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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当前WebGIS 发展中的空间资源共享问题 , 结合新兴的网格技术 , 从网格的角度提出了包括基础网

格 、空间数据网格 、空间信息网格(狭义)、空间知识网格和空间服务网格在内的 GIS 网格体系 , 以期改善

Internet上空间资源共享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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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当前 , Internet 正向其第三个阶段———网格

(grid)发展 ,即要实现 Internet上所有资源 ,包括存

储资源 、计算资源 、信息资源和通信资源等的全面

连通和共享。网格的出现和发展为全世界资源的

有效利用和共享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环境 ,它为当

今的一些科学难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如

生物领域的后基因计划的解读 、高能物理领域更

深层次物质结构的研究 、哈勃望远镜所获取的大

量宇宙数据的处理 、气象 、地震预报预测等 ,也必

将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

网格的出现为空间信息科学带来了发展的机

遇 ,也对空间信息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传统的

空间信息系统没有能够解决空间资源的有效共享

和充分利用 ,WebGIS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部分空

间资源如空间数据的共享 ,而网格环境下不仅要

求所有可共享的资源实现充分共享 ,而且强调资

源共享的一体化管理 。

空间信息技术所处理的空间数据不同于一般

的文档数据。空间数据的空间特征 、空间关系特

征和非结构化特征使得空间数据的管理和检索有

别于一般的文档数据 。空间数据的时态特性以及

空间数据的多源异构特性即数据内容 、数据模型

和数据格式的差异 ,更加大了空间数据处理的难

度。在网格环境下 ,这些问题仍然存在 ,成为网格

环境下空间信息技术区别于一般网格的根本所

在 ,由此产生了空间信息网格(spatial information

grid , SIG)。

SIG是一种可以汇集和共享各种空间信息资

源 ,进行一体化组织和管理 ,具有按需服务能力的

空间信息基础设施。SIG 是一系列系统的集合 ,

内容涵盖空间信息获取 、管理 、处理和分析应用。

本文从网格技术的角度出发 ,提出了 SIG体

系下包括基础网格(computation grid)、空间数据网

格(spatial data grid , SDG)、空间信息网格(狭义)、

空间知识网格(spatial knowledge grid , SKG)和空间

服务网格(spatial service grid , SSG)的 GIS 网格体

系。这里的空间信息网格(狭义)只是针对空间信

息的网格 ,而前面的 SIG 是针对整个空间信息科

学网格的 。

2　网格技术

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 ,网格至今仍然没

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其中一个比较通用的定义是

“网格是一个一致 、开放 、标准的计算环境的信息

基础设施 ,支持聚合地理上广泛分布的高性能计

算资源 、大容量数据和信息存储资源 、高速测试和

获取系统 、软件和应用系统以及人员等各种资源

的合作问题求解系统的构造”(肖侬 ,2000)。这里

的资源包括存储资源 、计算资源 、数据资源 、信息

资源和通信资源等各种 Internet资源。网格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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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分布和集成 ,是由遍布各地乃至全世界的节

点组成的统一系统。

开放 网 格 服务 体 系 (open grid services

architecture ,OGSA)是公认的网格体系结构。OGSA

把网格软件 Globus 的标准与当前流行的 Web

Services标准结合起来 ,网格服务(grid service)以

Web Services的方式对外界提供。OGSA采用包括

构造层 、连接层 、资源层 、协作层 、应用层的 5层沙

漏模型作为网格结构 ,构造层是本地控制的接口;

连接层提供容易和安全的通信;资源层实现资源

共享;协作层实现多种资源的协同;应用层提供具

体行业的应用功能。

基于网格的问题求解称为网格计算 。根据求

解问题的不同 ,又可分为多种网格 ,如用于解决科

学与工程分布式计算问题的计算网格;用于数据

密集型问题处理的数据网格;应用于地震的地震

网格;应用于军事的军事网格 。此外 ,还有正在研

究中的信息网格 、知识网格 、服务网格等 。

3　GIS网格体系

针对 GIS 所涉及的各种空间资源 ,笔者从网

格的角度提出了GIS 网格的概念 。GIS 网格是空

间资源共享与协作的虚拟空间 ,其中空间资源包

括空间数据 、空间信息 、空间知识和空间服务等 ,

共享是空间资源在网格环境下的共享 ,协作主要

指空间服务之间的协作。

对于 GIS 来讲 ,空间资源的共享和应用也有

空间数据 、空间信息和空间知识的层次区别 。另

外 ,相关资源还有计算资源和空间服务资源。GIS

网格的体系组成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见 ,GIS

的5种网格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关联的 ,

并且有各自的研究内容。其中空间数据网格主要

针对空间数据的可通达性;空间信息网格(狭义)

