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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地图与地理信息服务的需求增长，快速高效的地图制图和地理信息更新技术需求迫切，协同

制图是提高地图制图工作效率、快速更新地图和地理空间数据库的有效方法。针对基于空间数据库的地图编

辑事务执行效率低、并发控制复杂、地图数据一致性维护困难的问题，提出一种利用地图文档模拟的地图编辑

事务模型，它支持空间坐标、属性、几何、关系等定义，用地图文档状态变化描述地图编辑事务，利用地图文档

备份数据和变化数据来存储组织地图编辑事务，为协同制图提供了一种高效事务处理手段。试验表明，该模

型使地图编辑过程不受数据库管理系统（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DBMS）执行效率的限制，且严格保持

了地图编辑事务的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持久性（atomicity, consistency, isolation, durability，ACID）特性，

很好地支持了“你见即我见”的协同制图用户视图同步显示，相比基于 DBMS的地图数据库具备更高的执行

效率和事务管理能力，可用于地理空间数据库和制图数据库快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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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对数字地图与地理信

息服务的需求迅猛增长。地理环境随人类活动

不断发生变化，用户对地图现势性要求越来越

高。地图制图从数据获取到地图设计与编制，其

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进行地图编辑处理工作，地

图编辑成为繁重的、反复的“数字化劳动”［1］。协

同制图是提高地图制图工作效率，快速更新地图

和地理空间数据库的有效方法。基于地理空间

数据库的地图协同制图与长事务处理，可满足地

图协同编辑和地理空间数据库一致性的需要［2-3］。

但“执行”“提交”“回滚”等操作均由数据库管理

系 统（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DBMS）代

理完成，这些操作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短事务

最长可能需要数秒才能执行完毕，长事务［4-5］结构

更为复杂，可能包含多个子事务、嵌套事务或者

循环事务，它的执行时间等于所有原子事务执行

时间之和加上长事务失败后进行事务补偿［6］的时

间，可能长达几天或者数周。原因在于将含有复

杂关系的地理要素变更，交由不善于空间数据管

理的 DBMS来实现，尤其是事务锁定［7］和冲突消

解［8］过程的代价太大，无法有效满足地图快速更

新和协同制图等方面的需求。即使采用多版本

模型［9］的网络制图，其后台数据库执行多版本更

新的过程也缓慢而复杂。因此 DBMS的事务执

行效率成为制约地图协同编辑效率的瓶颈。事

实上，由于计算机中任何状态的变化都可描述为

事务，地图文档中地理对象状态变化也可以描述

为编辑事务，而基于文档的状态改变可以由程序

迅速完成。单个地图文档的数据量通常不大，基

于共享地图文档的快速事务操作是可能的。通

过程序来模拟地图编辑长事务，不仅可以获得很

高的效率，而且这种程序模拟本身就有更自由的

操控性，没有诸如数据库事务对数据定义语言

（data definition language，DDL）操作的限制。

真正具备原子性、一致性、隔离性、持久性

（atomicity，consistency，isolation，durability，ACID）
的事务模拟实现困难。基于过程式的编程方法

或者大型开发语言开放的类库直接模拟地图编

DOI：10.13203/j.whugis20190150 文章编号：1671⁃8860(2021)04⁃0561⁃09

收稿日期：2020⁃05⁃08
项目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01527）；国家 973计划（613317）。

第一作者：何列松，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地图制图处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bealiouve@163.com
通讯作者：刘海砚，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liu2000@vip.sina.com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2021 年 4 月

辑事务，通常存在下列不足：（1）需要使用大量类

库，地图编辑操作自由性受限；（2）当在地图文档

中删除某些对象时，它们仍需保留在内存中，既

增加了开销，也约束了行为［10-11］；（3）某些方法需

要重复复制整个地图文档对象，以内存占用来换

取操作简化；（4）工作流方式［12-13］不适合地图编辑

业务。为克服上述不足，杨春成等［1］提出了基于

虚拟内存保护（virtual memory protection，VMP）
与结构化异常处理（structured exception handing，
SEH）的地图编辑回退/重做机制，即一种“备份

