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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基于Web Services 的空间数据检索 、析取 、转换 、传输 、装载解决方案 , 探讨了城市空间信息共享

与交换的集成框架和共享机制 ,并对框架的工作原理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Web Services;FETTL;GML&XML;数据交换

中图法分类号:P208;TP393

1　Web Services体系结构和关键技术

1.1　Web Services体系结构

Web Services技术是架构在 XML技术基础上提

出的开放式的技术体系 ,定义了包括 UDDI 、SOAP 、

WSDL 、XML在内的一系列标准协议 ,用于接口定义 、

方法调用 、组件注册以及各种应用的实现。在该体

系中 ,Web Service被部署为Web上的对象/组件 ,组

件之间通过标准化的XML进行消息传递。

Web Services体系结构中包括三种角色:服务

提供者 ,指服务的所有者 ,也指服务所有者用以提

供服务的平台;服务请求者 ,指请求使用特定功能

的企业 ,也指查找和调用服务 ,或启动与服务交互

的客户端应用程序;服务注册中心 ,指用来存储服

务描述信息的信息库 ,服务提供者在这里发布服

务 ,而服务请求者在这里通过服务描述实现静态绑

定开发 ,或动态绑定执行期间查找服务并获得服务

的绑定信息。Web Services各角色之间存在发布 、

查找 、绑定等交互操作
[ 1 ,2]

。

1.2　Web Services关键技术

Web Service是使用Web Services技术创建的具

体应用实例 ,而Web Services 则是用于架构 Web

Service 的整体技术框架 ,这个技术体系要完成在松

散耦合环境下的对象访问 、事务 、工作流 、安全机制

等 ,需要有一系列的协议规范来支撑 ,由此构成了

Web Services的技术栈。如图 1所示 ,图中数字 1

表示待开发的关于路由 、可靠性以及事务等方面的

协议;2表示基于Web Services分布式应用系统互

联操作的协议栈 ,使用XML 或GML 描述数据或消

息;3表示基于 Internet的标准操作协议栈。

图 1　Web Services协议栈

Fig.1　Protocols of Web Services

1)XML&GML

XML 作为 Internet 上的数据描述和数据交换

标准 ,是整个 Web Services 技术架构的核心。它

具有简单性 、自描述性 、可扩展性 、可校验性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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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结构以及丰富的链接定义等特性 ,为 Web

Services实体间的消息传输 、数据转换 、描述等提供

很好的载体 。Web Services的其他协议规范也都是

以XML 形式来描述和表达的。GML 是基于 XML

的空间信息编码标准 , 由 OpenGIS Consortium

(OGC)提出 ,它所关注的是地理数据内容的表现 ,

将地理信息世界中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分离开来。

通过GML可实现GML地图客户端 、GML的数据服

务器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交互。

2)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

SOAP是Web Services 技术的核心之一 , 用于

Web Services调用的XML消息表示。SOAP协议最早

是微软为了使用HTTP 协议跨越防火墙的限制来调

用远程的COM组件而提出的 ,后经W3C组织进一步

标准化后 ,成为在分布环境中使用XML进行对等交

换的结构化和类型化的信息标准 ,它规定了Web

Services实体之间的消息传输规范。

3 )WSDL (Web Service description lan -

guage)

WSDL是Web Services技术的核心之一 ,它是

基于XML格式描述Web Service的调用接口 ,描述

内容包括Web Service内容 、调用方法及其所涉及

的数据交换 、使用的协议以及在Web上的部署位

置等 。

4) UDDI (universal discovery , description ,

integration)

