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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网格环境下数据发现和访问的关键问题是应用元数据管理和拷贝元数据管理，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

一种元数据分类管理机制。该机制定义了数据模型和应用元数据模式，采用了分类存储的方式对不同的元数

据进行管理，并设计了一个基于向导的查询智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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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网格是一个用于大型科学数据集分布式

管理与分析的体系结构。在高能物理、全球气候

模拟、生物计算等许多科学研究和应用领域中，不

仅需要大量的计算，而且需要处理ＰＢ级并且地

理上广泛分布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过

开发专门的存储管理体系结构来对这些广域分布

的数据进行管理和协同工作，即数据网格。在数

据网格中，数据是分布的、异构的、海量的，因而如

何有效地管理这些数据，使用户能够高效地发现

和访问数据成了人们研究的焦点。国际上对数据

网格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具体见文献［１～７］。

本文提出了一种数据网格的元数据分类管理机制

ＭＣＭＭ（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１　元数据定义

数据网格的元数据包括应用元数据、系统元

数据和拷贝元数据。元数据应尽量采用统一的结

构来描述，但这对于应用元数据而言比较困难，主

要是因为不同应用之间的差别较大。目前，关于

应用元数据的描述主要有两条途径：① 使用各自

领域的科学家定义的元数据规范［８］；② 采用

ＸＭＬ语言对应用元数据进行描述。ＭＣＭＭ 采

用ＸＭＬ语言来描述应用元数据，并且定义了应

用元数据模式，对不同的元数据采用分类存储的

方法来管理。

１．１　数据模型

文献［９］采用存储系统和文件实例方式来抽象

底层的数据，ＭＣＳ采用逻辑文件的方式抽象了文

件系统，但它仅限于文件系统。ＭＣＭＭ 采用与

ＭＣＳ相似的逻辑结构对数据进行抽象，但对其结

构单元重新进行了定义，其逻辑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ＭＣＭＭ的逻辑结构

Ｆｉｇ．１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ＣＭＭ

　　在 ＭＣＭＭ 中，逻辑文件被定义为一个可进

行读、写、创建、删除等操作的实体。它可以是一

个文件，也可以是数据库表，ＭＣＭＭ 把这些底层

可读写的物理单元抽象成一个更高层次的逻辑文

件，目的是为了使不同的用户进行一致的、透明的

访问，即用户看到的只是逻辑文件，不需要知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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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数据的存储方式和存储位置。