数据”＋“状态变化数据增量”计算任意时刻文档

状态的方法，可确保地图编辑事务的 ACID特性

并支持地图编辑事务高效执行，但对地图编辑操

作类型没有明确分类，且地图文档内存的管理是

单备份的。因此，本文在该方法的基础上，针对

地图数据的特点，构建支持地图编辑事务的地图

文档相关模型，改进基于单备份的地图编辑事务

数据组织方式。研究支持ACID特性的高效地图

编辑事务模型，不仅在降低地图制图工作成本和

保持数据一致性上具有重要意义，还为分布式空

间数据网络协同更新提供了技术手段与方法［14］。

1 地图文档事务模拟与管理

1.1 备份地图文档数据和变化数据

由于异或（⊕）操作可以快速得到地图文档

前后状态，事务的回退/重做可快速完成。显然

存储变化数据D比存储地图文档状态数据 S显著

节省存储空间，因此本文采用地图文档状态备份

与状态变化增量备份的方式存储并组织地图编

辑事务。其中变化数据 D可采用无损压缩方法

进一步压缩存储空间。地图编辑操作过程中任

一步骤完成时刻的文档状态及其变化可描述为：

ì

í

î

ï
ï
ï
ï

D 1 = S1 ⊕S0，S0 = S1⊕D 1，S1 = S0⊕D 1

D 2 = S2⊕S1，S1 = S2⊕D 2，S2 = S1⊕D 2

︙
Dn= Sn⊕Sn- 1，Sn- 1 = Sn⊕Dn，Sn= Sn- 1⊕Dn

（1）
若当前状态位于 Si，事务管理器管理了从 D1

到 Dn的全部变化，则恢复到之前（回退，undo）文

档某个状态 Su的表达式为：

Su= Si⊕Di⊕Di- 1⋯Du+ 1 ( 0< u< i ) （2）
恢复到之后（重做，redo）文档某个状态 Sr的

表达式为：

Sr= Si⊕Di+ 1⊕⋯Dr ( i< r< n ) （3）
支持上述事务组织模式的地图文档模型简

称为单备份模型。单备份模型备份一个当前地

图文档状态 Si和 n个状态变化（D1到 Dn），有效节

约了存储资源（如图 1所示）。但因该单备份在每

次单步骤事务执行（回退或者重做）中都要重新

备份新数据和清除旧数据，它并不是一个静态备

份，仅仅是一个临时备份，因而长距离的检索变

化状态和重构状态过程计算时间长，简称其为临

时单备份模型。若能增加地图文档状态的静态

备份（或称永久备份），则能够显著减小起始状态

和目标状态的距离，缩短检索变化状态和重构状

态计算时间。因此，可根据管理事务数量的能

力，确定地图文档状态备份的事务间隔，以确保

存储资源和计算资源的平衡使用，本文把这种基

于多个地图文档状态静态备份的模式简称为静

态多备份模型（如图 2所示）。

静态多备份模型假定地图文档在每 k个状态

变化后存储一个永久备份 Sj·k，为与临时单备份模

型表示区别，将基于永久备份 Sj·k产生的变化数据

用 F表示，则 Fi= Si⊕Sj ⋅ k，其中 jk≤i<（j+1）k。
共存储备份 m+1个，其中 0≤j≤m，其地图文档

状态图如图 2所示。

令 f =[ u k ]，Su前第一个永久备份为 Sf ⋅ k，

则恢复到之前（回退，undo）文档某个状态 Su的表

达式为：

Su= Sf ⋅ k⊕Fu （4）
令 p=[ r/k ]，Sr前第一个永久备份为 Sp ⋅ k，则

恢复到之后（重做，redo）文档某个状态 Sr的表达

式为：

Sr= Sp ⋅ k⊕Fr （5）

1.2 地图编辑事务过程模拟

用户首先创建一个地图文档，在计算机内存

或虚拟内存中为新建的地图文档开辟一定大小

的存储空间。在进行地图编辑修改处理时需要

开启一个事务，事务负责地图编辑修改开始与结

束的周期。如果一个新地图编辑事务被提交，在

图 2 静态多备份模型地图文档状态

Fig.2 Map Document Status of Static Multi⁃backup Model

图 1 单备份模型地图文档状态

Fig.1 Map Document Status of Single Backu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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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中备份这个事务，只存储地图文档中数据改

