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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设计了一种通用的光盘文档库数据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基于SGML的光盘 

文档库生成系统，该系统利用通用的文档转换工具把 SGMI (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 

guage)文档转换成光盘文档的格式．并对其建立目录、索-JI等浏览机制以方便用户浏览和检索． 

光盘裹档的数据组织充分考虑了光盘存储器的特点，提高了浏览与拉索操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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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ML(standard ge fiz in~rkup language)是用于描述结构化文档的一种国际标 

准通用置标语言．叫基于sGML规范的文档现在已越来越广泛的得到采用，目前在INTER— 

NET上非常流行的超文本置标语言(HTML)就是 SGML标准的一种应用． SGML作为 

中间描述语言可用于各种类型的电子出版，它特别适合于文档库的文档描述．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类电子出版物大量涌现，其中CD—ROM 光盘以其体积 

小、容量大、成本低而成为广泛使用的信息载体．本文提出一种通用的光盘文档数据组织并 

实现了基于 SGML的光盘文档库生成及浏览系统，该系统运行于 wINDOWS95环境，支持 

多字节文字编码系统． 

1 光盘文档库的总体结构 

本文考虑的光盘文档库是面向浏览器的可伸缩分布式结构，它可以按照浏览操作的需 

要从一张光盘上的文档库扩展到整个 Internet／Intranet网上所有的文档库． 

1．1 文档库的组成 

文档库由成千上万的超文本文档组成，这些超文本可能分布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的物理 

存储介质上，为了浏览的方便，系统在文档库和文档之间增加一个子文档库的概念．子文档 

库由文档的本体和库描述信息组成．因此对于浏览器来说，其最大的浏览单位是子文档库． 

如图1所示．其中每一个子文档库都有一个标识，对于光盘来说它是光盘的卷标，对于文件 

系统来说它是 目录路径名，而对于网络而言它可以是一个网络文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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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殛噩二] 
i超文车查询与壮I览请求 

图1光盘文档库的组成 

对文档库中的文档浏览请求由3个部分组成： 

(文档浏览请求>：：一(子文档库标识)(文档标题>[(开始数据块号)(数据块数)] 

(子文档库标识)：：一(光盘的卷标)』(目录路径名)I(URL) 

1．2 子文档库的数据组织 

子文档库中包含库管理信息以及各超文本文档，其数据组织描述如下： 
{文档库>：：一f{子文档库)) 

(子文档库)：：=(库管理信息){(超文本文档)) 

(库管理信息>：：=f{超文本文档标题)《文档位置信息)) 

(文档位置信息)：：=(文档文件所在的目录名)(光盘上文档文件开始数据块号) 

f超文本文档)：：一(文档管理信息)f{文档数据)} 

(文档管理信息>：：={管理信息头>{(文档数据种类标志)(开始数据块号>(数据块大小)) 

(文档数据)：：=(文档正文数据)lf文档索引数据)l{文档目录数据>l 文档媒体数据) 

(文档正文数据)：：={(文档表示单元)} 

{文档表示单元>：：一{文档文字数据 [(文档表示标志开始>(文档表示单元)(文档表示标志结束)] 

(文档表示标志)：：一(段落标志)l(版面标志>l《文字修饰标志>l(媒体参照标志>l{超链标志) 

(超链标志>：：=f超链标志头)(文档正文数据中的地址>l(超链标志头)(车子文档库中的文档标题)l 

(超链标志头) 子文档库标识>(文档标题> 

(文档目录数据)：：一f{目录层次)(标题)(文档正文数据中的开始地址)} 

(文档索弓I数据)：：=(文档关键词索弓I数据)1(文档全文检索数据>1(文档媒体参照索弓I数据 

(文档媒体数据)：：={(媒体描述头数据){媒体本体数据>) 

子文档库可以包含多个超文本文档，这些文档之问可以通过超链相互连接．根据上述定 

义·不同子文档库之间也可以连接．子文档库中的每个超文本文档由多种数据描述块组成． 

分别表示文档数据的正文、索引、以及媒体等数据．这些数据块相互之间存在参照关系，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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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文档中各数据块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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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光盘文档库数据组织 

设计以CD—ROM光盘为存储介质的文档库时，必须充分考虑光盘的数据存取特点以 

提高光盘文档的适用性． 

2．1 光盘文档库的文件系统 

为了既能满足软浏览器又能兼容专用硬件播放器，本系统中的光盘数据组织设计了两 

套数据查询方案：(1)基于 ISO9660的文件查询；(2)基于光盘绝对地址的查询．基于文件系 

统的查询可以保证光盘文档能够被目前的计算机系统所识别．基于绝对地址的查询使得光 

盘文档能够被专用的硬件播放器所接受，它可以避开文件系统直接搜索到光盘文档的内容． 

光盘文档的文件目录树形结构如图3所示． 

root 光盘作为一个子文档库，其文档目录文件 

卜一子文档库目录文件(nn【 中存放着子文档库的管理信息，其中包括各文 

l ～⋯～ ⋯ 档的标题、所在的目录名及其在光盘上的绝对 l 卜
一

文档内容文件(malnd~ta) ’。⋯ 一 ⋯  ’’⋯ ⋯ 一 ⋯ ～ l L
一 文档特殊字符字库文件(exffont．fnt) 地址．文档目录文件总是存放在光盘的某个固 

L一十 定位置上，以便硬播放器能直接找到． 

L一文档内容文件(瑚inda诅) 相应文档目录名下的maindata文件是文 
L 文档特殊字符字库文件(旺tf∞ fm) 档的本体，超文本的大多数数据块都集中在这 