研究在获得数据之后 ,如何理解和简单使用这些

数据中的信息 ,强调数据的可识别性和有效性;空

间知识网格比空间信息网格 (狭义)更进

一层 ,研究如何利用空间信息进行问题求解和决

图 1　GIS 网格体系

Fig.1　Architecture of GIS Grid

策支持。

1)基础网格是所有应用网格也是 GIS 网格体

系的基础 ,为其他网格应用提供系统基础功能与

接口 ,包括通信机制 、安全架构 、错误检测 、信息架

构和资源管理机制等。目前 ,网格界正在开展对

基础网格的研究 ,并且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如

Globus系统软件。

2)空间数据网格是空间信息网格(狭义)、空

间知识网格和空间服务网格的基础 ,为其提供数

据支持。空间数据网格主要研究海量分布式空间

数据的统一管理和高效访问。空间数据网格的关

键技术包括元数据目录和资源代理等。元数据目

录实现网格中的各种实体对象 ,包括所有空间数

据的统一逻辑视图 ,为空间数据的统一管理和高

效访问打下基础 ,是空间数据网格的核心 ,其信息

注册与发布服务支持新实体的注册和利用元数据

目录进行数据发布;资源代理用于将高层用户的

存储 、检索数据的请求映射为网格的底层操作。

3)空间信息网格(狭义)的目标是要在空间数

据网格的基础上 ,为用户提供一体化的智能信息

服务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信息的处理是分布 、协

作和智能化的 ,用户可以通过单一的入口访问所

有的信息 。信息网格的终极目标是能够做到服务

点播和一步到位的服务。空间信息网格(狭义)主

要研究空间元信息 、空间信息表示 、空间信息的连

通性和空间信息的一致性 。元信息是抽象化了的

对数据对象的描述 ,使得各种信息可以通过元素

属性和值之间的关系对来表达;信息的表示包括

信息存储的表示和信息显示的表示两个方面;信

息的连通性是指把有一定关系(包括语义和逻辑)

的信息从逻辑上连接在一起 ,在不考虑安全限制

的前提下 ,从一个信息源可以到达任何连通的另

一个信息源;空间信息的一致性主要是指GIS 语

义互操作 ,着重解决地理信息的语义冲突 ,即现实

世界由于对象分类定义的差异导致的分类几何描

述以及模式的差异性 ,保证使用过程中空间信息

的准确性 ,以及在转换过程中语义的完整性和不

损失性。

4)空间知识网格研究空间知识的组织和管理

方法 ,其中知识管理包括知识重用 、知识转换和认

知过程模型。空间知识网格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智

能 、高效 、协作的问题解决和决策支持平台 ,它以

空间数据网格和空间信息网格(狭义)为基础 。

5)空间服务网格研究GIS 功能服务的统一管

理和高效访问 ,为其他 GIS 网格提供功能服务。

空间服务网格的关键技术是空间服务的元数据目

录 ,提供网格环境中所有空间服务的统一逻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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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空间服务网格的实现可以参考Web Service

的四层架构 ,通过HTTP 协议完成底层信息传输 ,

通过 SOAP 规范完成服务触发 ,通过 WSDL 语言

完成服务描述 ,通过 UDDI 规范构建空间服务的

元数据目录 ,完成服务的注册 、查找和发现。

从以上论述可知 ,GIS 网格体系基本涵盖了

当前WebGIS研究的主要内容(如图 2所示)。GIS

网格体系的空间数据网格 、空间信息网格(狭义)、

空间知识网格和空间服务网格大致与Web GIS的

联邦空间数据库 、GIS 数据互操作 、空间分析决策

服务和GIS功能互操作相对应 。

图 2　Web GIS 组成

Fig.2　Component of Web GIS

4　空间数据网格结构设计

GIS网格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内容涉及网格

环境下GIS技术的各个方面 ,因此 ,本文未对 GIS

网格的各个网格技术都作深入的探讨。基础网格

是网格界研究的重点内容 ,所以本文以处于 GIS

网格体系下层的空间数据网格为例作一些探讨。

空间数据网格的逻辑结构和活动如图 3 、图 4

所示 ,其核心部分是元数据目录和资源代理 。由

于网格环境下不可能只有一个元数据目录服务

器 ,因此 ,元数据目录的设计必须满足所有的元数

据目录能够相互连接 ,形成一个统一的逻辑视图。

这样 ,在使用元数据目录进行信息发现时 ,元数据

图 3　空间数据网格的逻辑结构图

Fig.3　Logical Architecture of SDG

图 4　空间数据网格的活动图

Fig.4　Activity Diagram of SDG

目录服务器之间能够互相协作 ,高质量地完成信

息发现的任务 。

5　结　语

本文从网格的角度对网格环境下 GIS 的体系

结构进行了分析和划分 ,提出了具体的研究目标

和关键技术 。GIS 网格并不是当前 WebGIS 的完

全替代 , 而是在网格环境下对 WebGIS 的升级。

WebGIS 原有的许多理论和技术 ,如 GIS 互操作

等 ,仍然是 GIS 网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研究

和深入 ,GIS 网格必将成为 Internet上空间资源自

由共享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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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rchitecture of GIS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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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develops the architecture of GIS grid , including basal grid , spatial data grid , spatial

information grid , spatial knowledge grid and spatial service grid.Spatial data grid is the foundat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narrow sense), spatial knowledge grid and spatial service grid.The uniform

management and efficient access of massive , distributed spatial data are studied with emphasis on spatial

data grid.Spatial metadata , expression of spatial information , connectivity of spatial information and

consistency of spatial information are studied with emphasis on spatial information grid (narrow sens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patial knowledge are studied with emphsis on spatial knowledge grid.

Spatial service grid provides function service for other GIS grid.The uniform management and efficient

access of GIS function service are studied with emphasis on spatial service grid.

Key words:grid;GIS grid;spatial information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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