动的增量，而且由压缩算法进行压缩；如果新事

务没有被取消，则直接返回，如图 3所示。

1.3 地图文档数据和地图编辑事务数据存储

1）虚拟内存存储

目的在于快速探测变化和存储管理变化数

据。使用Windows的虚拟内存函数可在虚拟内

存空间中分配、保护和重新分配地址空间。当

把需要控制的虚拟内存的操作权限设置为“只

读”时，任何试图对该块内存进行“写”操作都将

产生存取异常事件，并传递给相应的异常过滤

器 处 理 ，该 机 制 可 有 效 探 测 地 图 文 档 状 态 变

化［1］。使用异或（⊕）操作得到变化数据后，压

缩存储。

2）普通内存存储

目的在于更自由地控制事务管理。相比虚

拟内存，直接使用计算机内存可克服以下缺点：

不同操作系统平台需配置虚拟内存；地图文档

数据装载过程因数据量变化较大必须作为事务

进行管理；对地图文档模型中变长对象支持，需

要定义复杂类型及其增加或释放内存的操作

方法。

1.4 地图编辑事务管理

地理编辑事务表如图 4所示。使用回退列表

和重做列表双列表对地图编辑事务进行管理，见

图 4（a），两个均采用先进后出的列表数据结构，

分别使用 push_back和 pop_back函数将事务加入

列表末尾或者从末尾移出。其中回退列表存储

事务的顺序为距离当前状态越靠近的事务，在列

表越靠末端；重做列表存储事务的顺序为距离当

前状态越靠近的事务，在列表越靠末端。当用户

调用回退操作时，回退列表最后一个事务被移出

回退列表，置于重做列表的最末端；当调用重做

操作时，重做列表最后一个事务被移出，置于回

退列表的最末端。为提高运算速度并简化管理，

双 列 表 管 理 事 务 可 改 造 为 单 列 表 管 理 ，见

图 4（b）。

用户不论调用回退操作还是重做操作，仅需

重新标记当前状态处于事务列表的具体位置序

号，处于当前状态之前的事务属于回退段，处于

当前状态之后的事务属于重做段。由于临时单

备份模型长距离回退/重做事务时，需要每个状

态依次重构，宜采用双列表管理事务；而静态多

备份模型任意距离回退/重做事务时，直接基于

某个备份重构一次，更适宜采用单列表管理事

务，以避免多步骤回退/重做时双列表重新排序

的运算。

2 地图文档模型构建

地图编辑根据操作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地理

要素编辑、符号图形编辑、文字注记编辑等，以地

理要素编辑为例，支持地理要素编辑操作的地图

文档模型如图 5所示。

地图文档通常包含一个图层列表，用来管理

地理图层；图层包含要素列表，用来管理地理要

素；要素包含属性列表、坐标串和关系列表。属

性列表中包含了名称、等级等不同的属性值，坐

标串中存储了要素的地理坐标值，关系列表中管

理了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制图关

系在地图编辑中不可或缺。在存储层，若基于虚

拟内存存储地图文档状态及其变化数据，则该地

图文档模型的定义略为复杂。

2.1 基于虚拟内存的地图文档模型变量定义

基于虚拟内存的地图文档模型变量定义通

常使用以下数据类型：

图 4 地图编辑事务列表管理

Fig.4 Transactions List Management of Map Editing

图 3 回退/重做地图编辑内部调用流程

Fig.3 Internal Call Process of Undo/Redo Map E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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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长基本数据类型、结构体、静态数组。

