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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常用的 ＷｅｂＧＩＳ空间数据缓存技术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 ＷｅｂＧＩＳ空间数据分布式缓存体

系，并通过一个实例对分布式缓存系统的性能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ＷｅｂＧＩＳ；分布式缓存；空间实体；缓存一致性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ＴＰ３９３

　　ＷｅｂＧＩＳ是一种多层结构体系的分布式系

统，不仅空间数据存在分布性，而且 ＧＩＳ应用服

务也存在分布性，因此，大数据量的网络传输速度

和空间信息的分布式处理效率成为影响 ＷｅｂＧＩＳ

系统性能的关键因素。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

研究，并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法［１～４］。

目前，较为常见的 ＷｅｂＧＩＳ空间数据缓存技

术主要应用于服务端，但当缓存的空间数据量较

大和并发访问的用户较多时，服务器端的负担较

重，效率降低；也有一些系统使用客户端缓存技

术，但客户端缓存中的信息不能被其他用户共享，

只能提高单个客户数据请求的响应速度。在通用

Ｗｅｂ系统中，反向代理缓存
［５］（ｒｅｓｅｒｖｅｐｒｏｘｙ

ｃａｃｈｅ）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通用

反向代理缓存是利用Ｃａｃｈｅ来缓存页面文件和对

象，无法直接存储空间对象，因此不能满足空间数

据缓存的要求。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

ＷｅｂＧＩＳ空间数据分布式缓存体系，通过在服务

器端增加一个空间数据反向代理缓存，与服务端

缓存、客户端缓存一起构成分布式缓存结构，充分

发挥各类缓存节点的功效来提高整个 ＷｅｂＧＩＳ

系统的性能。

１　犠犲犫犌犐犛分布式缓存体系

１．１　犠犲犫犌犐犛空间数据分布式缓存体系结构

１）客户端缓存，又称为短期缓存。客户端缓

存的生命周期从客户端和服务器建立连接会话

（ｓｅｓｓｉｏｎ）开始，到会话结束为止。生命周期结束

后，客户端程序将客户端缓存池中的空间数据清

空。客户端缓存中的空间数据，只供本地客户端

使用，其他客户端无法共享。客户端空间数据缓

存通常有内存缓存和文件缓存两种形式。相对文

件缓存而言，内存缓存进行Ｉ／Ｏ 操作的速度更

快，安全性更高，但容量较小。考虑到客户端缓存

的生命周期较短和空间数据的安全性要求较高，

客户端空间数据缓存多采用内存缓存的形式。

２）反向代理缓存。反向代理缓存位于 Ｗｅｂ

服务器上。Ｗｅｂ服务器的功能是向应用服务器

转发客户端的请求和将请求反馈的空间数据传回

给客户端。通过在 Ｗｅｂ服务器中增加反向代理

缓存，可以缓存服务器反馈给客户端的空间数据。

由于一个 Ｗｅｂ服务器可以对应多个应用服务器

和多种类型的客户端（如浏览器、ＰＤＡ、手机），所

以对于不同应用目的的空间数据，反向代理缓存

都会用一个独立的缓存空间来进行管理。对于相

同类型的多个客户端，共享同一代理缓存空间。

与通用反向代理缓存存储页面文件或对象［６］（在

内存或硬盘中）不同，ＷｅｂＧＩＳ反向代理缓存存储

的是空间对象，客户端通常都以空间范围作为请

求条件，因此，ＷｅｂＧＩＳ反向代理缓存无法像通用

反向代理缓存那样，根据文件或对象的标识进行

缓存对象的检索，必须通过建立空间检索机制来

管理和调度缓存空间对象。缓存的空间数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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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在 Ｗｅｂ服务器的内存或硬盘中，存储介质的

选择视具体情况而定。反向代理缓存是客户共享

的，任何可以访问 Ｗｅｂ服务器的客户端都可以访

问反向代理缓存中的空间数据；通过增加反向代

理缓存既可以提高客户端的响应速度，也可以减

轻原来 Ｗｅｂ服务器的负载。

３）服务端缓存。服务端缓存位于应用服务

器上，服务端缓存存储从空间数据库中获取的信

息反馈给客户端的数据。根据客户端请求类型，

Ｗｅｂ服务器会将请求转发给对应的应用服务器，

如果请求的空间数据存在于服务端缓存中，则应

用服务器直接从服务端缓存中取出数据，从而减

少了数据库访问次数，提高了数据获取效率。服

务端缓存相对于客户端而言是共享的，但不同的

服务端缓存之间不能相互共享空间数据。

１．２　犠犲犫犌犐犛空间数据分布式缓存的工作流程

ＷｅｂＧＩＳ空间数据分布式缓存的工作流程如

图１所示，ＷｅｂＧＩＳ客户端程序运行后，根据操作

发送数据请求，客户端程序首先检查本地缓存，如

果有符合请求条件的空间数据则直接返回，否则

向服务器端发送数据请求。服务器端存在反向代

理缓存和服务端缓存两级缓存。Ｗｅｂ服务器接

受请求后，首先检查反向代理缓存中是否存在符

合条件的空间数据，存在则向客户端返回数据，否

则，向应用服务器转发请求，应用服务器同样先判

断本地缓存，决定是否向空间数据库请求数据。

服务器在获取到空间数据后，除了向客户端发送

数据外，还在其对应的缓存中保存一份请求数据

的副本。

图１　ＷｅｂＧＩＳ空间数据分布式缓存体系工作流程

Ｆｉｇ．１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ＷｅｂＧＩ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ａｃ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２　关键技术

