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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工作流技术的动态ＧＩＳ服务链的实现方法，该方法使用抽象ＧＩＳ服务组合服务链，

由ＧＩＳ服务动态选择机制将抽象服务映射到具体服务，并结合工作流技术，将工作流描述语言描述的ＧＩＳ服

务链流程送入工作流引擎，由工作流引擎管理和监控服务链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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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ＩＳ在各领域和各行业部门的广泛应用，使

得网络环境下的地理信息的共享和互操作成为组

织和部门间的迫切要求。目前，空间信息的共享

主要采用数据转换的方式，这种方法从数据角度

考虑互操作，是数据的集成，而没有考虑数据处理

方面［１］。分布式异构网络环境下 ＧＩＳ数据和功

能的动态按需集成是ＧＩＳ进一步发展的目标。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的出现为实现分布式异构

网络环境下的ＧＩＳ集成和互操作提供了新的解

决方案。通过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技术，不仅可以将空

间数据封装成 Ｗｅｂ服务，而且也可以将空间数据

的处理功能封装成 Ｗｅｂ服务；不仅可以实现空间

数据的互操作，也可以实现空间数据处理功能的

互操作。封装后的ＧＩＳ数据服务和处理服务与

其他非空间信息服务之间使用相同的访问协议和

机制，不仅可以实现ＧＩＳ服务之间的互操作，还

可以实现ＧＩＳ服务与其他非空间服务之间的互

操作。

在ＧＩＳＷｅｂ服务蓬勃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

ＧＩＳＷｅｂ服务被发布到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供大众使用。

如何动态组合现有的ＧＩＳＷｅｂ服务完成用户特

定的任务是目前研究的重点，为此本文提出了基

于工作流技术的动态ＧＩＳ服务链集成方法。

１　犌犐犛服务链研究

随着 Ｗｅｂ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ＧＩＳ服务将

取代传统的 ＧＩＳ软件。用户获取和操纵空间数

据，不再需要拥有和维护整套的 ＧＩＳ软件，只需

要调用网络上相应的ＧＩＳ服务，完成特定的任务

即可。服务提供商负责维护空间数据的现势性以

及服务的可用性，用户只需在需要时调用服务，得

到最新的数据和数据处理功能。目前网络上的

ＧＩＳ服务大多只能完成单一的功能，但是用户的

要求是各种各样的，为了满足用户的特定需求，需

要将各种服务组合起来，相互协作，完成更复杂的

任务。为了实现 ＧＩＳ Ｗｅｂ服务组合，ＯＧＣ 在

ＩＳＯ１９１１９服务体系结构规范中提出了服务链的

基本概念，并根据用户控制程度的不同，将服务链

划分为三种类型：用户自定义（透明）链、流程管理

（半透明）链和集成服务链（不透明）［２］。

在透明链中，用户查找服务，定义和控制服务

的执行顺序，用户具有完全控制能力，了解所有

细节，因此透明链对用户的要求高，要求用户具有

查找和组合服务的知识。

不透明服务链又叫集聚服务。在集聚服务

中，所有的服务聚集在一起，并以单个服务的形式

展现给用户。该聚集服务处理隐藏在其中的所有

单个服务的协作问题，用户不知道在聚集服务背

后隐藏的一系列服务。用户依赖聚集服务来执行

预先定义好的服务链，集聚服务对用户来说将是

个“黑箱”，用户对集聚服务的控制能力差。

在半透明链模式中，存在一个流程服务，由它

控制服务链的执行，用户可以监控链的执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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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服务可以使用工作流服务实现。ＩＳＯ１９１１９中

