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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用户事件模型的网络地图服务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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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Ｗｅｂ地图服务存在的并发用户数量受限、响应时间过长、静态瓦片地图服务更新困难、难以满足

用户高时效性要求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事件模型的网络地图服务策略，通过网络节点用户的访问状

态来启动特定级别地图的渲染过程，并结合服务器端和客户端缓存策略来改善用户体验。实验结果表明，该

策略有效地缩短了地图服务的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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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地图服务实时性较强，地图渲染考虑地

图的上下文情况，并严格遵守地图设计原则，但是

重复的地图请求增加了空间服务器的压力，占用

了大量的带宽，造成响应时间过长［１３］。采用金字

塔结构的层次瓦片地图服务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

部分问题［４］。目前，针对地图服务方式的研究也

主要集中在瓦片方式上［５７］，这些研究主要着眼于

静态瓦片的调度速率，忽略了地图更新工作量大、

实施成本高；地图展现不能完全体现地图的设计

规则；对于变动频率较大的数据，不能够体现实时

性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用户事

件模型的网络地图服务策略，以用户的地图访问

操作为中心，以网络节点的访问状态为依据，融合

传统地图服务和瓦片地图服务两种形式，通过用

户事件来触发地图服务器端的瓦片缓存配置。

１　基于用户事件模型的网络地图服

务

１．１　用户事件模型

基于用户事件模型的网络地图服务力求提出

一种解决方案，能够以优化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比

例尺介于静态瓦片级别之间的地图服务，并自动

检测地图数据的更新，通过用户的访问事件，以访

问区域为中心，分片更新地图瓦片数据。通过这

种分散的网络节点的需求，将整体地图更新工作

量进行拆分，每个用户的访问事件都可能是地图

更新的一个触发点，由此地图更新将在用户的访

问过程中进行，降低了地图更新的工作量和成本。

本文将这种比例尺的地图定义为非预置级别地

图，以区别于预置级别的瓦片地图。

在分析用户地图操作行为的基础上，将用户

地图事件模型相关的基本概念定义如下：

事件。每个可观察的独立的地图操作行为，

事件表达为一个元组形式＜事件类型，属性１，属

性２，…，时间，位置＞，属性随着事件类型的不同

而改变。

原子事件。最基本的事件，是可观察的地图

操作行为的最小单位。原子事件是相对的，是针

对用户的具体操作状态进行划分的。如瓦片地图

的单个瓦片请求可认为是一个原子事件。

复合事件。高级事件，由若干个原子事件和

其他复合事件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如某一

区域地图的请求可能包含多个瓦片的请求，可认

为是一个复合事件。

地图事件模型。将用户整个访问地图服务的

流程看作是一个事件序列，对程序的观察、干预都

以事件为单位。

对于用户事件的表达采用事件描述语言（ｅ

ｖｅｎｔ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Ｄ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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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对用户事件模型的流程进行了描述。客

户端建立用户事件采集器，对用户的地图事件进

行采集，采集的内容包括事件的类别、事件的属

性、事件的触发时间、事件的位置以及事件的时间

域缓冲分析结果，对采集的事件内容用ＥＤＬ进行

描述。事件采集器还对用户的操作行为进行统计，

借助于一定的统计分析模型对用户的下步操作作

出预判。这个分析是建立在用户多次操作事件统

计分析的基础上的，经过统计分析的预判可以促使

地图服务器提前为用户准备好要使用的地图。

所有被采集的事件都要过滤，不需要与服务

器进行交互的事件，客户端自动进行处理，主要利

用客户端的缓存策略来完成，其余的事件被发送

到服务器端。在服务器端，事件监视器负责对用

户事件进行分离和还原，复合事件需要被分离成

原子事件和子复合事件，提取各事件的描述信息，

按照事件的关键词，将事件分配到对应的地图服

务器。地图服务器主要构造了两个地图服务提供

者：瓦片地图提供者和非预置级别地图提供者。

前者对瓦片目录进行检索，获取对应的静态瓦片

地图；后者根据当前用户事件状态查询数据描述

文件Ｃｏｎｆ．ｘｍｌ。如果当前请求级别已经被缓存

配置，调用当前地图数据；反之，将触发切片执行

器。切片执行器首先对当前用户事件的地图范围

进行响应，同时建立新的线程来执行以该用户事

件状态为中心的地图切片事件。

图１　用户事件模型的触发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Ｅｖｅｎｔｓ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ｂｙＵｓｅｒ

