范的

ＡｒｃＩＭＳ。由于 ＡｒｃＩＭＳ不支持 ＭａｐＧＩＳ数据格

式，无法为实现了 ＯＧＣ规范但不支持 ＭａｐＧＩＳ

数据格式的 ＧＩＳ客户端提供数据服务。如在一

台同时安装有实现了ＯＧＣ互操作规范的ＡｒｃＧＩＳ

和 ＭａｐＩｎｆｏ软件的计算机上，如果数据为ＥＳＲＩ

的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格式，ＭａｐＩｎｆｏ仍无法通过 ＯＧＣ的

互操作规范对数据进行处理。在上述两种情况

下，ＯＧＣ的互操作规范无法解决数据异构问题。

究其原因，ＯＧＣ互操作规范只为地理数据共享提

供了标准，支持规范的数据服务软件对外部数据

共享具有统一服务接口，但因其本身支持的数据

格式有限，无法为客户端提供更多格式的数据服

务。目前能弥补该缺陷的一个商业软件是Ｓａｆｅ

软件公司的ＦＭＥ，它不仅自身支持多数ＧＩＳ数据

格式，而且支持格式扩展。ＦＭＥ 还为 ＥＳＲＩ、

ＭａｐＩｎｆｏ、Ａｕｔｏｄｅｓｋ、Ｏｒａｃｌｅ等主流空间信息产品

商提供了互操作解决方案。ＦＭＥ使用 ＯＧＣ提

出的语义互操作概念，通过定义两种数据格式之

间的语义映射文件实现互操作，最大程度地减少

信息的损失，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将编写语义文件

这种复杂的任务交给了终端使用人员，这在一定

程度上带来了不便。

２　数据互操作过程

完整的数据互操作应包括数据的存取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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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传统的格式转换和直接读取方式只实现

了对数据的存取，公共接口访问方式则包含了对

数据的处理。本文将从数据模型和程序员两方面

来分析数据互操作的过程。

从数据模型方面看，互操作实质上是数据物

理模型与逻辑模型相互转换的过程。数据模型从

上至下包含概念数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和物理

数据模型３个层次，数据互操作发生在逻辑模型

和物理模型之间。软件加载数据是建立逻辑模型

的过程，存储数据则是建立物理模型的过程。图

１为数据互操作３种实现方式的示意图，数据文

件犃、犅分别是软件犃、犅的专有数据存储格式，

且未实现互操作前，软件犃、犅均不支持对方数据

格式，转换软件犆可将数据文件犃 转换为数据文

件犅，服务软件犪支持发布数据文件犃，并实现了

ＯＧＣ互操作规范，软件犅同样实现了ＯＧＣ互操

作规范。当软件犅读取数据文件犃 时，在格式转

换模式下，转换软件犆直接从文件犃 中读取数

据，并按文件犅的格式存储，软件犅再对数据文

件犅 进行操作。直接读取模式下，软件犅可直读

取数据文件犃；公共接口模式下，支持数据文件犃

的服务软件犪为软件犅 提供操作接口，软件犅通

过服务软件犪读取数据文件犃。

图１　数据互操作模型转换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从程序员角度看，数据互操作即在重构逻辑