指出，该模式的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在用户执行之

前，已存在一个预先定义的服务流程。因此该模

式要求用户预先指定服务流程，并将指定的流程

送入工作流引擎执行，通过工作流管理系统监控

服务链中服务的执行。

通过对以上三种 ＧＩＳ服务链的分析可以看

到，透明链中服务的选择、组合、执行、监控一切由

用户控制，对于用户的要求高，只适合专业用户；

不透明链使用聚集服务封装了服务链的内部状

态，用户无法了解服务链内部运行状况，用户的控

制能力差；半透明链利用工作流技术带来的业务

逻辑与应用逻辑分离的优点，以及工作流管理系

统的监控能力，结合了透明链的灵活性和不透明

链的简单性，是三种服务链中最灵活的一种［３］。

半透明链要求用户预先定义好服务流程，然

后送入工作流管理服务解释执行，由工作流服务

执行服务链，将结果返回给用户。用户动态发现

和组合ＧＩＳ服务链是ＧＩＳ服务链研究和实现的

难点，为此，本文提出了动态服务发现机制，该机

制根据服务类型和用户的特定要求动态查找满足

用户要求的服务，组成服务链。通过服务的动态

选择机制，可以极大地降低用户在服务选择中的

参与，提高服务链组合的效率。

２　服务链的动态选择机制

为了实现动态选择机制，本文提出了以下基

本概念。

抽象 ＧＩＳ服务：代表标准 ＧＩＳ服务接口规

范，如ＯＧＣ的 Ｗｅｂ地图服务、Ｗｅｂ要素服务等。

抽象服务具有服务接口以及接口参数的描述，没

有具体的访问地址和访问协议。

具体ＧＩＳ服务：是抽象服务的实例，实现了

抽象服务中定义的接口，具有具体的访问地址，可

以通过指定的访问协议访问。

动态服务映射：根据用户的要求和喜好，将满

足条件的具体ＧＩＳ服务动态映射到抽象ＧＩＳ服

务。

动态服务选择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将 ＧＩＳ标

准服务接口规范抽象为抽象ＧＩＳ服务，所有实现

了该抽象ＧＩＳ服务接口定义的服务称为具体ＧＩＳ

服务。具体服务具有访问地址，可以被调用，是抽

象服务的可访问实例，抽象服务与具体服务的关

系如同面向对象编程语言中的类与对象的关系。

动态服务选择机制的前提是，对于某个抽象

服务，有多于一个的具体服务实现了该抽象服务

定义的服务接口。目前，ＯＧＣ和ＩＳＯ／ＴＣ２１１联

合推出的ＧＩＳ数据服务接口已经被业界广泛接

受和采纳，越来越多的遵循 ＯＧＣ服务接口的服

务被发布到网上供用户使用。随着分布式 ＧＩＳ

数据和功能服务接口的不断成熟，将有越来越多

的具体服务被发布出来，服务越多，越能体现服务

的动态映射机制的效率。

抽象服务便于用户理解。例如用户只需简单

知道 Ｗｅｂ要素服务可以提供矢量数据，而不必了

解 Ｗｅｂ要素服务繁多的调用参数。用户可以通

过抽象服务轻松地组合服务链，例如为了实现购

房分析任务，用户可以选择两个 Ｗｅｂ要素服务，

一个用来提供武汉市房地产数据，一个用来提供

武汉市主干道数据；选择一个缓冲区服务，其输入

为提供武汉市主干道数据的 Ｗｅｂ要素服务的输

出；选择一个叠加服务，其输入为缓冲区服务和提

供房地产数据的 Ｗｅｂ要素服务的输出。在这个

服务链的组合过程中，用户不必关心抽象服务的

接口、参数等细节，只需关注服务链的流程。

抽象服务是不可执行的服务，由抽象服务组

成的服务链是不可执行的抽象服务链。抽象服务

链关注服务链的功能和业务流程，当抽象ＧＩＳ服

务链的所有抽象服务全部映射为具体服务时，抽

象服务链变成可以执行的具体服务链。

服务的动态选择机制负责将抽象服务根据服

务类型和用户要求映射为具体服务。服务的动态

选择机制查找ＵＤＤＩ注册中心，选择所有实现了

抽象服务接口定义的具体服务。满足抽象服务接

口定义的具体服务往往多于一个，动态选择机制

根据用户的指定要求筛选服务，根据一定的打分

规则选择最能满足要求的具体服务，将该具体服

务映射到抽象服务，实现抽象服务到具体服务的

动态映射。ＧＩＳ服务链的动态选择机制见图１。

图１　ＧＩＳ服务链的动态选择机制

Ｆｉｇ．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ｉｎｄ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ＧＩ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ａｉｎ

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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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工作流标准的动态犌犐犛服务

链的设计构架

　　复用性和集成性是ＧＩＳ服务链的重要特点。

结合工作流技术，可以实现分布式ＧＩＳ服务链的

复用和集成。工作流是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定

义、执行并监控的经营过程。工作流技术最大的

优点是实现了应用逻辑和过程逻辑的分离，在过

程逻辑的建立过程中可以不考虑应用和资源的异

构性，工作流模型在逻辑上屏蔽了不同资源的异

构性，但是没有解决分布式异构环境中资源的互

操作问题，而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恰好提供了对分布式

异构资源的互操作能力，因此工作流和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的结合提供了逻辑和应用两个层面的互