１．２　基于用户事件的缓存和置换策略

Ｗｅｂ缓存可以显著提高ＷＷＷ的性能
［９］，当

前主流地图服务都采用了服务器端缓存和客户端

缓存技术。基于用户事件的缓存置换策略强化客

户端缓存的主动作用，使网络节点的数据访问状

态共享到整个网络。

１．２．１　服务器端缓存策略

服务器端缓存位于应用服务器上，分为预置

级别地图缓存和用户事件触发的非预置级别地图

缓存，地图缓存配置信息记录在Ｃｏｎｆ．ｘｍｌ。预置

级别地图数据按照金字塔模型切分，瓦片的尺寸

标准为２５６像素，非预置级别地图的缓存考虑用

户的事件状态。若当前请求的地图级别未记录在

缓存配置文件中，就会触发服务器的动态缓存事

件。首先通过对用户事件的还原，提取事件的描

述参数（ＢＢｏｘ，Ｌａｙｅｒｓ，Ｓｔｙｌｅ，…），调用 ＷＭＳ响

应当前的地图请求，渲染一幅区域大图来响应用

户，接着将该事件转发瓦片切割器（ＴｉｌｅＥｘｅｃｕ

ｔｏｒ）。ＴｉｌｅＥｘｅｃｕｔｏｒ对缓存配置文件Ｃｏｎｆ．ｘｍｌ

进行析取，获取相应的配置参数，包括地图数据的

全图范围、标准瓦片尺寸以及数据坐标转换的系

列参数，执行地图切割算法，建立该非预置级别地

图存储目录，并更新服务器缓存配置文件，注册新

增级别的地图配置信息。此时，该非预置级别地

图就转为预置级别地图，其他节点用户在后续访

问中对该级别地图的访问执行预置瓦片地图的访

问模式。

１．２．２　客户端缓存策略

图２是客户端缓存置换策略的流程图。客户

端事件分发器（ｅｖｅｎｔｓ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ｒ）对用户的地图

事件状态进行过滤，对于本地事件，事件被分发到

本地缓存管理器（ｃａｃ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ｒ），由缓存管理器

调用缓存地图响应客户端；反之，用户事件会被提

交到地图服务器进行地图渲染和切片操作。同

时，Ｃａｃ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ｒ也对事件收集器的事件集合

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用户的事件状态，如地图

范围、地图移动方向、地图比例尺级别、地图类型

等事件属性，生成预先获取事件，由预先获取 Ａ

ｇｅｎｔ对该事件进行描述，并提交服务器进行地图

的获取。

图２　客户端缓存置换流程

Ｆｉｇ．２　Ｃａｃｈ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Ｃｌｉｅｎｔ

１．３　基于用户事件状态的地图切割算法

地图切割算法的设计是基于用户事件模型地

图服务的重要内容。本文提供了一种螺旋地图切

割算法，即以用户的地图访问中心为原点，设定螺

旋阈值，完成适当范围的地图切片工作。算法的

示意图如图３所示，首先，切片执行器对用户的复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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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事件状态进行分析。该事件由一个标准的

ＷＭＳ请求构成，主要包括ＢＢｏｘ（客户端请求的

地图范围，由（犡１，犢１）和（犡２，犢２）确定）、ＩｍａｇｅＳ

ｉｚｅ（客户端请求地图的像素大小，由宽度犠 和高

度犎 表示）、Ｌａｙｅｒｓ（图层组织结构信息）和Ｓｔｙｌｅ

（地图表达样式）。其次，切片执行器会转发一个

ＢＢｏｘ范围的地图请求给地图服务器，地图服务器

渲染一幅宽度为犠、高度为 犎 的图片响应客户

端，同时，切片执行器开启多线程地图切割服务，

执行地图切割算法。

图３　地图切割算法

Ｆｉｇ．３　Ｍａｐ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螺旋地图切割算法以用户初始请求范围的中

