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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组件技术的发展, 组件式地理信息系统成了 GIS 发展的又一潮流, 本文简要阐述了组
件式地理信息系统( 以下简称 ComGIS) 的概念及相关基础知识, 讨论了 ComGIS 的特点, 并结合
笔者在土地管理信息系统( LIS) 软件开发中的实例进一步讨论了 ComGIS 的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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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ponent techniques, ComGIS becomes another trend for GIS. The concept
of ComGIS and related primary knowledge are introduced, and the features of ComGIS are discussed. Its devel
opment advantages are further analyzed combined with the projects done by the authors in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the l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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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 在软件开发领域, 一场新的革命正在悄悄兴起, 这是由日趋成熟的组件技术引发的. 几年以前,
当微软公司首先使用 OLE 的时候, 其初衷是为了增强软件的互操作性. 然而在使用过程中, 人们逐渐认识
到这一技术背后的实质性内容和它在软件开发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组件技术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高
软件产业的生产效率, 这一点已逐步成为软件开发人员的共识. 传统 Client / Server 结构、
群件、中间件等大
型软件系统的构成形式, 都将在组件的基础上重新构造.
组件技术使近 20 年来兴起的面向对象技术进入到成熟的实用化阶段. 在组件技术的概念模式下, 软
件系统可以被视为相互协同工作的对象集合, 其中每个对象都会提供特定的服务, 发出特定的消息, 并且
以标准形式公布出来, 以便其他对象了解和调用. 组件间的接口通过一种与平台无关的语言 IDL ( interface
define language) 来定义, 而且是二进制兼容的, 使用者可以直接调用执行模块来获得对象提供的服务. 早
期的类库, 提供的是原代码级的重用, 只适用于比较小规模的开发形式; 而组件则封装得更加彻底, 更易于
使用, 并且不限于 C+ + 之类的语言, 可以在各种开发语言和开发环境中使用.
由于组件技术的出现, 软件产业的形式也将会有所改变. 大量组件生产商会涌现出来, 并推出各具特
色的组件产品; 软件集成商则利用适当的组件快速生产出用户需要的某些应用系统; 大而全的通用产品将
逐步减少; 很多相对较为专业, 但用途广泛的软件, 如 GIS、语音识别系统等, 都将以组件的形式组装和扩
散到一般的软件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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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GIS 的概念
GIS 技术的发展, 在软件模式上经历了功能模块、包式软件、核心式软件从而发展到 ComGIS 和 WebGIS 的过程. 传统 GIS 虽然在功能上已经比较成熟, 但是由于这些系统多是基于十多年前的软件技术开
发的, 属于独立封闭的系统. 同时, GIS 软件变得日益庞大, 用户难以掌握, 费用昂贵, 阻碍了 GIS 的普及和
应用. ComGIS 的出现为传统 GIS 面临的多种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思路. 组件式软件是新一代 GIS 的重
要基础, ComGIS 是面向对象技术和组件式软件在 GIS 软件开发中的应用. 认识 ComGIS, 首先需要了解所
依赖的技术基础- 组件式对象模型和 Act iveX 控件.
COM 是组件式对象模型( Component Object Model ) 的英文缩写, 是 OLE( Object Linking & OM 不是一
种面向对象的语言, 而是一种二进制标准. COM 所建立的是一个软件模块与另一个软件模块之间的链接,
当这种链接建立之后, 模块之间就可以通过称之为 接口 的机制来进行通信. COM 标准增加了保障系统
和组件完整的安全机制, 扩展到 分布式环 境. 这 种基于分 布式环境 下的 COM 被称 作 DCOM ( Distribute
COM ) . DCOM 实现了 COM 对象与远程计算机上的另一个对象之间直接进行交互.
ActiveX 是一套基于 COM 的可以使软件组件在网络环境中进行互操作而不管该组件是用何种语言创
建的技术. 作为 ActiveX 技术的重要内容, Act iveX 控件是一种可编程、
可重用的基于 COM 的对象. ActiveX
控件通过属性、
事件、方法等接口与应用程序进行交互. 一些软件公司专门生产各种用途的 Act iveX 控件,
比如: 数据库访问、
数据监视、
数据显示、
图形显示、图像处理, 甚至三维动画等等. 几个著名的 GIS 软件公
司把 COM 技术应用于 GIS 开发, 纷纷推出由一系列 ActiveX 控件组成的 ComGIS 软件, 比如 Intergraph 公
司的 GeoMedia、
ESRI 的 MapObjects、
MapInfo 公司的 MapX 等, 国内的北京朝夕公司推出了 MapEngine.
ComGIS 的基本思想是把 GIS 的各大功能模块划分为几个控件, 每个控件完成不同的功能. 各个 GIS
控件之间, 以及 GIS 控件与其它非 GIS 控件之间, 可以方便地通过可视化的软件开发工具集成起来, 形成
最终的 GIS 应用. 控件如同一堆各式各样的积木, 他们分别实现不同的功能( 包括 GIS 和非 GIS 功能) , 根
据需要把实现各种功能的 积木 搭建起来, 就构成应用系统.