操作能力［５，６］。传统的工作流模型面向人机交

互，而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面向服务间的自动发现和调

用，因此传统的工作流模型并不适合组合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业务流程。目前基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工

作流标准包括ＩＢＭ 提出的 ＷＳＦＬ、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提

出的ＸＬＡＮＧ、Ｗ３Ｃ提出的ＷＳＣＩ以及ＩＢＭ联合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等公司提出的 ＢＰＥＬ４Ｗ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Ｆｏｒ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其中ＢＰＥＬ４ＷＳ是 ＷＳＦＬ和ＸＬＡＮＧ的结合物，

目前已经成为业界标准。ＢＰＥＬ４ＷＳ吸取了 ＷＳ

ＦＬ和ＸＬＡＮＧ两者的优点，同时摒弃了一些复

杂繁琐的部分，形成了一种较为自然的描述商业

活动的抽象高级语言［４］。本文将在ＢＰＥＬ４ＷＳ标

准上讨论动态ＧＩＳ服务工作流的动态选择机制。

ＢＰＥＬ４ＷＳ具有强大的流程描述能力，将

ＧＩＳ服务链转换成ＢＰＥＬ４ＷＳ流程描述，有利于

服 务 链 流 程 的 复 用。使 用 ＸＭＬ 描 述 的

ＢＰＥＬ４ＷＳ便于存储、传输和共享。另外，使用

ＢＰＥＬ４ＷＳ描述的ＧＩＳ服务链流程，可以送入到

众多的遵循ＢＰＥＬ４ＷＳ标准的工作流引擎中，利

用工作流引擎的执行、监控能力提高ＧＩＳ服务链

的执行和管理效率。

ＢＰＥＬ４ＷＳ工作流描述语言已经成为业界的

标准，很多软件提供商提供了与此标准兼容的工

作流引擎，如ＩＢＭ 公司推出的ＢＰＥＬ４Ｊ、Ａｃｔｉｖｅ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ｓ公司推出的 ＡｃｔｉｖｅＢＰＥＬｅｎｇｉｎｅ、Ａｃ

ｔｉｖｅＷｅｂｆｌｏｗＴＭ 和 Ｏｒａｃｌｅ 公 司 推 出 的 ＢＰ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ｒ等，这些工作流引擎中有开源软

件，也有商业产品。由于遵循相同的工作流描述

语言标准，使得用户定义的工作流可以送入不同

工作流引擎执行，并且由不同工作流引擎发布的

工作流服务可以相互调用和集成。

利用工作流技术的动态 ＧＩＳ服务链的设计

框架如图２。

图２　结合工作流技术的动态

ＧＩＳ服务链的框架结构

Ｆｉｇ．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Ｉ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ａ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Ｗｏｒｋｆｌｏｗ

４　动态犌犐犛服务链实例分析

假设一个普通的网络用户，希望借助ＧＩＳ数

据和功能服务的组合，找到满足自己要求的房地

产项目，为自己买房投资作出决策。该用户不具

有ＧＩＳ专业知识，但是了解基本的 ＧＩＳ服务功

能，例如 Ｗｅｂ要素服务可以获得空间数据，缓冲

服务可以获得指定地物的缓冲区，叠加服务可以

将两个图层数据叠加等。该用户为了工作生活方

便，希望为自己购买一套交通方便的住房。用户

的目标是通过服务链的组合，找到武汉市区内主

要道路５０ｍ范围内的房地产项目。

用户使用 ＧＩＳ抽象服务构造的 ＧＩＳ服务链

如图３，该服务链流程转换成ＢＰＥＬＷＳ工作流描

述语言描述后，送入ＢＰＥＬ４Ｊ工作流引擎执行，执

行结果如图４。

５　结　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ＧＩＳ服务链动态选择机制，

该机制允许用户使用代表ＧＩＳ服务类型的抽象

服务组合服务链，并为每个抽象服务指定用户的

要求或喜好，服务动态选择机制根据服务类型和

用户的要求动态查找服务注册中心，返回最符合

用户要求的ＧＩＳ具体服务。ＧＩＳ服务链动态选择

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服务选择效率，减少用户手

工查找服务的时间。为了满足 ＧＩＳ服务链的复

用性和分布性，本文结合工作流技术，提出了基于

工作流标准的动态ＧＩＳ服务链的设计构架，并给

出了动态ＧＩＳ服务链的应用实例。

４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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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使用抽象服务构建ＧＩＳ服务链

Ｆｉｇ．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ＧＩ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ａｉｎＵｓ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图４　服务链执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ＧＩ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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