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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犻犳犳犛：不同版本犛犞犌格式地图差异匹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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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不同版本ＳＶＧ／ＸＭＬ格式的地图差异匹配算法ＤｉｆｆＳ。该算法以ＳＶＧ解析树为依据，通

过定义宏元素对解析树遍历，并以动态数组为数据结构进行匹配，得到差异脚本，脚本记录了前一个版本到后

一个版本的更新操作。应用实验验证算法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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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８３．１

　　ＳＶＧ格式是 Ｗ３Ｃ制定的一种新的二维矢量

图形文本格式，它严格遵从ＸＭＬ语法，具有很多

优点［１，２］。ＳＶＧ格式地图的解析树或节点树（倒

状的）是研究不同版本ＳＶＧ格式地图差异匹配算

法的基础。目前，ＳＶＧ在 ＷｅｂＧＩＳ领域的应用和

研究很普遍，主要集中在空间数据库方面，而时态

方面的研究较少。由于时态涉及不同时间戳或不

同版本的地图，解决时态ＳＶＧ格式地图高效存储

的关键之一就是要研究一种有效的算法解决不同

版本的ＳＶＧ格式地图的差异匹配问题。

ＳＶＧ／ＸＭＬ的差异匹配算法有两类，即针对

有序节点树和针对无序节点树。Ｃｏｂｅｎａ等提出

的检测ＸＭＬ变化的算法ＸｙＤｉｆｆ是针对有序节

点树变化最快的检测算法，它使用了贪婪规则［３］。

Ｗａｎｇ等针对无序节点模式提出了ＸＤｉｆｆ算法，

该算法对ＸＭＬ解析树进行最小修改代价搜索匹

配［４］。不同于这两种算法的是ＡｌＥｋｒａｍ 等提出

的ＤｉｆｆＸ算法，它根据节点的不同类型将其分为

元素 节 点、属 性 节 点 和 文 本 节 点。ＤｉｆｆＸ 同

ＸｙＤｉｆｆ一样，支持子树的移动和删除操作。ＤｉｆｆＸ

能够同时处理树的结构和节点内容，但处理的节

点多、层次深，故遍历时间长，效率相对较低［５］。

本文在分析比较这些算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

ＳＶＧ的解析树为依据
［６］，通过定义宏元素，采用

自上而下的顺序遍历，并以动态数组为数据结构

的有效匹配算法ＤｉｆｆＳ。

１　犇犻犳犳犛算法

１．１　算法相关定义

定义１　元素节点：带有一个标签名的非叶

子节点或叶子节点，它可能包含一组有序的元素

节点、无序的属性节点和文本节点。本文使用圆

形表示，如ＳＶＧ中的ｇ元素。

文本节点：带有一个标签（即文本值）的叶节

点，用圆角矩形框表示。

属性节点：包含一个标签（即一个属性名和属

性值）的叶节点，用矩形框表示。

定义２　宏元素节点。在ＳＶＧ格式地图对

应的解析树中，将包含属性或包含文本以及既包

含属性又包含文本的元素节点及其属性或文本看

成一个整体，称之为宏元素，该节点称之为宏元素

节点。

定义３　元素及宏元素匹配。在ＤｉｆｆＳ算法

中，解析树只有元素节点和宏元素节点两种类型。

对于元素节点，若两个元素节点的标签相等，即

狓．ｌａｂｅｌ＝狔．ｌａｂｅｌ，则狓与狔 匹配，记作狓＝狔；对

于宏元素节点狓与狔，若两个宏元素节点的标签

相等，且对应的属性相等（和）或文本也相等，则两

个宏元素节点匹配，记作狓＝狔。节点位置使用

犡Ｐａｔｈ表示，如用犡Ｐａｔｈ（狓）表示节点狓的位置。

两棵树之间的匹配节点对的集合记作犕（犡，犢）。

Ａｒｒａｙ（犕．犡）表示 犕 的第一个匹配元素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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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ｒａｙ（犕．犢）表示犕 的第二个匹配元素集合。