2 ComGIS 的特点
2. 1 无须专门的开发语言
传统 GIS 往往具有独立的二次开发语言, 如 Arc/ Info 的 AML 、
MGE 的 MDL、
MapInfo 的 MapBasic 等.
对 GIS 基础软件开发者而言, 设计一套二次开发语言是不小的负担, 同时二次开发语言对用户和应用开发
者而言也存在学习上的负担. 而且使用系统所提供的二次开发语言, 开发往往受到限制, 难以处理复杂问
题. ComGIS 则不需要额外的 GIS 二次开发语言, 只需实现 GIS 的基本功能函数, 按照 Microsoft 的 ActiveX
控件标准开发接口. 这有利于减轻 GIS 软件开发者的负担, 而且增强了 GIS 软件的可扩展性. GIS 应用开
发者, 不必掌握额外的 GIS 开发语言, 只需熟悉基于 Windows 平台的通用集成开发环境, 以及 ComGIS 各
个控件的属性、
方法和事件, 就可以完成应用系统的开发和集成. 目前, 可供选择的开发环境很多, 如 Visual C+ + 、
Visual Basic、
Visual FoxPro、
Borland C+ + 、
Delphi、
C+ + Builder 以及 Power Builder 等等.
2. 2 大众化
组件式技术已经成为业界标准, 用户可以象使用其他 ActiveX 控件一样使用 ComGIS 控件, 使非专业
的普通用户也能够开发和集成 GIS 应用系统, 推动了 GIS 大众化进程. ComGIS 的出现使 GIS 不仅是专家
们的专业分析工具, 同时也成为普通用户对地理相关数据进行管理的的可视化工具.
2. 3 成本低
由于传统 GIS 结构的封闭性, 往往使得软件本身变得越来越庞大, 不同系统的交互性差, 系统的开发
难度大. ComGIS 提供实现空间数据的采集、
存储、
管理、
分析和模拟等功能, 至于其他非 GIS 功能( 如关系
数据库管理、
统计图表制作等) 则可以使用专业厂商提供的专门组件, 有利于降低 GIS 软件开发成本. 另一
方面, ComGIS 本身又可以划分为多个控件, 分别完成不同功能. 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所需控件,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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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降低了用户的经济负担.
2. 4 开发方便快捷
由于 GIS 组件可以直接嵌入 MIS 开发工具中, 对于广大开发人员来讲, 就可以自由选用他们熟悉的开
发工具. 而且, GIS 组件提供的 API 形式非常接近 MIS 工具的模式, 开发人员可以像管理数据库表一样熟
练地管理地图等空间数据, 无须对开发人员进行特殊的培训. 在 GIS 或 GMIS 的开发过程中, 开发人员的
素质与熟练程度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这将使大量的 MIS 开发人员能够较快地过渡到 GIS 或 GMIS 的开发
工作中, 从而大大加速 GIS 的发展.

