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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Ｃ／Ｓ模式下，针对瓦片地图的数据组织特点，提出采用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的自定义图层实现瓦片地图的

动态绘制与投影，利用线程池、异步访问技术、缓存及．Ｎｅｔ内存管理机制来提高程序的执行效率和用户互操

作性。将基于 Ｗｉｎ３２类库的和基于开源库ＧＤＡＬ的两种瓦片拼接方式结合起来实现瓦片拼接，避免单纯使

用ＧＤＡＬ方式的低效率。以城市规划信息查询系统为例证明了此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瓦片拼接；瓦片地图；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ＡｒｃＢｒｕＴｉｌｅ；ＧＤＡＬ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在线网络地图具有易操作、界

面友好、访问流畅、数据丰富等优点，深受用户的

青睐，这也促进了 ＷｅｂＧＩＳ的快速发展。然而，

用户往往并不满足简单的在线瓦片地图的浏览访

问，更多地需要利用网络地图数据与自己的数据

进行整合分析。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利

用瓦片地图技术的易存储、更新及快速访问等特

点，将其直接结合到现有的高级ＧＩＳ桌面应用程

序上。

目前，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大多局限于

地图切片或瓦片拼接［１３］。国外方面，ＥＳＲＩ及很

多开源社区都有类似的项目。笔者参与了开源社

区Ｃｏｄｅｐｌｅｘ里的 ＡｒｃＢｒｕＴｉｌｅ项目，解决了 ＧＩＳ

桌面应用程序访问瓦片数据的问题。本文在此基

础上，将其迁移到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程序，并实现了基于

Ｗｉｎ３２类库和开源库ＧＤＡＬ两种不同方式拼接

瓦片的功能。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文以访问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瓦片网络地图为例进行说明。

１　实现瓦片地图的访问与拼接

如图１所示，实现瓦片地图的访问与拼接分

为服务器与客户端两部分。服务器主要是瓦片切

图、瓦片存储机制。客户端在瓦片存储机制的基

础上，根据用户访问的图面范围计算所需瓦片，异

步实现多线程瓦片及相关地理坐标下载并存至缓

存数据包里，最后利用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自定义图层按

一定规则绘制与显示瓦片。如果用户需要拼接一

定范围内的瓦片，可以按其范围大小分为基于

Ｗｉｎ３２类库和开源库ＧＤＡＬ两种拼接方式。

图１　两种瓦片地图访问方式

Ｆｉｇ．１　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ｏ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ＴｉｌｅＭａｐ

实现瓦片地图访问与拼接过程需要解决以下

６个方面的关键技术问题。

１．１　瓦片数据组织

瓦 片 数 据 的 组 织 类 似 金 字 塔 形 状，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在最小比例尺时，整个地球显示为

一张２５６像素×２５６像素的地图。当每增加１个

缩放级别时，图片数会增加４倍。这种图片数的

增加是按照一定规则的，即一张图片会按照从上

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分裂为４张图片。据此，可

以按行（列）数为２犑来将当前图层所有瓦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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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犑为图层缩放级别）。如按列数将所获得瓦

片存放在２犑个文件夹里，每一个文件夹存放的是

每列的所有瓦片，并按顺序编号，如图２所示。

图２　瓦片存储机制

Ｆｉｇ．２　Ｔｉｌ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这样，客户端只需要给出图层级别数犑、行号

犕、列号 犖，便可以按指定网址下载到相应的瓦

片，如图３所示。

图３　瓦片编号

Ｆｉｇ．３　Ｔｉ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那么，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客户端应用程序如何根据