UDDI规范提供了Web Services架构下核心服

务的描述 、发现和集成机制。UDDI 利用 XML、

HTTP 、DNS 等现有标准作为其实现基础 ,为Web

Services 技术提供了标准化的 、透明的 Web

Services 的描述机制和调用机制 , 并提供 Web

Services注册中心 。通过 UDDI可发布 、查询 、调用

Web Services ,也可以查询特定服务的描述信息 ,

并动态绑定到该服务上。

2　基于 Web Services 与 FETTL 的

空间信息共享与交换研究

2.1　空间数据的共享

目前 ,所采用的空间数据共享与交换的技术

手段包括如下几点。

1)数据复制 ,是指将空间数据从一个数据源

复制迁移到另一个数据源 ,这是目前最主要的空

间数据共享手段 。一般而言 ,下述情况需要进行

空间数据复制:①在政府部门内部 ,将旧 GIS 应

用系统中的数据资源迁移到新的系统中;②在政

府部门之间 ,一个部门需要从别的部门复制与业

务管理对象相关的空间数据 ,此时一般需要根据

本部门应用系统的要求作进一步的数据加工 。

2)数据聚合 ,是指将多个数据源的空间数据

间建立统一的关联关系和集成管理平台 ,聚合为新

的空间数据源 ,为新建立的综合性GIS应用系统进

行空间分析 、决策分析 、数据挖掘服务。

3)接口集成 ,是指通过中间件技术而实现空

间数据集成的管理方式
[ 3]
,它使系统访问异地异

源的空间数据成为可能。

上述三种数据共享方法由于技术上的缺陷都不

能满足目前政务专网中异源异构数据进行实时交换

的需求。要实现城市政务专网内空间数据的实时共

享与交换 ,必须解决如下问题:①空间数据的异源异

构性 ,使分布在网络不同节点的不同数据源、不同格

式 、不同应用系统中的空间数据能够相互转换和交

互;②空间数据间的关联性;③数据安全与使用权

限控制[ 1 ,4] ;④多时空性和多尺度[ 5] ,必须支持不同

比例尺 、不同时段的数据序列之间的交换与集成问

题;⑤基于工业标准 ,尽量减少在异构环境之间对

私有适配器和连接器的需要;⑥提供空间数据的可

靠传输 ,解决不同软硬件 、GIS 平台和网络环境中系

统的通信问题;⑦松散的耦合 ,即请求不必针对特定

应用的API
[ 1 ,4]

。

在政府GIS应用中 ,要求所有的GIS应用系统

都采用同一操作系统和GIS平台显然是不现实的。

因此必须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建立良好的空间数

据的采集 、更新与共享机制 ,将已有的分散于各部

门的空间数据进行整合与有效集成 ,建立互操作平

台 ,进行各种多源异构的空间信息的动态访问 、查

询 、空间分析与决策 ,以最终消灭“信息孤岛”和“应

用孤岛” ,实现空间数据的共享 、实时交换与集成管

理。Web Services为实现空间数据的集成管理与实

时交换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本文提出了基

于Web Services的空间数据共享 、交换与集成总体

结构 ,在此基础上 ,又提出了基于Web Services的空

间数据搜索 、析取 、转换 、传输与加载解决方案(find

、extract 、transform 、transmit 、load , FETTL),可使任

何空间数据使用者在政务专网的任何节点都可随

时访问最新的符合自己权限的空间数据 ,较好地解

决了在 Internet 环境下空间数据的发布 、共享以及

转换等问题 。

2.2　基于Web Services和FETTL的空间数据共享

与集成框架

传统的 GIS 应用系统与空间数据是紧耦合

的 ,其空间数据共享解决方案也是私有的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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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 。基于Web Services的空