２．１　缓存空间数据的选取

建立分布式空间数据缓存，首先要确定哪些

空间数据需要被缓存。根据空间数据的更新速

率，可以将空间数据分为静态空间数据和动态空

间数据。静态空间数据是指更新速度较慢或者长

期不需要更新的空间数据，如基础地理空间数据

和基本保持不变的专题空间数据等，这类数据在

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故可以缓存，其数据一致性

通过缓存一致性维护来保持。对于动态空间数

据，由于其更新速度较快，无法在缓存中保存，否

则可能导致数据的不一致。例如动态船舶位置信

息、ＳＣＡＤＡ实时数据等。因此，在构建 ＷｅｂＧＩＳ

应用时，必须对应用中需要缓存的空间数据进行

选取。空间数据库中的空间实体通常都是以地物

类（层）的形式进行组织的，同一个地物类的空间

实体结构相同，所以只需以地物类作为缓存标识

的目标对象即可。设置的方式有两种：① 在数据

组织时将是否需要缓存的标识作为地物类的一个

属性项；② 在 ＷｅｂＧＩＳ服务端使用配置文件的方

式进行设置，通过读取配置信息可以确定哪些地

物类需要缓存。由于后者灵活性较强，所以在

ＷｅｂＧＩＳ系统中较为常用。

２．２　分布式空间数据缓存的创建

空间数据缓存池中保存的对象是空间实体，

而客户端请求数据通常以空间范围为条件。因

此，如何在缓存池中快速获取请求范围内的空间

实体就成为空间缓存创建的关键。在本文实现的

系统中，采用两种简单而又实用的空间索引技术：

规则网格空间索引和层次网格空间索引［７］。规则

网格空间索引是按照空间数据范围进行规则的网

格划分，根据空间实体范围确定划分网格包含的

对象。层次网格空间索引是将空间数据的范围按

照不同的层次划分为大小相等的网格，每个网格

分配一个动态存储区，全部落入该网格的空间实

体的标识及其外接矩形存入该网格的动态存储

区。在分布式空间数据缓存中，客户端缓存、服务

器缓存（包括反向代里缓存和服务端缓存）中的空

间索引应保持一致，以利于空间数据缓存的管理

和维护［８］。图２表示分布式空间数据缓存结构。

当服务器初始化时，根据数据库中的空间元数据

信息（主要是空间数据范围）在服务端内存中创建

空间索引。客户端请求元数据时，将空间索引下

图２　分布式空间数据缓存结构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Ｃａｃ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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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到客户端保存到客户端缓存中，使客户端和服