定义４　最小匹配单元。在ＤｉｆｆＸ算法中，匹

配的最小单元为元素节点和宏元素节点。

１．２　犇犻犳犳犛差异匹配算法原理

１）生成匹配元素节点集合犕

首先，对ＳＶＧ格式地图解析树中的元素的属

性（除ｉｄ属性外）按照字典顺序排列，然后创建两

个以｛ｉｄ：Ｓｔｒｉｎｇ，ｅｔ：Ｓｔｒｉｎｇ，ｅ：Ｅｌｅｍｅｎｔ｝为元素的

数组犈１、犈２。犈１、犈２中的第一个字符串记录元

素的ｉｄ值；第二个字符串由３个部分组成，即元

素名、排序后的属性和元素的文本，三个部分以空

格分开，连接后作为第二个字符串的值；第三个指

针记录对应的元素指针。犈１中的数组个数等于

第一个版本ＳＶＧ格式地图解析树中的元素的个

数，包含宏元素。同理，犈２中的数组个数等于第

二个版本ＳＶＧ格式地图结构树中元素的个数，包

含宏元素。对数组犈２中的数组元素依据ｉｄ值进

行排序，这样，无ｉｄ值的数组元素全部排在数组

元素的前面，再对无ｉｄ值的数组元素依据ｅｔ值进

行排序。

依次遍历犈１中的元素，如果当前数组元素狊

对应的解析树元素或宏元素节点已经在匹配集合

犕 当中（即狊．ｅ∈Ａｒｒａｙ（犕．犡）），则结束本次循

环，进入下一次循环，否则继续；当狊的ｉｄ不为空

时，根据ｉｄ对数组犈２进行折半查找，得到数组元

素犱（犱．ｉｄ＝狊．ｉｄ，并且犱．ｅｔ＝狊．ｅｔ）；当狊的ｉｄ为

空时，根据ｅｔ对数组犈２进行折半查找，得到元素

犱（犱．ｅｔ＝狊．ｅｔ），并将（狊．ｅ，犱．ｅ）并入匹配元素节

点集合犕。该子算法定义为ＳＶＧＭａｔｃｈ。

２）依据集合犕 生成差异脚本ＤｉｆｆＸｍｌ

首先对ＳＶＧ２的解析树进行遍历，如果被遍

历的元素节点或宏元素节点在ＳＶＧ１中没有对应

的节点在集合 犕 中，则在ＤｉｆｆＸｍｌ中加入ｉｎｓｅｒｔ

操作，同时对ＳＶＧ１的副本ＳＶＧ０的解析树执行

ｉｎｓｅｒｔ操作；如果ＳＶＧ２解析树中被遍历的元素

节点在ＳＶＧ１有对应的节点在集合犕 中，但它们

的父元素节点构成的节点对不在集合犕 中，则在

ＤｉｆｆＸｍｌ中加入ｍｏｖｅ操作，同时对ＳＶＧ１的副本

ＳＶＧ０的解析树执行ｍｏｖｅ操作；如果ＳＶＧ２解析

树中被遍历的元素节点在ＳＶＧ１有对应的节点在

集合犕 中，但对应的路径不同，则在ＤｉｆｆＸｍｌ中

加入ｍｏｖｅ操作，同时对ＳＶＧ１的副本ＳＶＧ０的

解析树执行 ｍｏｖｅ操作。遍历ＳＶＧ１的解析树，

如果被遍历的节点在ＳＶＧ２中不能找到对应的节

点在集合 犕 中，则在 ＤｉｆｆＸｍｌ中加入ｄｅｌｅｔｅ操

作，同时对ＳＶＧ１的副本ＳＶＧ０的解析树执行

ｄｅｌｅｔｅ操作。算法对 ＳＶＧ０ 操作的结果就是

ＳＶＧ２格式地图的解析树，这说明通过对ＳＶＧ１

的解析树施加ＤｉｆｆＸｍｌ脚本中的操作可以再现第

二个版本，即ＳＶＧ２。该子算法定义为ＳＶＧＤｉｆｆ

Ｓｃｒｉｐｔ。

１．３　犇犻犳犳犛算法复杂度分析

１）时间复杂度

在算法ＤｉｆｆＳ中，假设ＳＶＧ１和ＳＶＧ２中包

含的元素（包括宏元素）个数分别为狀１、狀２，并假

设ＳＶＧ１和ＳＶＧ２中单个元素拥有的最多的属性

个数分别为狀犪、狀犫，因此，子算法ＳＶＧＭａｔｃｈ的

总时间复杂度为（狀１犗（狀犪ｌｇ狀犪）＋狀２犗（狀犫ｌｇ狀犫））＋

犗（狀１）＋ 犗（狀２）＋ 犗（狀２ｌｇ狀２）＋狀１犗（ｌｇ狀２）≈犗