间数据FETTL 解决方案使整个政务专网上的所

有系统都成为松散结构的组件 ,系统接口 、应用通

信 、数据转换和目录信息都是建立在开放的 、被广

为接受的标准之上 ,使任何具备权限的用户都能

迅速地访问到他们所需要的空间信息。其总体结

构如图2所示。

如图3所示 ,FETTL 引擎基于Web Services技

术 ,通过各类标准接口将空间数据共享与交换应用

封装成Web Services部件后发布到 UDDI 注册中

心 ,用户可通过接口调用相应的应用 。它作为连接

各类应用的桥梁 ,采用灵活的松散耦合方式 ,真正

实现了“即插即用” 。发布服务时 ,可调用交换平台

的接口 ,将其能够提供的服务用WSDL描述后 ,用

SOAP消息发布到 UDDI注册中心。如果注册中心

是私有的 ,则该集成就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应用系

统;如果注册到数据交换中心 ,则可以通过 Internet

集成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不同系统。

图 2　基于 FETTL的空间数据共享与交换平台总体结构

Fig.2　Structure of Spatial Data Sharing and Interchanging Based on FETTL

图 3　基于 FETTL的空间数据共享与交换原理

Fig.3　Principles of Spatial Data Sharing and Interchanging Based on FETTL

　　在 FETTL 框架中 ,应用系统既可以是现有的

应用系统 ,也可以是新开发的Web Services应用系

统。对于现有系统 ,首先需要将其封装成 Web

Services 组件 ,方法是:生成描述该系统功能和调

用方法的 WSDL 文件 ,然后生成服务器端基于

SOAP的服务框架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适用于已有

系统的适配器 ,最后将服务描述文件通过 UDDI

API发布到 UDDI注册服务器中 。

通过 FETTL技术实现不同系统之间 、不同地

方之间空间数据的搜索 、析取 、转换 、传输与加载

操作 ,完成在 Internet 上的空间数据的复制和传

送 ,根据设定的条件将析取的空间数据转换为

XML&GML文档后 ,从源数据端复制到目的数据

端 ,并进行自动加载 ,从而实现空间数据的可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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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为空间数据的共享 、交换与集成提供非常有效

的途径。传统的空间数据共享与集成是在处理周

期的最后进行数据抽取 ,而 FETTL 则几乎实时访

问关键信息 ,可实现对多个数据资源的即时访问 ,

从而可使政府职能部门能够利用实时空间信息进

行快速和深入的分析 , 做出准确的管理决策。

FETTL 还可提供完善的安全管理机制和数据使用

收费机制(见图 4),只有合法用户才能连接到数

据交换服务器 ,用户只能进行与所授权限相关的

操作 ,并提供对传输数据加密的功能。

基于 FETTL 的空间数据共享与交换具体过

程是:空间数据使用者在注册中心的空间元数据

库查询需要的空间数据类型信息 ,并通过注册中

心的服务描述信息查询相应的Web Service 信息 ,

然后通过该服务在对应的空间数据源析取空间数

据 ,再由该服务将析取的空间数据转换为 XML或

GML 格式(一般需要进行数据加密),通过政务专

网传输由客户端应用系统转换加载到 GIS 应用系

统中 ,详细过程参见图 4 、图 5 、图 6。图 5中流程

说明:① Call GetCoverage(建筑物 、范围);②Soap

Request to Server;③Soap Response from Server;④

建筑物层指定范围数据 。图 6 中流程说明:①

Soap Request;②Soap Request to CA Center Server ,

Bank Server;③Soap Response from CA Center

Server , Bank Server;④ Call ExtracMap (图层名 ,

ClipingExt-ent);⑤提取的结果 数据;⑥ Soap

Response 。

2.3　空间数据共享与交换中心平台系统设计与

实现

基于 FETTL 的空间数据共享与交换设计应

该包含平台设计 、功能结构设计 、服务结构设计以

及安全结构设计四个方面 。

2.3.1　功能结构设计

1)空间数据与元数据管理功能:包括提供海

图 4　空间数据共享与交换流程

Fig.4　Spatial Data Sharing and Interchanging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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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客户端 Soap处理流程

Fig.5　Flow of Client Soap

量空间数据的存储功能;与 Web 应用以及

XML&GML的接口支持;空间元数据管理与维护

功能;空间数据管理工具等;

2)XML&GML支持功能:提供本地XML&GML

数据库支持及不同格式空间数据的 XML&GML转

换工具支持等;

3)空间数据安全功能:提供数字权限控制功

能 ,包括系统权限 、空间数据权限和角色权限三级

权限安全结构;提供空间数据加密传输功能;空间

数据操作日志和审计功能等;

4)空间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支持:提供空间

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分析支持功能;

5)事务管理引擎:提供空间数据操作的事务

管理与长事务回滚;