心点（犡犮，犢犮）为地图的切割原点，已知该非预置

级别地图的比例尺为犛狀，则标准瓦片的实际宽度

和高度为：

犠犛 ＝犠′×犛狀，犎犛 ＝犎′×犛狀 （１）

由此可以计算出当前级别地图可以切分的瓦片的

行列数：

犽＝ Ｍａｔｈ．Ｃｅｉｌ（（犡′－犡）／犠犛）

犺＝ Ｍａｔｈ．Ｃｅｉｌ（（犢′－犢）／犎犛
｛ ）

（２）

再由行列号获取对应瓦片的地理范围：

狓Ｃｏｒ犻
１
＝犡＋（犡′－犡）／犽×犻

狔Ｃｏｒ犼１ ＝犢＋（犢′－犢）／犺×犼

狓Ｃｏｒ犻
１＋１ ＝犡＋（犡′－犡）／犽×（犻＋１）

狔Ｃｏｒ犼１＋１ ＝犢＋（犢′－犢）／犺×（犼＋１）

犻＝０，１，２，…，犽－１；犼＝０，１，２，…，犺－

烅

烄

烆 １

（３）

由地理位置获知其所处的行列号：

犻１ ＝ （犡１－犡）×犽／（犡′－犡）

犼１ ＝ （犢１－犢）×犺／（犢′－犢）

犻２ ＝ （犡２－犡）×犽／（犡′－犡）

犼２ ＝ （犢２－犢）×犺／（犢′－犢

烅

烄

烆 ）

（４）

　　具体的切片顺序是根据式（４）先获取（犡犮，

犢犮）所在的行列号（犻犮，犼犮），该中心瓦片的螺旋级别

为０，即ｌｅｖｅｌ＝０，以该瓦片为中心成螺旋状渲染

顺序，首先渲染（犻犮，犼犮）的８邻域瓦片，即ｌｅｖｅｌ＝

１，其编号为（犻犮－１，犼犮）、（犻犮－１，犼犮－１）、（犻犮，犼犮－１）、

（犻犮＋１，犼犮－１）、（犻犮＋１，犼犮）、（犻犮＋１，犼犮＋１）、（犻犮，犼犮＋１）、

（犻犮－１，犼犮＋１），其次是对应的１６邻域，依此类推，直

到整个地图渲染完毕。

螺旋级别上限为：

ｌｅｖｅｌｍａｘ ＝ｍａｘ（（犽／２＋ａｂｓ（犻犮－犽／２）），

（犺／２＋ａｂｓ（犼犮－犺／２）））

螺旋级别集合为：

Ｈｅｌｉｘ＝ ｛ｌｅｖｅｌ｜０＜ｌｅｖｅｌ＜ｌｅｖｅｌｍａｘ｝

邻域数为：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８×ｌｅｖｅｌ

邻域集合为：

ｎｅｉＴｉｌｅｓ＝ ｛（犻狋，犼狋）狘犻犮－ｌｅｖｅｌ－１＜犻狋＜犻犮＋

ｌｅｖｅｌ＋１，犼犮－ｌｅｖｅｌ－１＜犼狋＜犼犮＋ｌｅｖｅｌ＋１｝

　　螺旋级别ｌｅｖｅｌ＝ｌｅｖｅｌ狋的算法调度流程如图

４所示。对集合｛ｌｅｖｅｌ｜ｌｅｖｅｌ∈Ｈｅｌｉｘ｝进行遍历，

可以获取所有的螺旋级别瓦片，完成整幅地图的

切割。

图４　螺旋级别切割算法调度流程

Ｆｉｇ．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依据本文提出的服务策略在局域网内进行了

仿真实验，多用户并发访问的实验环境受集群性

能、网络环境的影响太大，因此本文采用了单机服

务器的方式进行。服务器配置为ＣＰＵＰｅｎｔｉｕｍ

双核２．５Ｇ、内存２Ｇ，局域网采用１０Ｍ 带宽，将

网络带宽对访问速度的影响降到最低，不至于成

为空间数据传输的瓶颈。地图数据采用 Ｃｏｒｅｌ

Ｄｒａｗ的ｃｄｒ格式文件，数据量为１Ｇ。客户端以

泊松分布的方式发送地图请求，分别对传统地图

服务和用户事件模型的地图服务方式进行对比

测试。

在仿真实验中，针对两种服务对地图进行随

机操作，包括漫游和缩放。表１是网络访问数据

的统计结果。统计结果显示，分别对两种服务进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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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３５９和３７３次操作，由于采用了改进的缓存

置换策略，在请求数据比前者多１．６％的情况下，

地图下载数据比前者减少了５４．８６％，而总的消

耗时间后者也仅是前者的３９．７７％。

表１　用户事件模型服务和传统方式服务

网络统计数据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ｖ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

传统方式服务 用户事件模型服务

消耗时间／ｓ ６７８．９５３ ２７０．０１９

网络往返消耗时间／ｓ ３５９ ３７３

下载数据量／Ｂ ８５８６７２６ ４７１１０６７

请求数据量字节／Ｂ ２６３０５５ ２６７３３７

ＨＴＴＰ压缩存储量／Ｂ ０ ０

ＤＮＳ查找时间／ｓ ２ ０

ＴＣＰ连接时间／ｓ １６ ４

　　对两种服务的整个网络消耗时间进行检测，

如图５所示，除了在通用的网络Ｂｌｏｃｋｅｄ和Ｃｏｎ

ｎｅｃｔ段所用的时间基本相等外，在Ｓｅｎｄ、Ｗａｉ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第一个字节的接收时间（ＴＴＦＢ）和Ｎｅｔ

ｗｏｒｋ段，用户事件模型的地图服务所消耗的时间

只为前者的５０％。用户事件模型服务的平均消

耗时间为０．１ｓ，而传统地图服务为０．４０５ｓ。可

见，基于用户事件模型的网络地图服务极大地缩

短了响应事件，改善了用户体验。

图５　两种服务的各项消耗时间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３　结　语

本文着眼于提供高效快速的非预置级别地图

服务，提出了一种静态瓦片地图和实时渲染地图

共存的地图服务策略，通过客户端事件来激发服

务器端的地图缓存配置，使单个网络节点的访问

状态共享到整个网络。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

有效地减少了地图服务的响应时间，也为其他网

络节点缓存了该级别的地图数据。同时，用户事

件触发地图的局部更新工作，极大地降低了地图

更新的工作量和成本。本文提出的策略主要是解

决中小型数据量的地图服务的效率问题，对于大

规模的遥感影像服务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对

于用户事件状态的统计分析上还不成熟，不能够

得到有效的用户地图操作模式，这有待于进一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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