逻辑集是容纳和管理逻辑文件或逻辑集的实

体，它可以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一个管理机构，

如数据库管理系统。一个逻辑集可以容纳一个或

多个逻辑文件或逻辑集，但不能循环嵌套逻辑集；

同时，一个逻辑集也可以为空。ＭＣＭＭ 还规定

一个逻辑文件只能属于一个逻辑集，一个逻辑集

也只能属于另一个逻辑集，或者为根逻辑集。

ＭＣＭＭ定义的逻辑结构，实际上是数据存

储的拓扑结构，它反映了网格节点的关系。但这

种关系并不适合用户，因此，ＭＣＭＭ 定义了逻辑

视图。逻辑视图由一个或多个逻辑文件、逻辑集

或视图组成。它和逻辑集比较类似，但它并不影

响逻辑集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仅仅是用户定义的

逻辑视图，并不是实际存储结构。

１．２　元数据模式

根据§１．１定义的数据模型，ＭＣＭＭ定义了

应用元数据模式，包括逻辑文件元数据、逻辑集元

数据和视图元数据，其定义如下。

定义１　ＬＦＭ＝（ＬＦＮ，ＳＴＴ，ＬＦＤ，ＶＡＬ，

ＣＲＴ，ＣＲＡ，ＶＥＲ，ＬＭＴ，ＬＭＡ，ＦＬＣ，ＵＡＯ）。

该１１元组定义逻辑文件元数据，其中ＬＦＭ

是逻辑文件元数据模式名称；ＬＦＮ 是逻辑文件

名，由元数据命名空间定义，惟一标识一个物理实

体；ＳＴＴ指存储类型，说明该逻辑文件实际的存

储类型，如文件系统；ＬＦＤ描述该逻辑文件的主

要信息；ＶＡＬ描述逻辑文件当前是否是可用的；

ＣＲＴ指创建时间；ＣＲＡ指创建者；ＶＥＲ为版本

描述；ＬＭＴ为最后修改时间；ＬＭＡ为最后修改

者；ＦＬＣ描述其所属的逻辑集名；ＵＡＯ属性指明

自定义属性在元数据存储系统中的关键值。

定义２　ＬＣＭ＝（ＬＣＮ，ＣＲＴ，ＣＲＡ，ＬＣＤ，

ＦＬＣ，ＳＢＬ，ＵＡＯ）。

该７元组定义逻辑集元数据，其中，ＬＣＭ是逻

辑集元数据模式名称；ＬＣＮ是逻辑集名，由元数据

命名空间定义，惟一标识一个物理实体；ＬＣＤ描述

物理上组织或管理机构的信息；ＳＢＬ列出其容纳的

逻辑文件名和逻辑集；其他属性描述同上。

定义３　ＬＶＭ＝（ＬＶＮ，ＣＲＴ，ＣＲＡ，ＬＶＤ，

ＳＢＬ，ＵＡＯ）。

该６元组定义逻辑视图元数据，其中，ＬＶＭ

是逻辑视图元数据模式名称；ＬＶＮ是逻辑视图

名，用户定义的惟一标识一个逻辑视图；ＬＶＤ描

述视图的组织信息；ＳＢＬ列出其容纳的逻辑文件

名、逻辑集或逻辑视图；其他属性描述同上。

２　元数据分类管理机制

２．１　数据的发布、发现和访问

数据网格中有很多机构，这些机构在地理位

置上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位于同一个节点的；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数据，而且是数据的拥有者，

对数据有最高的权限；每个机构可以动态地加入

到网格中，发布自己的数据，同时也可以离开网

格，收回自己的数据。当网格中有新的节点要加

入网格时，它必须向网格门户发送自己的请求，经

合法验证后，目录管理会在合适位置添加新的逻

辑集条目，其系统元数据则通过拷贝管理添加到

元数据管理系统中；当该网格节点要发布新的数

据时，目录管理则会在该逻辑集所属的位置下添

加新的逻辑文件条目，并通过拷贝管理在拷贝元

数据中增加该逻辑文件的主拷贝［１０］信息。

数据发现和访问流程如图２所示，它包括５

个部分：基于向导的查询智能体（ｇｕｉｄｅｂａｓｅｄ

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ｎｔｉｔｙ，ＧＱＩＥ）、目录管理、拷贝

管理、ＬＤＡＰ（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ａｃｃｅｓｓｐｒｏｔｏ

ｃｏｌ）数据库和元数据存储系统。ＧＱＩＥ主要负责

用户和底层服务的交互，目录管理则负责管理网

格中的逻辑文件，拷贝管理则管理网格中逻辑文

件拷贝的映射和拷贝文件的维护；ＬＤＡＰ数据库

则负责存储和提供查询网格中的应用元数据；元

数据存储系统负责存储用户自定义的元数据、系

统元数据和拷贝元数据。

图２　数据发现和访问流程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Ｄａｔａ

２．２　元数据的分类管理

数据网格主要有三种元数据：应用元数据、系

统元数据和拷贝元数据。它们的组织方式、组织

结构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其存储方式也不可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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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采取一致的存储方式，而是各种存储方式并存，