模型的同时，用从文件中读取的数据填充模型中

对象的属性值。当数据文件的存储模型与软件的

逻辑模型一致时，文件顺序读取，不需要程序员进

行模型映射；当模型不一致时，即在互操作的情况

下，文件的读取是以在软件中建立逻辑模型的顺

序来随机读取的，此时需要程序员在两个不同的

逻辑数据模型之间进行映射。当软件犅 从专有

格式文件犃 中读取数据时，在直接读取和格式转

换两种模式下，数据模型犅与数据模型犃 的映射

均在同一程序员大脑中完成；在公共接口访问模

式下，对数据格式犃与犅 的理解分工给两个不同

的程序员，此时需要两个程序员分别完成数据模

型犃、犅与公共接口模型之间的映射，数据互操作

成为数据服务与数据获取的过程。

３　获取机制下的地理空间数据互操

作方法

　　获取机制下的地理数据互操作是利用统一的

数据获取接口，整合数据服务功能，并通过数据获

取路径获取任意格式地理数据的一种互操作方

法。该方法主要解决数据互操作的数据获取问

题。无论上述哪种互操作模式，归结到编写软件

犅的程序员时需要做同一工作，即根据建立数据

模型犅所需要的数据直接或间接从数据文件犃

中获取数据。

３．１　获取的概念

获取一词取自 Ｗｅｂ服务器软件Ｚｏｐｅ中的一

个关键概念，它描述了Ｚｏｐｅ中一个对象如何从另

一对象中获取数据以及一个Ｚｏｐｅ服务器上对象

层次结构是如何建立的［８］。本文借用此概念表示

数据获取方法，即客户模块可以根据提供的数据

路径从服务模块中获取需要的数据，无论数据内

部结构如何组织。

Ｚｏｐｅ中的所有对象均以包含方式组织，类似

于文件系统中的树状文件夹结构。通过获取方

法，可以从某一Ｚｏｐｅ对象中调用其他任何类型的

对象，具体的对象由Ｚｏｐｅ来查找。即当通过对象

名称来调用一个对象时，Ｚｏｐｅ将沿着获取路径查

找给定名称的对象，并直接调用第一个查找到的

对象。所谓获取路径，是从开始调用的对象至根

对象这段路径。

３．２　获取机制下的互操作原理

Ｚｏｐｅ的这种获取机制值得数据互操作借鉴。

整个Ｚｏｐｅ系统由多个层次结构对象组成，对象之

间方法的调用是通过获取路径来查找对象的。如

果将整个系统看作一个地理空间数据模型，则数

据模型中所有的数据项均有惟一的路径与之对

应，那么通过这个路径即可获取该数据项，从而可

以实现对整个数据模型的分解，并最终获取重建

数据模型需要的所有数据。

为便于分析与理解，本文将专有数据格式对

应的软件称为数据格式服务方。数据格式服务方

对自身的数据格式具有完全、合法解释能力，提供

具有数据获取接口的格式读取模块，并发布一个

数据获取路径文件。与该数据格式进行互操作的

任何软件称为数据格式客户方。获取机制下的数

据互操作过程为：数据格式客户方在数据格式服

务方发布的路径文件中查找构建自身数据模型需

５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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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数据项路径，并以此路径为参数向数据格式

读取模块请求相应的数据；数据格式读取模块首

先通过路径查找自身逻辑数据模型中对应的对

象，然后从数据文件中提取该对象的属性值，并返

回给数据格式客户方。这一过程循环直到数据格

式客户方完全重建数据模型为止（图２）。

图２　获取机制下的互操作过程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这种方式类似于通过 ＨＴＴＰ协议通信的

Ｗｅｂ浏览器与 Ｗｅｂ服务器之间的互操作。ＨＴ

ＴＰ协议为 Ｗｅｂ系统提供了较好的互操作规范，

为不同的网络应用程序提供了简便统一的访问与

服务接口。Ｗｅｂ数据的层次结构组织方式与统

一资源定位符（ｕｎｉｆｏｒ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ｔｏｒ，ＵＲＬ）

方式的数据访问途径相结合，每个数据项都有至

少一个ＵＲＬ与其相对应，即通过ＵＲＬ就可以访

问该数据项。另外，Ｗｅｂ的层次结构与ＧＩＳ的层

次数据结构异常相似。如果将一种 ＧＩＳ数据格

式的文件或数据库看作整个 Ｗｅｂ服务器的后台

数据，为数据格式中的每个数据项惟一指定一个

类似ＵＲＬ的访问路径，通过这个路径即可获取

文件或数据库中的数据。由于采用了统一接口模

式，客户端只需要通过路径获取数据，不必关心服

务端数据如何组织、采用何种存储格式；而服务端

只需要将每项数据映射到相应的路径上，当客户

端请求该路径时，返回相应的值即可。不同的是，

这种方式将客户端与服务端整合在一起，使得互

操作过程不依赖于网络而得以实现。如图３所

示，实施了数据互操作的ＧＩＳ系统整合了多种数

据格式模块，可通过统一的获取接口对不同格式

的数据同时或分别进行处理。

３．３　获取机制下的互操作方法实施

互操作本身是一个开放行为，需要各方的协

作与努力。因此，在获取机制下的数据互操作方

法的实施过程中，应该至少满足几个条件。

图３　实施数据互操作的ＧＩＳ系统结构

Ｆｉｇ．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数据格式服务方对各自发布的数据格式

具有最完全的解释能力，因此对数据格式进行解

释的功能以及相关资源应由发布方来提供与维

护。

２）数据格式服务方必须公布其最小化数据

模型（即建立一个ＧＩＳ数据模型所必需的数据项

对应的模型）对应的路径文件，以及每个路径在模

型中的意义，便于客户方能够获取建立模型所必

需的数据。

３）为使这种方法达到最大的通用性以及平

台无关性，必须规定数据获取接口返回对象的数

据类型。本文规定的返回数据类型为通用的字符

串类型。

４　地理空间数据互操作实验

为准确说明信息获取机制的原理以及该方法

与其他数据互操作方法的区别，本文使用Ｃｏｒｅｌ

Ｄｒａｗ软件读取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文件中的空间数据。目

前只有一种方法来完成，首先将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文件转

换成ＤＸＦ格式，然后再将ＤＸＦ格式文件输入到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中，并保存成ＣＤＲ格式。通过本文提

