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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服务器技术在WebGIS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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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研究WebGIS 三层结构模式和多服务器技术的基础上 , 提出了一个扩展的多服务器处理 GIS 客户请

求的模型。在建立该模型的过程中 ,根据 GIS 服务的特性 ,采用 GIS 数据的多级存储和索引技术 、AOI数据区

域管理方法和动态负载牵移策略来实现多服务器之间的负载平衡 , 使得多台服务器能快速处理 GIS 客户的请

求 ,为用户提供稳定 、快捷的GIS 功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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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多是基于客户/服务

器的二级结构模式构建的 。随着应用规模的扩展 、

网络上异种资源类型的增多 ,开发 、管理和维护的

复杂程度将会加大 ,而且采用这种结构建设We-

bGIS时 ,缺乏关键事务处理的安全性与并发处理能

力。因此 ,基于浏览器/服务器(Browser/Server)的

三层或多层结构模式迅速得到发展 ,并已成为当前

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应用结构模式
[ 1 ,2]

。

在三层或多层结构的网络地理信息系统(以

WebGIS为主)中 ,Web 服务器将整个应用逻辑和

规则驻留其上 ,只有表示层存在于客户端 ,极大地

减轻了客户端的负担。在这种结构中 ,扩展地理

信息处理与服务功能只需增加中间层服务器(应

用服务器)即可满足需要。应用服务器支持多种

数据库和数据类型 ,并通过对象中间件技术(Ja-

va 、DCOM及 CORBA),在网络上搜寻对象应用程

序 ,完成对象间的通信 。这样便屏蔽了网络通信

的细节 ,能实现无缝透明连接 。

基于三层客户机/服务器模式的 WebGIS 服

务模型功能软件平台在逻辑上可以简单地分为用

户浏览器 、GIS 功能中间件和 GIS 数据存储服务

器三部分
[ 3 ,4]

。

1　多服务器技术

多服务器是指物理上相互独立 ,而逻辑上单

一的一组网络计算机集群系统 ,以统一的系统模

式加以调度和管理 ,为客户工作站提供高可靠性

的服务 。当一台服务器发生故障时 ,驻留其上的

应用和数据将被另一节点服务器自动接管 ,客户

能很快连接到新的服务器上。系统资源的切换完

全是自动的 ,而且对用户来讲是透明的
[ 5～ 9]

。

1)负载调控器

负载调控器为多服务器系统提供了负载与系

统信息的监控 、负载初始化分配 、动态资源调度与

任务迁移等功能 。负载调控器和Web应用服务

器不能运行在同一服务器上 ,负责监控各后台服

务器的当前负载;接收用户的请求 ,维护请求等待

队列 ,将用户请求传送到合适的服务器等待响应;

根据一定的算法 ,通过对服务器之间的负载调度 ,

实现多服务器之间的负载平衡 。

2)对象实例管理服务器

对象实例管理服务器对应于系统中每一台具

体的服务器 ,它负责管理该服务器 ,获取当前服务

器的运行参数和运行状态 ,将这些参数返回给负

载调控器。任一台服务器发生故障时 ,该机器上

的对象实例管理服务器则停止工作 ,并将停止状

态报告给负载调控器 ,以便让其进行负载的重新

调配 ,让其他的服务器接管该服务器的服务 。

3)Web应用服务器

Web应用服务器和对象实例管理服务器运行

在同一台节点服务器上 ,主要实现业务逻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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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接收到客户请求后 ,进行后台应用处理 ,并