这样可以提高元数据储存和查询的效率。

ＭＣＭＭ针对数据网格的元数据组织结构采取

了３种不同的存储方式：ＬＤＡＰ数据库存储、对象

关系型存储和普通关系型存储，其中对象关系型存

储和普通关系型存储统一归为元数据存储系统，如

图２所示。在ＭＣＭＭ中，通过目录管理和拷贝管

理两个中间组件来管理三种元数据的发布和访问。

２．２．１　目录管理

前面定义了数据模型和应用元数据模式，其

组织结构具有分层特性，而且是分布式的。对于

这样的元数据，ＭＣＭＭ 采用了基于ＬＤＡＰ协议

的ＯｐｅｎＬＤＡＰ来提供目录服务和管理，图２所示

的目录管理作为一个基于ＬＤＡＰ数据库的组件，

它主要管理逻辑文件元数据、逻辑集元数据和视

图元数据的发布、访问、修改和删除，同时响应

ＧＱＩＥ的请求。

２．２．２　拷贝管理

在数据网格中，当用户对数据进行分析时，通

常是需要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数据，每次协

同分析都要从网络上传输大量的数据。为了减少

通过广域网访问数据的时间，可以先从其他存储

位置复制一部分数据在本地机器上；或在多个位

置存放某一数据，当某个节点需要这些数据时，可

以从访问效率最高的存储节点上获取所需数据。

这些都产生了一份数据在整个网格组织中的多个

拷贝，拷贝管理需要管理这些拷贝的元数据，它主

要包括如下功能。

拷贝创建：根据用户的访问活动或系统管理

员命令创建新的拷贝，同时收集新拷贝的信息，包

括拷贝文件名、文件描述、文件类型、文件大小、存

储类型、创建时间等。当数据的拥有者第一次发

布数据时，它必须在此创建主拷贝，即原始数据。

拷贝定位：即拷贝匹配，为用户选择最优的拷

贝，加快访问时间，以提供位置透明性和时间透明

性。它接收ＧＱＩＥ发送的策略信息，分析根据逻

辑文件名搜索到的所有拷贝文件，从中选择最符

合策略信息的拷贝文件。

拷贝维护和管理：系统对数据的不同副本进

行统一管理，处理负载平衡。

此外，拷贝管理还负责系统元数据管理，包括

元数据的新增、修改、删除等。

３　基于向导的查询智能体

ＭＣＭＭ对不同的元数据采取不同的存储方

式，如应用元数据采用ＬＤＡＰ存储，拷贝元数据

采用关系数据库存储，用户自己定义元数据采用

对象关系数据库存储，因此，用户可能需要采用多

种方式和元数据管理进行交互，但用户访问应该

是透明的，也就是说，用户并不知道底层元数据是

如何组织和存储的。因此，本文设计了一个基于

向导的查询智能体向用户提供服务，使用户能方

便地发现和访问元数据。在该智能体中，设计了

用户接口，它能够通过提问回答
［１１］的方式来收

集用户信息和策略信息（访问策略），然后交给底

层的服务来处理。如图３所示，它由上下两层组

成，上层为用户接口，提供向导界面；下层为中介

层，作为用户和底层服务的交互器。

图３　基于向导的查询智能体

Ｆｉｇ．３　Ｇｕｉｄｅｂａｓｅｄ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Ｅｎｔｉｔｙ

ＧＱＩＥ智能体提供用户接口、查询转换、服务

调用和移动代理服务。下面举例说明各服务的功

能。假设用户想得到一张湖北省的地形地貌图，

首先，用户进入 ＭＣＭＭ的门户网站，可以看到该

网格提供的服务，如地图显示、空间分析等。然

后，用户可以选择地图显示。当用户选择的时候，

用户接口还提示用户选择一些访问策略信息，如

文件大小、访问时间、发布时间、版本等。在获得

这些信息之后，中介层就通过移动代理启动一个

代理服务来负责与该用户交互，此时移动代理则调

用该层的查询转换，把用户输入或选择的信息转换

成查询语句，然后移动代理再把查询语句发送给服

务调用，它负责调用目录管理，然后获得相关的元

数据，之后，移动代理再通过服务调用调用目录管

理，直到获得所需要的数据和数据的访问信息，最

后由数据访问器获得数据。其中还有一种可能，就

是数据拷贝不在本地，那么拷贝选择服务则需要考

虑是重新拷贝，还是从其他的拷贝点获得数据。如

果是从拷贝点获得数据，则移动代理就需要移动到

拷贝节点，负责在用户和拷贝节点之间架起一个

通讯隧道，由拷贝节点的数据访问器访问拷贝数

据，然后通过ＧｒｉｄＦＴＰ
［１２］传输数据。

４　模拟实验

对以上讨论的 ＭＣＭＭ 机制，笔者进行了大

量的模拟测试，以局域网为基础组建了数据网格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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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拟实验环境，实验时，作了如下约定。

１）ＭＣＭＭ 中 的 ＬＤＡＰ 数 据 库 为 Ｏｐｅｎ

ＬＤＡＰ２．２．１８数据库，元数据存储系统为Ｏｒａｃｌｅ９ｉ；

２）在单一元数据存储方式中，用 Ｏｐｅｎ

ＬＤＡＰ２．２．１８数据库作为元数据的管理；

３）搜索时间为目录管理搜索到逻辑文件名

所需要的时间；

４）匹配时间为拷贝管理按用户策略从逻辑

文件的拷贝集中匹配到最符合策略的拷贝文件所

需的时间；

５）文件发现时间等于搜索时间与匹配时间

之和。

图４说明在简单策略环境下，当拷贝数量逐

渐增加时，ＯｐｅｎＬＤＡＰ发现拷贝文件的效率都比

ＭＣＭＭ高；图５说明在复合策略环境下，随着拷

贝文件数量的增加，ＭＣＭＭ 发现拷贝文件的效

率高于 ＯｐｅｎＬＤＡＰ。图中横坐标表示逻辑文件

的拷贝数量，纵坐标表示文件发现时间。

图４　简单策略下发现拷贝数据性能图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ＲｅｐｌｉｃａＤａｔａ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ｙＳｉｍｐｌｅＰｏｌｉｃｙ

图５　复合策略下发现拷贝数据性能图

Ｆｉｇ．５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ＲｅｐｌｉｃａＤａｔａ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ｙＨｙｂｒｉｄＰｏｌｉｃｙ

大量的实验表明，ＯｐｅｎＬＤＡＰ是一种高效的

分层元数据存储机制，但只适合于单一的访问策

略；当访问策略变得复杂时，ＭＣＭＭ 随着拷贝数

量的增加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因此，随着数据网

格的复杂性的增加，ＭＣＭＭ 的优势将会越来越

明显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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