这些类型定义的变量在虚拟内存中所需的大小

是固定的，当地图文档申请完自己的内存空间

后，它占用了文档内部固定长度的虚拟内存空

间，而且所占内存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因此在执

行地图文档的编辑事务时，虚拟内存中存储的值

被更新。例如属性 Atrribute、二维点 Point2D的

定义如下：

class Attribute
｛char m_cName［128］；int m_nType；byte

m_bVal［256］；｝

class Point2D
｛double x；double y；｝
2）动态申请内存数组、类。若将它们作为成

员变量定义在地图文档中，地图文档只能为它们

申请指向它们指针地址的虚拟内存大小，在文档

虚拟内存的某个固定位置上只存储了它们的指

针地址，在执行地图事务操作时，它们的地址被

更改，而不是它们指向的值被更改，因此，地图文

档本身不能管理和操作它们的值。

2.2 扩展定义的数据类型

地图文档中经常会遇到动态加载地图数据，

为了解决虚拟内存难以存储和操作变长变量的

问题，地图文档的定义必须符合下列情形：（1）内

部变量改为 §2.1中的类型 1）；（2）内部变量中存

储的是值而不是地址；（3）内部变量内存动态扩

展必须在文档的虚拟内存上进行。因此用 C++
语言增加定义数据类型如下：

1）对象串类型MmgStlString。其定义如下：

template <class _E，class _Tr = char_traits
<_E>，

class _A = SPo_Allocator<_E> >
class MmgStlString：public basic_string <_E，

_Tr，_A>
该类型定义的变量在动态增加元素时调用

它的 append（_A element）函数。它的动态申请虚

拟内存的过程在形参转实参的过程中由 SPo_Al⁃
locator的构造函数完成，而 SPo_Allocator的构造

函数确保了虚拟内存是在MmgStlString对象所

在内存区上扩展而来。

2）字符串类型MmgString。其定义如下：

typedef MmgStlString<char> MmgString
该类型是用 char定义的 MmgStlString的一

种特殊类型。

3）链表MmgVector。其定义如下：

template<class _Ty，class _A = SPo_Allo⁃
cator<_Ty> > class MmgVector ：public vector
<_Ty，_A>

该类型定义的变量在动态增加元素时调用

push_back（_A element）函数，其动态申请虚拟内

存 的 过 程 同 样 是 在 形 参 转 实 参 的 过 程 中 由

SPo_Allocator的构造函数完成，确保虚拟内存是

在MmgVector对象所在内存区上扩展而来。

扩展的虚拟内存直到地图文档最后销毁时

才被释放，如果在中间某个时刻被释放，则地图

编辑事务操作更新数据时会导致内存不足而出

现异常。利用 SPo_Allocator构造函数实现了虚

拟内存自动扩展的优点，极大简化了程序设计。

地图文档虚拟内存只在文档保存后并调用销毁

文档内存时才能从系统资源中释放。例如，层列

表 LayerList 和 坐 标 串 CoordinateString 的 定 义

如下：

class LayerList
｛MmgVector<Layer> m_vLayers；…｝

class CoordinateString
｛MmgStlString<Point2D> m_Cds；…｝

根据上述数据类型定义可知，图 5地图文档

模型中虚线对象为字节大小可扩的对象，实线对

象为固定字节大小的对象。

2.3 地图文档中编辑事务定义

为了区分编辑事务类型和标识编辑事务操

作的对象，需要对事务类型和地理对象进行编

码。因此，地图编辑事务需包含一个基本的事务

三元组（对象类型码，对象 ID，事务类型码），即

Tu（oType，oID，tType）。为了标识地图编辑事

务操作的对象及其层次关系，需要对地图文档内

图 5 地图文档模型

Fig.5 Map Docu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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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对象分类编码。对象定义粒度大小取决于编