当前图面地理范围获取相应的瓦片呢？这就需要

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如何自动确定图层级别？

这可以通过预先设定好的瓦片地图分辨率队列

（实际上是由数据结构中队列表示的一连串地图

分辨率）来对应到相应的瓦片地图缩放级别，也就

是转换为通过判断用户当前地图分辨率在瓦片地

图分辨率队列中最近的地图分辨率来确定

Ｇｏｏｇｌｅ网络地图的缩放级别。其次，如何获取对

应图层级别下所需所有瓦片的行列号？这个问题

可以转换为如何求出程序中地理范围（记为

ＮｏｗＥｘｔｅｎｔ，为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中的ＩＥｎｖｅｌｏｐｅ接口）

所对应的瓦片行列号范围。第一步，将 ＮｏｗＥｘ

ｔｅｎｔ通过投影转换并获取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使用的编

号为 ＥＰＳＧ：１０２１１３投影下的地理范围（记为

ＴｒａｎｓＥｘｔｅｎｔ）。第二步，记 ＴｒａｎｓＥｘｔｅｎｔ的最小

犡坐标值为犡ｍｉｎ、最大犡 坐标值为犡ｍａｘ、最小犢

坐标值为犢ｍｉｎ、最大犢 坐标值为犢ｍａｘ。根据当前

地图缩放级别求出对应的地图分辨率，记为狉。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单个瓦片的像素长度狑 为２５６。根

据几何原理，瓦片起始列号便是ＴｒａｎｓＥｘｔｅｎｔ的

犡ｍｉｎ和 Ｇｏｏｇｌｅ地图起始点的 Ｏｒｉｇｉｎ犡 相减值再

与狑 和狉乘积的地板除（取比商小的最大整数）

所得值。同理，可求得其他瓦片行列号范围值。

１．２　线程池

如果有较多数量的瓦片需要下载，如何解决

多任务处理与大内存需求的问题？线程池可以很

好地解决多任务处理并发性等问题，非常适合地

图瓦片下载。本文采用．ＮＥＴ２．０中的Ｔｈｒｅａｄ

Ｐｏｏｌ对象，通过其ＳｅｔＭａｘＴｈｒｅａｄｓ函数设置线程

池大小以避免瓦片下载量增大导致的ＣＰＵ使用

量及内存的无限消耗。同时，为了知道网络请求

是否全部完成，又采用．ＮＥＴ２．０中的 ＭａｎｕａｌＲ

ｅｓｅｔＥｖｅｎｔ对象。但当线程数大于６４个之后会抛

出异常，为此利用一个 ＭａｎｕａｌＲｅｓｅｔＥｖｅｎｔ对象

的包装类 ＭｕｔｉｐｌｅＴｈｒｅａｄＲｅｓｅｔＥｖｅｎｔ来解决６４

个以上的线程下载问题。每个瓦片下载对应一个

线程池中的线程。当启动线程池下载后，每当某

个瓦片下载完成，立即调用相应回调函数将瓦片

及地理坐标文件保存到本地文件夹并唤醒其他瓦

片下载线程进行下载。

１．３　异步访问

当用户网速较慢或者没有完成下载而需要查

看其他区域信息时，程序应该能够立即终止瓦片

的下载，重新进行计算下载，这便需要异步访问机

制。如图４所示，由于是桌面应用程序，故而可直

接利用．ＮＥＴ２．０中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ｅｒ组件。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Ｗｏｒｋｅｒ组件提供了异步处理、进度

反馈等方法，但还需要与封装类 ＭｕｔｉｐｌｅＴｈｒｅａｄ

ＲｅｓｅｔＥｖｅｎｔ配合使用。即在后台进程组件取消

异步操作时，ＭｕｔｉｐｌｅＴｈｒｅａｄＲｅｓｅｔＥｖｅｎｔ也应该

取消下载并释放内存。

图４　异步访问

Ｆｉｇ．４　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Ａｃｃｅｓｓ

１．４　缓存处理

对下载的瓦片应该提供更新和缓冲处理。本

文中的更新和缓冲处理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前

提下：通过判断当前时间与瓦片下载至本地客户

端时间的差值（记为狋）作为是否需要更新的依

８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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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如此，当用户需要更新某一地区的瓦片时，在

选择好相应的范围后，设置更新的时间差值犜，通

过判断犜与狋的大小来决定是否重新下载瓦片。

当狋大于或等于犜 时，则相应瓦片重新下载；当狋

小于犜 时，则相应瓦片不重新下载。这种方式不

需要客户端去更新所有的瓦片，减少了时间和空

间上的开销。客户端在浏览访问地图时，对于已

下载的瓦片并不需要全部下载，也是通过这种时

间间隔判断来作为是否要下载的依据［４，５］。

此外，由于瓦片都是有编号的，在系统不断地

访问和绘制瓦片的过程中，为了减少下载所占用

的巨大消耗，客户端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有

一个列表动态地记录已下载或已绘制的瓦片的编

号。当再次需要这个瓦片编号时，依据这个列表

记录便可以判断是否需要下载了［６，７］。为了避免

列表过大导致的执行效率下降，这个列表的最大

记录数应该有个上限限制。如图５所示，当列表

记录数大于这个上限限制时，将最先进入这个列

表的记录删除掉以便后续记录加入列表，即“先进

先出，后进后出”。

图５　瓦片缓存处理

Ｆｉｇ．５　ＴｉｌｅＣａｃｈｉｎｇ

１．５　自定义图层绘制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提供了ＩＬａｙｅｒ接口，用户可以继