出的方法可以实现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直接读取Ｓｈａｐｅ

ｆｉｌｅ文件。

４．１　实验环境

实验使用了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１２、ＡｒｃＧＩＳ９．０和

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６．０软件，以及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系统中下载的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文件格式的全国１∶４００

万省界面状数据。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是一款矢量绘图软

件，内嵌有ＶＢＡ，允许用户定制功能。因Ｓｈａｐｅ

ｆｉｌｅ文件格式由ＥＳＲＩ公司发布，根据上述原理中

的 “遵循最佳解释”，实验选择了ＥＳＲＩ的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的ｅｓｒｉＧｅ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作为读取数据模块。

６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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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实验过程

实验中编写了一个服务端模块和一个客户端

模块。使用 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编写数据格式服务端，

该服务端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获取数据的服务接

口，根据客户端的请求路径返回相应的数据。在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的ＶＢＡ环境中编写客户端功能，向服

务端请求数据并显示出来。本文设计了一个简单

的服务接口ＩＦｉｌｅＦｏｒｍａｔ（见图４），该接口包含３

个方法，ＲｅａｄＦｉｌｅ（）方法用于读取指定文件中的

数据，ＧｅｔＤａｔａ（）方法用于根据路径获取需要的数

据项，ＧｅｔＦｏｒｍａｔ（）方法返回当前操作数据的格

式名称。读取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格式的对象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

Ｆｏｒｍａｔ类实现了该接口。

首先，客户端根据发布的数据格式路径文件

请求需要的数据，并重组成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 中的对

象。请求路径格式与 ＵＲＩ格式相似。本文设计

的客户端请求路径通过“／”划分层次结构，每层由

对象类的名称与对象索引组成，最后一层为需要

获取的数据项名称，如“／ｍａｐ．０／ｌａｙｅｒ．１／ｆｅａｔｕｒｅ．

０／ｘ”。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可根据路径文件依次获取地图

（ｍａｐ）、图层（ｌａｙｅｒ）、要素类（ｆｅａｔｕｒｅ）对象数据。

数据互操作过程如图５所示。

图４　文件格式服务端接口

Ｆｉｇ．４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ＦｉｌｅＦｏｒｍａｔ

ＳｅｒｖｅｒＳｉｄｅ

　　　　　　　　　
图５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读取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数据过程

Ｆｉｇ．５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Ｄａｔａ

４．３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６为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读取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数据后的

显示结果，坐标原点为 Ａ４页面原点，比例尺为

１∶４００万。图７为原始数据在 ＡｒｃＭａｐ中的显

示。因ＡｒｃＭａｐ中默认无显示最小外接矩形功

能，笔者在ＶＢＡ中编写了一个小工具予以显示。

以图中选取的青海省为例，图６中显示其外接矩

形长宽分别为３０５．４８８ｍｍ和２２５．２８ｍｍ，图７

中显示其外接矩形长宽分别为１２２１９５１ｍ 和

９０１１１８ｍ，在误差允许范围内，二者比例为４００

万倍，这说明获取的数据是正确的。实验中惟一

的问题是湖南省多边形内多一条线。这是因为在

湖南省内存在贵州省天柱县的一块飞地，导致湖

南省成为环状多边形，而实验过程中将所有多边

形作为简单对象看待，未对此类复杂多边形进行

处理。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获取机制下的数据互操作方法，

并进行了实验，实验中只涉及了地理空间矢量数

据的服务与获取，且所有对象均以简单对象来对

待，未考虑复杂对象。对复杂及完整的数据格式

互操作问题将在以后的研究中逐步解决。相对于

ＦＭＥ，该方法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实现了从底层获

取原始数据，不需要借助于复杂的语义映射；相对

图６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

中读取的数据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

ＣｏｒｅｌＤｒａｗＲｅａｄｉｎｇＤａｔａ

　

图７　ＡｒｃＭａｐ中显示的

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文件格式数据

Ｆｉｇ．７　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Ｄａｔａ

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ｎｇｉｎＡｒｃＭａｐ

于ＯＧＣ互操作规范，本文方法不依赖于网络实

施互操作。这种方法获取的内容不局限于空间数

据，还可以是元数据、语义信息等，在提供数据获

取路径的情况下均可以获得。除具有公共接口模

式统一的优点外，本文方法还具有平台无关、接口

简单（只需要提供一个简单的ＧｅｔＤａｔａ（）方法）、

支持未知数据格式扩展、同时适用于单机和网络

环境等优点。本文方法可有效地解决数据格式的

兼容性问题，只要各数据项获取路径不变，并对读

取模块更新即可。这个优点使得互操作方法不阻

碍数据格式的发展，但该方法目前也存在部分问

题，如在实验过程中，因需要循环获取每个数据

项，导致程序运行性能下降，数据获取速度比较

慢。互操作本身是一个开放行为，最终仍需要各

ＧＩＳ软件商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开放，才能谋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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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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