辑事务操作对象的粒度大小（如果粒度定位于要

素，则事务仅能在要素以上操作，若粒度定位于

每个属性、坐标和关系，则事务操作对象更具

体）。地图文档状态和地图编辑事务三元组模型

结合，使得地图编辑事务不仅能在整个文档层面

进行操作，也能在地理实体对象、图层等更小粒

度进行事务操控。本文制定了地图编辑事务的

对象类型编码表（如表 1所示）和操作类型编码表

（如表 2所示），地图编辑中涉及的事务类型构成

的三元组列表如表 3所示（可扩展）。

使用三元组地图编码模型不仅可以记录事

务中有关地图编辑对象及其操作信息，还能支持

临近事务的简化、合并等计算。尤其是面向协同

制图时，来自不同客户端的事务请求在服务端于

不同时刻接收，自动进入一个串行化的事务三元

组列表，而并发处理仅需考虑接收时刻非常接近

的堆砌事务。当顾及此类地图编辑事务并发处

理时，协同制图的地图编辑事务处理可采用基于

三元组模型的丢弃、合并及优化流程。

3 试验分析

3.1 服务器端事务管理性能试验

利用地图文档模拟的地图编辑事务模型，在

普通配置的计算机中存储地图文档及其变化数据，

使用 6幅地形图数据，数据量分别为 3.595 MB、
4.316 MB、8.911 MB、9.406 MB、11.578 MB、
19.288 MB，比例尺分别为 1∶1万、1∶1万、1∶5万、

1∶5万、1∶5万、1∶5万，采用临时单备份模型和静态

多备份模型分别测试了回退和重做 1万个、5万个、

10万个、20万个地理要素坐标位置移动的编辑事

务。测试分单备份模型和静态多备份模型两组，每

组用 6幅地图数据分别试验，每幅地图数据条件下

一次性回退和重做 1万个、5万个、10万个、20万个

事务共 8次测试，每次测试先随机选择一个面状居

民地要素，每个事务利用随机函数产生在图幅范围

内 X、Y方向移动的有效距离，并将该要素的全部

坐标点位置按照移动距离移动到图幅范围内有效

位置，用系统的时钟函数 clock（）计算所用平均时

间，得到的运行效率如图 6和图 7所示。

图 6是临时单备份模型使用虚拟内存运行的

测试结果，虽然在运行少量事务时效率较高，但随

着管理事务数量的增大，运行效率显著降低。图 7
是静态多备份模型在普通内存中运行的测试结

果（不计内存申请时间），其中地图文档备份间隔

为 N/10个事务（N表示管理最大事务数量的限

值），虽然在运行大量事务时效率稍不稳定，但总

体运行效率不会降低，不会因为管理事务数量庞

表 2 操作类型编码

Tab.2 Encoding of Operation Types

操作类型

创建

删除

修改名称

修改值

装载数据

卸载数据

调整顺序

编码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操作类型

移动

合并

拆分

修改属性

修改坐标

修改关系

︙

编码

008
009
010
011
012
013
︙

表 1 对象类型编码

Tab.1 Encoding of Object Types

对象类型

文档地图

图层列表

图层

列表要素

要素

︙

编码

001
002
003
004
005
︙

表 3 地理要素编辑事务并发处理规则

Tab.3 Rules for Geographic Elements Edit Transactions Concurrent Processing

后三元组 L

(005,ID,008)
(005,ID,009)
(005,ID,010)
(005,ID,011)
(005,ID,012)
(005,ID,013)

前三元组 F
(005,ID,008)

优化

—

合并

—

优化

—

(005,ID,009)
丢弃 L
丢弃 L
丢弃 L

—

—

—

(005,ID,010)
丢弃 L
丢弃 L
丢弃 L

—

—

—

(005,ID,011)
—

合并

—

合并

—

—

(005,ID,012)
优化

丢弃 L
—

—

合并

—

(005,ID,013)
丢弃 L
丢弃 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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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显著降低性能。将试验的地图编辑事务类