将处理后的结果直接通过 Internet返回给用户端 ,

该结果数据不再通过负载调控器转发。

2　扩展的多服务器技术及其在We-
bGIS中的应用

　　在多服务器系统中 ,为实现系统的容错管理 ,

需要若干台完全相同的服务器进行备份 ,任何一

个服务请求同时发送到所有的服务器进行处理 ,

客户端只接收第一个到达的结果数据 ,任一台服

务器发生故障时 ,其他的服务器都可以接管该服

务器的功能 。Guang 采用了一个主服务器对象和

一个从服务器对象一一对应的方式来实现容错 ,

从服务器仅备份主服务器对象的状态和请求队

列 ,在主服务器对象正常运行的时间里 ,从服务器

处于空闲状态
[ 8]
。显然 ,这种情况会造成从服务

器资源的极大浪费。

对此 ,本文在三层客户/服务器和多服务器结

构的基础上 ,将服务器上的对象实例管理服务器的

功能进行扩展 ,提出了一个扩展的多服务器We-

bGIS应用模型 ,以实现多服务器系统的容错管理和

合理的动态负载调度。这在WebGIS 的应用中 ,可

以减轻服务器由于相互备份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

消耗 ,可以让系统有更多的资源来进行 GIS 的数据

操作和处理计算。其结构如图 1所示 ,其中的服务

器结构图如图2所示(图中的虚框部分)。

图 1　扩展的多服务器系统结构图

Fig.1　Multi-server System Extent Infrastructure

　　在该结构中 ,负载调控器主要负责客户的请

求管理 ,它是客户请求服务的入口 ,在整个系统启

动时启动 ,在系统退出时停止。它把接收到的客

户请求生成一个请求队列 ,然后根据各个对象管

理服务器获得的各应用服务器的负载信息 ,将请

求队列里的请求按照负载平衡的原则分配给各应

用服务器 ,使之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响应。

图 2　服务器结构图

Fig.2　Server Architecture

　　在每台服务器中(图 2),均有一个相应的对

象管理服务器 ,负责管理每一节点服务器的信息 ,

并将本节点服务器的运行状态等信息反馈给负载

调控器。对象管理服务器的对象名对于整个系统

来讲是可知的 ,其在节点服务器启动时启动 ,退出

时停止。启动一个节点上的对象管理服务器即表

示该节点正式加入到整个系统之中 。

GIS 功能服务器就是基于三层客户/服务器

模型系统中的GIS功能中间件 。它对本地的空间

数据进行空间分析 、空间查询 ,如空间变换 、缓冲

区分析 、叠加分析 、网络分析等 ,并能提供针对行

业特点的功能服务 。GIS功能服务器与对象管理

服务器不同 ,在任一节点服务器上 ,只有一个对象

管理服务器 ,但是可以有一个或多个 GIS 功能服

务器。在每一台节点服务器上 ,可以提供系统所

有的GIS 功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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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服务器负责存储 GIS所有的空间和

属性数据 。属性数据的存储通过关系数据库进行

后台管理 ,空间数据则以对象的方式通过架构在

关系模型基础上的空间数据对象管理器进行管理

和存储 ,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通过惟一的 ID号进

行关联。

在系统中 ,客户端采用 Java Applet 、ActiveX或

插件的形式 ,将一部分 GIS处理功能驻留在客户

端 ,能完成很多简单而又频繁的 GIS 操作(如平

移 、缩放)。由于不需要时刻向服务器发送任务请

求 ,因此 ,可节省大量的服务器资源 ,以便使服务

器完成更为复杂的计算和处理功能 。

动态负载平衡是指各服务器响应的负载在任

一时刻应该基本均衡 。为了能够实时地响应客户

请求 ,并使每台服务器的负载均衡 ,在最短期望时

间内对客户的请求作出响应 ,其主要解决方法

有
[ 10 ～ 12]

:①数据分级索引存储策略;②AOI管理

及缓冲区策略;③多服务器负载调控策略。

3　实现研究与性能分析

3.1　软硬件的实现

本文提出的应用模型可以通过应用Apache+

Tomcat的Web 服务器来实现 。数据的存储以关

系数据库 Oracle、IBM DB2 或 SQL 等 Client/Server

结构的数据库和文件的方式来存储 。由于Apache

Batik SVG应用软件开发包提供了将空间数据文

件(如 ArcView 的 SHP 、MapInfo 的 MIF/MID交换

格式)转换为SVG应用格式的功能[ 13] ,因此 ,可以

集成 SVG软件包来开发各服务

器的功能接口 。负载调控器可以通过 Java中 RMI

所提供的方法来实现对各应用服务器的管理和任

务的分配。笔者以两台 IBM AS400 AIX服务器和

一台联想Windows 2000 Server进行了多服务器应

用的模拟测试 ,并在 10M带宽下进行了响应时间

的测试 ,得到了很好的实验结果。

3.2　性能分析

1)数据量对响应时间的影响

如图 3所示 ,当数据量在 200Kb以下时 ,响应

时间基本上是一个常数。但是 ,当所要传输的数

据量大于 200Kb后 ,其响应的时间就呈线性增长。

因此 ,为使客户端得到快速响应 ,服务器应减少每

次的数据传输量。应用地理空间数据的分级索引

技术以及AOI空间数据区域的管理方法 ,可以极

大地减少服务器每次传输的数据量 ,从而提高

GIS的Web服务性能 。

2)服务器性能和调度算法对响应时间的影响

当分配静态的请求时 ,利用文中提出的请求

分配策略 ,根据各服务器本身的响应时间和计算

速度 ,可估算出每一个请求所需的等待响应时间。

然后根据最小等待时间原则 ,将该请求分配到相

应的服务器 ,再进行请求的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返

回给客户端。

如图 4所示 ,由于服务器处理速率的不同 ,对

于相同的算法时间复杂度 ,所需的响应时间不同 ,

所以 ,应根据服务器的性能分别测定各服务器的

相应参数 ,再根据所得的参数来计算各个请求所

需的响应时间 ,并进行相应任务的分配 ,以均衡负

载。这在静态请求的分配策略和动态的负载平衡

调度中是必需的。

图 3　数据量对响应时间的影响
Fig.3　Response Time Influenced by

the Quantity of Data

图 4　服务器性能和调度算法对响应时间的影响
Fig.4　Response Time Influenced by the Server

Performance and Control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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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ree-tier network service model of WebGIS and the technology of

multi-server ,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extend model that processing GIS customs web requirement apply-

ing multi-server technology.In the procedure of constructing this model , proposes some methods to bal-

ance the load among servers.Storing and indexing GIS spatial data in multi-scale in database , keeping

client' s AOI data area in client side to decrease the client' s requirement and transforming the load dy-

namically among servers can make the server cluster provide web service stably and quickly for the GIS

client.It is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IS to issue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data on the Inter-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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