务端空间索引保持一致。

２．３　分布式缓存池管理

２．３．１　客户端缓存池管理

客户端缓存池管理采用“先进先出”的策略。

所谓“先进先出”就是指根据空间实体进入客户端

缓存池的先后顺序来确定被丢弃的对象。由于客

户端缓存是短期缓存，可以假设在客户端缓存池

中存放的数据有用度相同，所以当缓存池容量达

到其最大阈值时，可根据空间实体进入缓存池的

先后顺序进行对象丢弃。这种策略最关键的问题

是设置缓存池的最大阈值，最大阈值可以是缓存

空间实体的个数，也可以是缓存空间实体所占的

内存或磁盘空间。根据不同配置的客户端，用户

可以自由调整最大阈值的大小。

２．３．２　服务器端缓存池管理

由于服务器端缓存是长期缓存，存放于其中

的空间实体可被多个客户端共享，因此，每个缓存

空间实体上可以有一个称为有用度的值犕，并设

置一个有用度最小阈值 犕ｍｉｎ。当缓存空间实体

的犕≤犕ｍｉｎ时，表示该空间实体应该被丢弃。有

用度犕 除了与客户端访问空间实体的频率犉 有

关，还和服务器端缓存设置的最大容量阈值与当

前服务器端缓存池占用的容量的比值犛 有关。

可以将犕 表示为：

犕 ＝犉
犪
１ 犛

犪
２

式中，指数犪１ 和犪２ 为服务器端管理员设定的大

于等于０的数值，以决定犉、犛的相对重要性。

服务器端缓存池丢弃空间实体有两种情况：

① 每隔一段时间，服务器端缓存节点都会计算缓

存池中每个空间实体的有用度犕，如果犕 值小于

最小阈值，则丢弃该缓存空间实体。② 当服务器

端缓存空间实体更新时，计算该对象的有用度

犕，如果有用度犕 小于最小阈值，则丢弃该对象，

否则更新对象。

２．４　犠犲犫犌犐犛缓存一致性维护

ＷｅｂＧＩＳ缓存一致性检验是为了保证缓存空

间数据的有效性。常用的缓存一致性处理机制主

要有３种：有效时间（ｔｉｍｅｔｏｌｉｖｅｆｉｅｌｄｓ）、客户验

证（ｃｌｉｅｎｔｐｏｌｌｉｎｇ）和无效协议（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

ｃｏｌ）。

２．４．１　客户端缓存一致性维护

客户端缓存是短期缓存，基于客户端会话一

般不会持续很久的假设，不采取任何措施判断

ＷｅｂＧＩＳ客户端缓存的一致性。采用ＴＴＬ技术

可以避免更新频率过高的数据（如ＧＰＳ实时数据

或其他实时数据）被放入到客户端缓存中。对于

返回的空间数据都设置一个ＴＴＬ，其中实时数据

的ＴＴＬ远小于普通空间数据的ＴＴＬ，当ＴＴＬ小

于用户设置的阈值时，ＷｅｂＧＩＳ客户端将不把数

据保存到客户端缓存池中。此外，在客户端提供

一种更新机制，强制客户端不在本地缓存池中获

取数据，而到服务端去请求实际空间数据。

２．４．２　服务器端缓存一致性维护

１）应用服务器从数据库中获取空间数据后，

在应用服务器上的缓存提示器中记录每个空间实

体的产生时间犜犮 和更新时间犜狌，并设置犜犮＝

犜狌。

２）应用服务器将获取的空间数据发送给

Ｗｅｂ服务器，并将其副本保存到服务端缓存中，

同时在缓存提示器中记录 Ｗｅｂ服务器的ＵＲＬ和

缓存数据的标识。

３）缓存提示器作为客户验证机制中的客户

端，周期性地向数据库查询服务端缓存中的空间

数据是否过时，当更新时间犜狌 发生变化时，更新

或丢弃服务端缓存中的空间实体，并设置空间实

体的犜犮＝犜狌。

４）当服务端缓存中空间实体更新后，缓存提

示器就会按照其记录的 Ｗｅｂ服务器ＵＲＬ和更新

的空间实体的标识，向 Ｗｅｂ服务器发出更新消

息。Ｗｅｂ服务器接收到缓存提示器发送的更新

提示后，根据其情况更新或丢弃相应的缓存数据。

３　犠犲犫犌犐犛分布式缓存性能分析

根据提出的分布式缓存体系，笔者基于Ｊ２ＥＥ

分布式体系结构的 ＷｅｂＧＩＳ平台ＧｅｏＳｕｒｆ４．０数

据库版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原型系统。在此系统

中，Ｗｅｂ服务器采用Ａｐａｃｈｅ的Ｔｏｍｃａｔ４．０．６，空

间数据库软件使用Ｏｒａｃｌｅ９ｉ。Ｗｅｂ服务器部署在

一台 Ｄｅｌｌ图形工作站上（配置为 ＰⅣ ２．４Ｇ，

５１２ＭＢ内存）；应用服务器部署在两个不同服务

器上，分别为一台 Ｄｅｌｌ服务器 （配置为 ＰⅢ

１０００ＸＥＯＮ２，１Ｇ内存）和一台浪潮服务器（配

置为ＰⅣ２．４ＧＸＥＯＮ２，５１２Ｍ内存），通过 Ｗｅｂ

服务器来分配客户端请求；数据库服务器部署于

一台Ｄｅｌｌ服务器（配置为ＰⅢ１０００ＸＥＯＮ２，１Ｇ

内存）上，网络传输速率为１０ＭＢ／ｓ，空间矢量数

据使用Ｏｒａｃｌｅ９ｉＳｐａｔｉａｌ进行管理，总数据量约为

２．６５ＧＢ。客户端配置：ＣＰＵ为ＰⅣ２．０Ｇ，内存

为２５６Ｍ，客户端浏览器为ＩＥ６。客户端测试的

基本操作包括放大、缩小、漫游、点、线、面几何查

４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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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使用Ａｐａｃｈｅ的ＪＭｅｔｅｒ２．０软件进行多用户

并发访问模拟测试。分别在不使用缓存、使用服

务端缓存和使用分布式缓存三种情况下对系统响

应时间进行测试，针对每一种情况对应某一用户

数进行１０次重复测试，取其平均时间作为系统响

应时间，得到如图３所示的实验结果。

通过对上述的实验结果分析，可以发现在相

同用户数条件下，使用分布式缓存比不使用缓存

系统响应时间明显减少，也比只使用服务端缓存

效率高。而且当用户数增加时，响应时间曲线增

长幅度较为平缓，这说明分布式缓存对于 Ｗｅｂ

ＧＩＳ的多用户并发访问系统性能的提高有较为明

显的作用。

图３　不同情况下 ＷｅｂＧＩＳ系统响应时间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ｉｍｅｏｆＷｅｂＧ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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