3 ComGIS 在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开发中的应用
随着 ComGIS 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近几年来, 使用 ComGIS 技术在国土资源管理方面的开发越来
越多, 由于涉及国土管理方面业务对于图形数据的管理要求比较高, 对图形的操作也比较复杂, 同时也是
一个比较庞大的 海量 数据库, 其数据类型的特点是多源性管理, 主要是如多用途( 地形、
地籍、
规划、
详
查) 、
多类型( 图形数据、
属性数据、
业务办公数据) 、多种存储格式( 包括矢量、
栅格、
影象、
地图、
文本、数字、
声音、图形图像、视频、
动画、
) 多比例尺( 大、
中、
小各中比例) 、
以及多时态性( 现势、历史和前期规划数据)
等.
由于工作的需要, 结合县市级国土资源业务管理流程的特点, 我们用 Delphi+ MapX 开发了一些土地
管理方面的应用软件. 在开发时, 就是充分利用了 ComGis 的一些优点和方便之处, 同时又结合大型关系数
据( RDMS) 在数据管理方面的强大功能, 利用其 Spatial 技术, 将地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统一存储到数据
库中, 这样不但解决了海量空间数据的存储和快速检索问题, 还将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采用相同的存储
器, 避免了空间信息与属性信息的不一致带来的诸多问题. 将办公自动化( OA) 技术同 GIS 技术紧密的结
合在一起, 利用 GIS 软件完成图形数据的编辑处理, 而系统是以业务办公流程为主线, 开发过程中采用支
持 COM 技术将办公流程自动化管理与 GIS 功能调用紧密的结合起来, 使土地管理中某些业务管理的计算
机化水平达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下面首先以地籍管理为例谈谈 ComGis 在实际开发中的应用.
在具体开发时采用的是 Delphi+ MapX+ Oracle 数据库方式, 在系统结构上根据地籍管理信息系统建
设需求, 综合考虑软件性能和开发成本, 系统设计为以下三层结构:
Oracle 数据层: 采用 Oracle 数据库管理系统实现对
整个系统数据的管理. 系统数据分成两部分: 空间数据
库和属性数据库, 前者存储地理空间数据, 实现不同应
用数据和不同比例尺数据的无缝拼接, 由中间层的空
间数据引擎协同管理; 后者存储属性数据. 二者之间可
通过地理定位编码相互关联.
中间层: 中间层将应用层提出的请 求转换为对数
据层的请求, 并将数据层返回的结果提交应用层. 可以
提供对空间、
非空间数据库进行高效操作的服务, 管理
大量用户同时并发地对同一数据进行操作.
应用层: 通过支持 COM/ COM+ 访问技术的高级编
程语言( Delphi ) 进行 二次开发, 为用 户的提供 界面友
好、
操作方便、
功能集中的用户操作端.
应用层是软件体系中用户直接接触的部 分, 根据
不同的用户需要, 将应用层又分成两个主要部分:

图 1 系统数据结构示意图

系统用户端
该部分具有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 根据权限不同, 拥有如下级别的用户和功能:
系统管理员: 整个系统的维护, 创建其他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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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管理员: 创建、
修改、
删除、
更新、添加、
备份数据库;
数据库操作员: 数字化操作、数据格式转换、数据拼接、
数据编辑;
部门用户端
实现部门的办公自动化, 完成指定的专题业务工作. 图
1 是整个系统数据结构示意图:
通过该地籍管理系统, 可以实现地籍数据采集入库、更
新, 以及日常管理和变更管理的计算机化, 同时具有灵活实
用的土地数据统计汇总与报表制作输出, 能自动生成地籍管
理所需的各种报表, 并能根据具体的要求灵活设置不同的统
计条件, 实现地籍数据的计算机网络统计汇总和报表生成与
输出, 提供方便、
快捷、灵活的查询汇总方式, 实现地籍数据
的高效查询浏览. 下面是用 ComGis 方式开发的地籍管理系
统的各部分主要界面: 图 2 是系统登陆后的主界面.

图 2 登陆后的主界面示意图

点击主界面左边 土地登记 按钮, 界面将出现
由主界面通过属性, 可以直接查看和定位图形数据, 下图就是通过图属的关联进入图形浏览窗口的,

图 3 土地登记界面示意图

图 4 图形浏览窗口示意图

实现了图属一致的互访.

4 结束语
ComGIS 是 GIS 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在同 MIS 耦合、Internet 应用、降低开发成本和使用复杂性等方
面, 具有明显的优势, 争对于具体的业务部门开发出相应的组件, 以满足不同部门和层次的需要. 随着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的不断兴起, ComGIS 技术除在土地管理中运用外, 已广泛的运用到城市规划、
环境保护、
水
利等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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