型替换为随机修改要素属性值、随机移动要素单

点坐标等，试验结果相当。

3.2 局域网协同制图试验案例

利用本文提出的静态多备份地图编辑事务模

型构建协同制图试验软件，在 1 000 MB局域网环

境中的 6台工作站上启动该软件，并建立协同制图

工作组。首先搭建协同制图工作环境，在用户 1上
打开地图样例数据，地图文件装载完成后，显示在

用户 1的试验软件窗口中，此时用户 1将本机作为

地图编辑任务启动的服务器，其他 5个用户在各自

打开的试验软件中，通过填写用户 1上的 IP地址

和端口信息关联到用户 1，作为协同制图的客户

端，系统自动更新窗口视图，显示与用户 1相同的

地图（用户 1本身也作为一个编辑客户端），建立的

协同制图网络结构如图 8所示。协同工作环境搭

建完成后，6个工作站用户开始分别基于各自的地

图窗口及编辑工具，开始具体编辑地图的操作（增

加、删除、移动地图符号等）。图 9表示用户 1在
“水峪村”注记附近移动一个居民地要素后，6个协

同用户的地图视图。

每个地图编辑事务都按时间序列被发送到用

户 1的服务器中进行集中组织和管理。此时，只有

作为服务器端的用户 1可以管理并操作全部地图

编辑事务。当所有地图编辑工作完成后，服务器

端（用户 1）管理的地图文档就是协同制图工作组

的最终地图编辑成果。该试验案例同样适用于临

时单备份模型，本文模型的特点主要包括：（1）地

图文档数据和地图编辑事务数据缓存于用户 1的
磁盘中，因此每个用户地图编辑事务提交后执行

效率较基于数据库（例如 Oracle 11g）的地图编辑

事务执行效率更高；（2）依托事务提交和执行效率

上的优势，6个用户的全部地图编辑事务在用户 1
的服务器端进行串行化组织，简化了事务并发处

理过程，而基于数据库的地图编辑事务在矛盾发

生时，需要复杂的事务锁或者额外增加事务补偿，

而基于本文模型的串行化事务列表，单个事务要

么在提交后执行成功，要么不成功（地图文档不做

任何改动）；（3）任一地图编辑事务成功提交后，服

务器向各个用户统一广播更新显示地图消息，每

个客户端按其接收到的最后一个更新消息，在本

机地图编辑操作闲时（而非正在编辑地图的忙时）

更新本机地图。因此各客户端上地图虽然显示位

置、大小各不相同，但地图内容是相同的，而不是

各个用户编辑各自的地图文档版本，也不会产生

多视图操作冲突［15］，从而实现协同制图用户编辑

地图“你见即我见”的高效同步显示。

4 结 语

本文建立了利用地图文档状态变化的地图编

辑事务模型，采用数据备份和状态重构方法，既不

损失数据精度，还能将记录于地图文档中的各类

空间关系快速重构，使地图编辑过程不受 DBMS
执行效率的限制，严格保持地图编辑事务的ACID
特性，相比基于DBMS的地图数据库，具备更高的

执行效率和事务管理能力。开发者和用户可基于

本文模型自定义地图编辑长事务，解决了 DBMS
长事务执行时间长的问题，进而使多并行地图编

辑事务和长事务适于串行化处理，克服了协同制

图并发控制过程复杂的瓶颈，为网络协同制图与

地理空间数据库快速更新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

图 6 临时单备份模型的多事务运行效率

Fig.6 Multi⁃transaction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Temporary Single Backup Model

图 8 局域网协同制图案例网络结构

Fig.8 Net Structure of LAN⁃Based Collaborative
Mapping Case

图 7 静态多备份模型的多事务运行效率

Fig.7 Multi⁃transaction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Static Multi⁃backu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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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p Editing Transaction Model Simulated by Map Document

Status Change

HE Liesong 1，2，3 LIU Haiyan 1 HUANG Limin 2，3 WU Fanghua 2，3 WEI Bin 4

1 School of Data and Target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Information Engineering, Xian 710054, China
3 X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Xian 710054, China

4 School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5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digital map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rapid and efficient cartographic and geo ⁃ information updating technology is urgently needed. Collaborative
mapp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artography for rapidly updating map products and
geospatial database.Methods: Considering the low efficiency of collaborative mapping transaction execution
and the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 concurrency control, we propose a map editing transaction model simulated
by map document status change. The proposed model supports spatial coordinates, attributes, graphics,
and relation definition, and it also describes map editing transactions by simulating the change of map docu⁃
ment status. Map document data backups and data changes are used to store and organize map editing transac⁃
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a high efficiency editing transaction processing method for collaborative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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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model makes the map editing process work without the limitation of execu⁃
tion efficiency in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 and strictly main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omicity, consistency, isolation and durability in map editing transactions.Conclusions: The synchronous
display of collaborative mapping users  map views can be well supported, and all users in the collaborative
working group can see the same map content. Compared with the map database based on DBMS, the pro⁃
posed method has higher execution efficiency and transaction management capability, and can be used for
rapid updating of geospatial database and cartographic database.
Key words：editing transaction；map document；collaborative mapping；virtua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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