（狀ｌｇ狀）；子算法ＳＶＧＤｉｆｆＳｃｒｉｐｔ中，遍历ＳＶＧ２和

ＳＶＧ１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１＋狀２），则算法ＤｉｆｆＳ

的总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ｌｇ狀）＋ 犗（狀１＋狀２）≈犗

（狀ｌｇ狀），优于目前现有的算法。

２）空间复杂度

数组犈１、犈２所需的空间为犗（狀１）＋犗（狀２），

ＳＶＧ０为ＳＶＧ１的副本，所需的空间为犗（狀１）。

最坏情况下，犈１中的所有元素能在犈２中找到匹

配元素，匹配元素的节点集合 犕 所需的空间为

犗（狀１），因此，算法ＤｉｆｆＳ最坏情况下的空间复杂

度为犗（狀１）＋犗（狀２）＋犗（狀１）＋犗（狀１）≈犗（狀）。

２　算法验证

图１和图２分别是ＳＶＧ格式某地图版本一

ＳＶＧ１的解析树和地图版本二ＳＶＧ２的解析树，

图３是定义了宏元素节点且属性排序后（除ｉｄ属

性外）ＳＶＧ１和ＳＶＧ２对应的解析树。表１是依

据宏元素节点的属性排序后（除ｉｄ属性外）ＳＶＧ１

的解析树生成的数组犈１和ＳＶＧ２的解析树生成

的数组犈２（依据ｉｄ排序后）。子算法ＳＶＧＭａｔｃｈ

执行后得到的集合为犕＝｛（犃１，犅１），（犃２，犅２），

（犃４，犅４），（犃５，犅６），（犃６，犅７），（犃７，犅８），

（犃９，犅９），（犃１０，犅１０），（犃１１，犅１１），（犃１２，

犅１２）｝。子算法ＳＶＧＤｉｆｆＳｃｒｉｐｔ依据集合 犕 生

成的ＤｉｆｆＸｍｌ差异脚本如下：

＜ｉｎｓｅｒｔＸＰａｔｈ＝‘ＸＰａｔｈ（Ｂ３，ＳＶＧ２）’＞Ｂ３＜／ｉｎｓｅｒｔ＞

＜ｉｎｓｅｒｔＸＰａｔｈ＝‘ＸＰａｔｈ（Ｂ５，ＳＶＧ２）’＞Ｂ５＜／ｉｎｓｅｒｔ＞

＜ｄｅｌｅｔｅＸＰａｔｈ＝‘ＸＰａｔｈ（Ａ３，ＳＶＧ１）’／ｄｅｌｅｔｅ＞

＜ｄｅｌｅｔｅＸＰａｔｈ＝‘ＸＰａｔｈ（Ａ１５，ＳＶＧ１）’／ｄｅｌｅｔｅ＞

将算法ＤｉｆｆＳ施加于ＳＶＧ格式的地图ＳＶＧ１

和地图ＳＶＧ２，算法执行的结果只有简单的４个

操作，当对地图ＳＶＧ１执行这４个操作后，就可以

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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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版本一ＳＶＧ１对应的解析树

Ｆｉｇ．１　ＰａｒｓｉｎｇＴｒｅｅｏｆＳＶＧ１

图２　版本二ＳＶＧ２对应的解析树

Ｆｉｇ．２　ＰａｒｓｉｎｇＴｒｅｅｏｆＳＶＧ２

图３　定义了宏元素节点且属性排序后（除ｉｄ

属性外）ＳＶＧ１和ＳＶＧ２对应的解析树

Ｆｉｇ．３　ＰａｒｓｉｎｇＴｒｅｅｏｆＳＶＧ１ａｎｄＳＶＧ２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Ｍａｃｒｏ

Ｎｏ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Ｓｏｒｔｅｄ（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ｉｄ）