承这个接口并重写接口中的Ｄｒａｗ函数来实现自

定义图层绘制。本文中瓦片绘制主要解决如何将

每个瓦片定位到相应位置的问题，这可以通过地

理坐标文件来解决。由于本文中瓦片保存格式为

ｊｐｇ，所以可以通过在下载瓦片时同时保存一份与

瓦片同名的ｊｇｗ文件，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程序会自动按

ｊｇｗ文件来设置每个瓦片的地理坐标
［８］。另外，

由于要绘制到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地图控件相应的地图投

影下，每个瓦片绘制时还需进行投影值设置。

１．６　犠犻狀３２与犌犇犃犔拼图

客户端应用程序将一定范围内的瓦片按瓦片

编号顺序进行拼接形成一幅图片。基于 Ｗｉｎ３２

类库程序进行拼接会有图片大小的限制，但速度

较快。利用开源地理库ＧＤＡＬ可以拼接成较大

的图片。因此，本文提出根据客户需求动态地选

择拼接图片的方式。利用．ＮＥＴ异常处理机制，

当判断出用户所需求的图片大小为不能被 Ｗｉｎ３２

类库处理时，再利用ＧＤＡＬ类库进行拼接。

为了尽可能多地利用 Ｗｉｎ３２程序在小图片

拼接时的高效快速特性，在进行较大图片拼接时

采用的策略（记为“分总式策略”）是“先利用

Ｗｉｎ３２分块拼接，再使用 ＧＤＡＬ整体拼接”。如

图６所示，对所要拼接区域的瓦片（１２×１０幅），

按列进行 Ｗｉｎ３２图片拼接形成１２幅分块图片，

再将这１２幅分块图片依据 ＧＤＡＬ图像处理原

理，按波段数循环写入到新建的１２像素×１０像

素大小的图像中。

图６　ＧＤＡＬ拼接策略

Ｆｉｇ．６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ＧＤＡＬＭｏｓａｉｃ

２　应用实例

以规划用地数据与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瓦片数据叠

加显示及查询为实例进行研究。如图７所示，用

户可以在现有规划用地数据下，实现索引调图，并

立即自动将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投影转换并绘制到相应

的位置。用户还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Ｇｏｏｇｌｅ网

络地图浏览并实现瓦片地图拼接。通过用户及笔

者反复测试，配置为Ｉｎｔｅｌ（Ｒ）Ｃｏｒｅ（ＴＭ）ｉ５ＣＰＵ

６５０＠３．２０ＧＨｚ处理器，４ＧＢ内存的电脑在拼接

图７　应用实例

Ｆｉｇ．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ｅ

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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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００像素×１２０００个像素大小的图像时，不需

要超过１０ｓ，可见基于 Ｗｉｎ３２类库在较小图像的

拼接上具有很强的优势。但超过这个像素大小的

图像拼接则至少需要１ｍｉｎ，可见“分总式策略”

拼接可以在分块拼接的环节上大大减轻处理消

耗，也利于用户合理灵活地安排拼接时间。

３　结　语

本文在笔者参与的开源项目 ＡｒｃＢｒｕＴｉｌｅ的

基础上，提出利用强大的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开发环境实

现桌面应用程序直接访问瓦片网络地图。以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瓦片网络地图访问为例，介绍了其实

现过程及思路并分别对６个主要技术难点（瓦片

机制、线程池、异步访问、缓存处理、自定义图层绘

制及Ｗｉｎ３２与ＧＤＡＬ拼图）进行了阐述。这种方

式既可以利用瓦片地图方便快速的更新与浏览功

能，又可以利用现有桌面ＧＩＳ程序的强大分析功

能。由于瓦片地图由单个图片组成，如何更准确

地实现地理坐标配准及更快速地实现瓦片拼接将

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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