图3光盘出版物的目录结构 个文件里，以方便硬播放器的连续读取．由于 

光盘文档数据的存放受光盘的黄皮书规范制约，因而某些特殊的媒体数据如CD—DA音频 

数据必须存放在光盘的其他区域，光盘文档中仅记录其位置信息． 

2．2 光盘文档的数据组织 

maindata文件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文档 目录、文档正文、关键词、基于关键词的 

索引、全文检索索引、媒体参照索引、媒体数据．这些数据都是按光盘的物理数据存储单位块 

(BLOCK，块的大小为 2 048字节)进行组织的，即数据的大小都是块的整数倍，而所有这些 

数据在maindata文件中的组织又是由一个称为文档管理块数据结构来控制．其结构如图4 

所示．其中正文数据中记录了加标志的实际文档数据的正文，这些标志包括文档结构定义、 

字形修饰、媒体参照等 内容．光盘文档中的标志主要是面 向浏览而设计的，尽量体现源 

SGML文档的逻辑结构，如光盘文档中的标志可以表示出文档的段落章节． 

检索数据由基于关键词检索和全文检索两种数据组成，全文检索数据只有一种，而基于 

关键词的检索数据可以有多种，检索时允许用户选择其中一种或几种参与查询．全文检索采 

用基于字表的查询方法． 

文档目录数据是浏览器的重要导航数据，它记录了光盘文档的逻辑结构，用户可以通过 

选择目录来浏览文档中相应的内容． 

媒体数据由媒体参照索引数据和媒体数据组成，媒体参照索引中记录了文档中所有的 

媒体参照数据，本系统中的媒体参照源有 4种描述形式：本地本书、本地它书、外部它书和外 

部非书类．参照的媒体可以是系统类媒体(如常见的图形图象格式以及音视频动画格式)和 

用户 自定义媒体格式，后者用户必须提供播放该媒体的DLL模块． 

光盘文档数据采用上述的结构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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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n 规范版本号 

1 } 文档正文 大小 起始地址 一 r_ 

2 文档目录 大小 起始地址 一 —— 文档茵 ’理块 

3 关键词 大小 起始地址 ★m 

4 关键词索引 大小 起始地址 
‘ | I 

n 媒体数据 大小 起始地址 } 

正文数据块(s) 一  

‘ 

媒体数据块(s， ———__ 

图4光盘文档数据组成 

首先．光盘中的数据存储不同常见的磁介质的数据存储，由于一次烧制的只读特性使得 

ISO9660规范中的数据存储在物理位置上都是连续的，且文件以块为单位对齐，因此光盘文 

档的各数据块集中存放并以起始地址和块数为定位手段，甚至寻址地址也采用块号和块内 

偏移的方式． 

其次，文档内的各数据块集中管理存放有助于减轻浏览器的文件操作负担，而且特别适 

合于简化的浏览器使用，如硬件播放器等．这种方式使得光盘文档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文件 

系统的束缚，增加了适应性． 

最后，文档数据中的文档描述形式采用类SGML的形式，可以方便的把SGML文档转 

换成光盘电子文档，使之变成一个适合于浏览操作的文档格式，同时也可以方便地把光盘文 

档转换成HTML格式，供 www 服务器使用． 

2．3 光盘文档库的文档作成 

上述的光盘文档可以开发专门的文档编辑与转换工具来生成．本系统中采用 SGMI 文 

档的通用转换系统生成光盘文档． 

SGML规范是结构化文档的通用描述语言，也是文档内容保存得最为全面的一种描述 

形式，它不仅可以描述文档的结构，还可以描述其属性，因而特别适合于作为文档库的描述 

语言．通过转换系统用户可以对其进行各种处理，如本文所述的光盘出版，转换成页面描述 

形式可以用于印刷出版，转换成HTML格式适用于 INTERNET网络 web服务器． 

SGML文档通用转换系统是本系统中开发的面向一般文档转换要求的系统，用户的文 

档转换要求用转换描述语言来记录，用户可 用它描述 SGML文档中要处理的标志以及处 

理方式等信息，转换描述语言由转换系统来解释、执行．由于转换信息独立于转换系统，因 

此，用户可自由地设计各种不同的处理以适应不同的文档转换要求． 

SGML文档到光盘文档格式的转换就是使用通用的转换系统完成的．转换过程中用户 

可以将特定的文字作为关键词抽取出来，以便生成基于关键词的检索数据．同时利用转换系 

统中能够嵌入用户私有处理的功能，在转换处理过程中直接生成关键词的检索数据和全文 

检索数据．图 5给出了从 SGML文档转换到光盘文档的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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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语 

图5从SGML~档到光盘文档的处理流程 

圈 

应用本系统中的转换工具，我们成功地把一些SGML和HTML文档转换成光盘文档 

的描述形式，并对其建立了索引等机制，绘浏览带来了很多方便．光盘文档的应用在国外已 

很普遍，我国尚处于开始阶段，使用超文本、超媒体技术的多媒体光盘文档库有大量的社会 

需求，许多关键技术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特别是对基于网络环境的分布式文档库 

的数据组织和查询技术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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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0RGANIZATl0N oF A CD—R0M D0CUMENT LIBRARY 

BASED 0N SGM L SPEClFlCAT1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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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general document data organization for document library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and according to it the authors develop a CD—ROM publishing system based on 

SGML．Using conversion tools SGML documents were transformed into CD—ROM docu— 

ments on which catalog and index were also created ．CD—ROM document organizarion 

takes advantages of CD-ROM data storage，so as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both brows— 

ing and searching． 

Key words SGML，CD—ROM ，doeument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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