再现地图ＳＶＧ２。实验证明，该算法是有效的。

其有效性体现在三个方面：① 通过定义宏元素，

使遍历的深度和匹配的次数大大减少；② 算法时

间复杂度为犗（狀ｌｇ狀），低于现有类似的匹配算法

的时间复杂度，适合对大规模ＳＶＧ格式的地图进

行差异匹配；③ 差异脚本仅有ｉｎｓｅｒｔ、ｍｏｖｅ和ｄｅ

ｌｅｔｅ三种操作，依据差异脚本和前一版本能快速

再现后一版本的地图，为研究时态地图的增量存

取管理奠定了基础。

表１　依据宏元素节点且属性排序后（除犻犱属性外）

犛犞犌１和犛犞犌２对应的解析树生成的数组犈１

和犈２（依据犻犱排序后）

Ｔａｂ．１　Ａｒｒａｙ犈１ａｎｄ犈２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ｒｓｉｎｇＴｒｅｅｏｆＳＶＧ１

ａｎｄＳＶＧ２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ＭａｃｒｏＮｏ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Ｓｏｒｔｅｄ（Ｅｘｃｅｐｔｆｏｒｉｄ）

犈１ 犈２

ｓｖｇｗｉｄｔｈ＝５００

ｈｅｉｇｈｔ＝４００
犃１ ｉｄ

ｓｖｇｗｉｄｔｈ＝５００

ｈｅｉｇｈｔ＝４００
犅１

ｇ１ ｇ 犃２ ｇ１ ｇ 犅２

ｐ１ｐａｔｈｆｉｌｌ＝ｒｇｂ（０，０，０）犃３ ｇ２ ｇ 犅４

ｇ２ ｇ 犃４ ｇ３ ｇ 犅６

ｇ３ ｇ 犃５ ｇ４ ｇ 犅８

ｐ４ ｐａｔｈｆｉｌｌ＝ｎｏｎｅ 犃６ ｇ５ ｇ 犅９

ｇ４ ｇ 犃７ ｐ１ ｐａｔｈｆｉｌｌ＝ｎｏｎｅ 犅３

ｃ１ ｃｉｒｃｌｅｆｉｌｌ＝ｎｏｎｅ 犃８ ｐ２ ｐａｔｈｆｉｌｌ＝ｎｏｎｅ 犅５

ｇ５ ｇ 犃９ ｐ３ ｐａｔｈｆｉｌｌ＝ｎｏｎｅ 犅１０

ｐ３ ｐａｔｈｆｉｌｌ＝ｎｏｎｅ 犃１０ ｐ４ ｐａｔｈｆｉｌｌ＝ｎｏｎｅ 犅７

ｒ１
ｒｅｃｔｆｉｌｌ＝ｎｏｎｅｈｅｉｇｈｔ

＝１００ｗｉｄｔｈ＝１００
犃１１ ｒ１

ｒｅｃｔｆｉｌｌ＝ｎｏｎｅｈｅｉｇｈｔ

＝１００ｗｉｄｔｈ＝１００
犅１１

ｒ２

ｒｅｃｔｆｉｌｌ＝ｒｇｂ（０，０，０）

ｈｅｉｇｈｔ＝１００

ｗｉｄｔｈ＝１００

犃１２ ｒ２

ｒｅｃｔｆｉｌｌ＝ｒｇｂ（０，０，０）

ｈｅｉｇｈｔ＝１００

ｗｉｄｔｈ＝１００

犅１２

６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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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１３年《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即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是以测绘为主的专业学术期刊。其

办刊宗旨是：立足测绘科学前沿，面向国际测量界，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绘理论成

果，展示中国测绘研究的最高水平，引导测绘学术研究的方向。本刊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ＥＩ核心刊源

期刊。是国家优秀科技期刊和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并获中国国家期刊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

本刊主要栏目有院士论坛、学术论文、科技新闻等，内容涉及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地测量与物理大地

测量、工程测量、地图学、图形图像学、地球动力学、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收录本刊论文的著

名国际检索机构包括ＥＩ、ＣＡＳ、Ｐ等，其中ＥＩ收录率达１００％，其影响因子长期名列中国高校学报前

列。本刊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１７，国外代号 ＭＯ１５５５。Ａ４开本，１２８面，定价

１０元／册，每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以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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