6)SOAP 路由器:是实现客户调用 Web

Services的关键部件 ,以实现SOAP 消息的传递;

7)Web Services 适配器:是 FETTL 引擎的核

心 ,主要包括:空间数据接口 ,针对不同的GIS应用

系统提供不同的空间数据接口;连接控制逻辑 ,用

于建立安全的通信连接 ,包括用户身份鉴别 、使用

授权等;数据转换器 ,用于验证数据的有效性 、生成

WSDL ,实现在SOAP 数据格式(XML)与 GIS 应用系

统数据格式之间的转换;消息路由器 ,实现在SOAP

路由器与适配器之间的消息传递 ,将SOAP 消息过

滤后路由到正确的目的地 。

2.3.2　服务结构设计

1)空间数据类型查询服务:主要用来检索空

间元数据库 ,查询所需要的空间数据服务;

2)空间数据的访问控制服务:提供基于 PMI

图 6　服务器端Soap处理流程
Fig.6　Flow of Server Soap

的空间数据的访问授权和基于属性证书(AC)的

空间操作控制服务 ,确保空间数据的安全性;

3)空间数据的相关分析处理:主要提供海量

空间数据的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服务;

4)空间数据发布服务:提供空间数据元数据

的发布与维护等服务;

5)投影转换服务:提供空间数据的投影转换

服务;

6)空间数据的分发服务:提供部门之间进行

安全的 、双向的空间数据交换服务 ,主要是提供各

种主流格式空间数据与 XML&GML 的双向转换 、

加密解密 、传输服务;

7)空间数据的分发控制:FETTL 引擎负责统

一的空间数据交换调度和管理 ,通过排队机制对

数据交换任务进行缓冲 ,对交换的空间数据进行

权限审核 ,空间数据的分发控制策略由发布者定

义与维护 ,以确保空间数据在共享与交换过程中

的安全性;

8)可信 SOAP 服务的支持:FETTL 引擎提供

对可信SOAP 服务的支持 ,利用可信SOAP 技术实

现对交换平台和政务专网上各空间数据源之间的

可信空间数据交换(包括异源异构空间数据转换)

功能 ,保证空间数据在交换过程中的保密性 、完整

性和操作的抗抵赖性 。

2.3.3　安全结构设计

1)用户身份认证:提供在 PKI/PMI基础上的

用户身份的认证;

2)接口控制:对 FETTL 交换平台对外的网络

管理接口进行访问控制 ,以确保空间数据共享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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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分发的安全性;

3)空间数据的操作权限控制与安全审计:对

用户的空间数据操作和访问操作进行审计;

4)采用划分安全域的安全策略:根据空间数

据用户权限级别和重要性的不同 ,将政务专网上

的空间数据用户划分为不同的安全域 ,不同的安

全域采用不同的安全策略 。

2.3.4　空间数据的GML实现

根据图 4的空间数据交换流程 ,要实现空间

数据的充分共享需要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与交换

机制。整个 FETTL 引擎是一个功能十分复杂的

系 统 , 其 核 心 功 能 模 块 包 括

DescribeCoveragerequests 、 DescribeCoverageresponse、

GetCoveragerequests、GetCoverageresponse 等 ,主要包

括各种格式的空间数据与 GML 的双向转换引擎

以及空间数据的 GML 表示 ,这是实现空间数据交

换与共享的核心和基础。

3　结　语

基于Web Services的空间数据 FETTL解决方

案 ,是实现城市政务专网上政府部门之间空间信

息共享与交换最有效的途径 。FETTL 引擎基于

Web Services技术 ,在现有各种平台的基础上构筑

了一个通用的与平台无关 、语言无关的技术

层 ,可以方便地实现已有系统和新开发的GIS应

用系统 ,依靠这个技术层来实施彼此的连接和集

成 ,从而解决了语言差异 、平台差异 、协议差异以

及数据差异等不同应用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问

题 ,并结合 XML&GML 技术 ,为空间数据的发布 、

共享 、传输与实时交换等提供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和技术手段 ,必将广泛应用于数字城市 、电子政务

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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