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０卷 第３期

２００５年３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０Ｎｏ．３

Ｍａｒｃｈ２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２１０。

项目来源：地理空间信息国家测绘局重点实验室研究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２００５）；武汉大学创新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５）０３０２１４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基于虚拟犛犃犖的网格犌犐犛数据存储技术研究

高劲松１，２　张　文１　关泽群１　邓世军１

（１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２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武汉市桂子山，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针对空间数据存储的特点，结合网格和虚拟ＳＡＮ技术的优势，提出了基于虚拟ＳＡＮ的网格ＧＩＳ数

据存储解决方案，旨在解决网格ＧＩＳ环境下的数据存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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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ＧＩＳ工作者一直致力于解决海量

ＧＩＳ数据存储、管理和更新方面的问题
［１，２］，网格

的适时出现，为ＧＩＳ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新思

路。网格与ＧＩＳ结合产生的网格ＧＩＳ技术对网

络上各种资源的强大整合能力将使ＧＩＳ突破计

算能力和存储能力的束缚，为用户提供远程、动

态、透明、无缝的服务。

１　虚拟犛犃犖与空间数据存储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随着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发

展，空间数据存储领域出现了基于网络的数据存

储技术。网络数据存储主要指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环境下

基于Ｂ／Ｓ的 Ｗｅｂ系统中空间数据存储和访问技

术。这些技术的出现改善了空间数据的存储环境

和管理效率，但并不能真正解决存储设备利用率

低、扩展困难以及服务器负载过重等问题。存储

区域网络［３～５］（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ｒｅａ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通常

是一个使用光纤通道连接的高速专用存储子网，

由磁盘阵列、磁带库、光盘库和光纤交换机等设备

组成。ＳＡＮ提供对共享数据基于数据块的访问

能力，通常使用交换式架构，服务器与存储设备之

间通过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指令而不是ＴＣＰ／ＩＰ

指令进行通信。ＳＡＮ 提供了很高的可靠性和强

大的连续业务处理能力［２］。ＳＡＮ存储设备之间

通过专用通道进行通信，不会占用服务器的资源，

因此，非常适合超大容量空间数据的存储。

采用虚拟化技术可以对ＳＡＮ内部的存储设

备创建一个虚拟的存储池，使池中所有设备看起

来都是同质的［６］。系统管理员不必关心后端存

储，存储管理变得较为简单，且数据具有更灵活的

分配空间，存储设备利用率也更高。虚拟化技术

甚至可以使异构的ＳＡＮ统一起来，采用统一的

界面和管理模式对其加以管理。

在现有条件下，空间数据的存储面临着诸多

困难：① 数据生产单位使用了大量异质的存储系

统和设备，数据转换过程复杂，难以进行统一管

理；② 主要利用局域网传输数据，过于依赖服务

器，传输效率低且安全性不高；③ 存储设备的组

织不尽合理，难以进行扩展；④ 数据备份过程复

杂，自动化程度低。

虚拟ＳＡＮ为空间数据存储问题的解决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支持。虚拟ＳＡＮ通过专用的通道

将异构的存储设备连接起来，存储设备之间能够

直接进行通信，可以有效地对数据进行集中存储

和管理。由于建立在高速的存储网络基础之上，

虚拟ＳＡＮ的数据响应时间短，且具有高扩展性，

在对存储设备进行扩容时，不会改变存储网络原

有的结构和各个设备的访问速度。存储设备和服

务器的分离使服务器从网络拥塞中解脱出来，能

够为用户提供更高效的信息服务。同时，虚拟

ＳＡＮ使多套磁带库和磁带机可以为不同服务器

所共享，减少了用户备份磁带库／磁带机的投资。

共享备份磁带库／磁带机的机制使数据备份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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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和安全性得以增强，并能极大地优化自动磁

带库的应用，其大容量、高速度和高智能的特点得

以充分发挥。

２　网格犌犐犛数据存储技术

网格ＧＩＳ中的数据存储具有简化的存储管

理、异构系统的无缝连接、高效的访问机制等特

点。

２．１　基于虚拟犛犃犖的网格犌犐犛数据存储系统

网格ＧＩＳ的数据存储系统由分布在不同地

理位置的存储子系统组成，它们将由各个地区的

数据中心或其他空间数据集中的数据生产单位负

责管理支持。目前，各个地区的数据中心是空间

数据最为集中的地方，用户访问需求最多，空间数

据存储管理任务也最为繁重，最需要建立高效的

存储管理机制。这些数据中心可以根据各自的实

际情况，充分利用现有的存储设备和服务器组建

基于虚拟ＳＡＮ的空间数据存储子系统。子系统

中存储着海量的空间数据，通过网格与其他子系

统紧密相连，共同构成网格ＧＩＳ上一个强大的存

储系统。

网格ＧＩＳ的优越性在于，它不要求子系统的

建设同步完成，各个数据中心有充分的时间结合

实际来设计、建设本地的空间数据存储子系统。

各个子系统是网格ＧＩＳ中的分散节点，节点与网

格之间松散耦合，节点加入或脱离网格ＧＩＳ都不会

影响其他子系统的正常工作。而位于网格中的存

储子系统之间又能够协同工作，共同为用户提供高

质量的空间数据服务。网格ＧＩＳ灵活的伸缩性使

空间数据共享的范围不断扩大，以满足更多用户

的需求。当网格ＧＩＳ中的应用要求对本地数据

块或文件进行访问时，存储子系统的服务器可以

为应用动态地查找和分配最佳点。如果应用需要

更多的计算资源和空间数据，存储系统将会通过

网格ＧＩＳ有效而透明地将其他资源连接起来。

基于虚拟ＳＡＮ的网格ＧＩＳ数据存储系统的

组成如图１所示。图中ＳＡＮ１、ＳＡＮ２、…、ＳＡＮ

狀－１（狀是任意自然数）是 ＧＩＳ中实际存在的节

点，它们作为网格ＧＩＳ存储系统的各个子系统，

通过网格中间件相互连接，彼此能够通信并协同

工作。基于某些原因，有些数据中心只能在数据

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才能加入网格ＧＩＳ，并与其他

子系统对话。ＳＡＮ狀就是即将加入或脱离网格

ＧＩＳ的节点，这些节点分布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在

网格ＧＩＳ的统一调度下为各级用户提供空间数

据服务。网格ＧＩＳ具有弹性的扩展功能，让子节

点的增加或减少不会影响到其余节点的正常工作

和通信。显然，对于相互之间地理跨度非常大且

任务繁重的存储子系统来说，网格ＧＩＳ的这种整

体构成是非常理想的。

图１　基于虚拟ＳＡＮ的网格ＧＩＳ数据存储系统的组成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ｉｄＧＩ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２．２　存储子系统———虚拟犛犃犖的组建

存储子系统———虚拟 ＳＡＮ 的组建是网格

ＧＩＳ数据存储系统建设的关键。在网格ＧＩＳ中，

可采用带外结构的虚拟ＳＡＮ，让存储设备通过专

用通道与用户通信，使数据传送不占用服务器资

源。对于承担着空间数据存储和管理任务的虚拟

ＳＡＮ来说，如果采用单一的服务器机制，很可能

导致性能瓶颈和单点故障等问题，严重影响系统

的正常运行。因此，可采用多服务器技术来共同

分担存储管理任务。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采用光纤通道的交

换式架构来组建用于空间数据存储的虚拟ＳＡＮ。

尽管光纤通道成本昂贵，但它所提供的带宽是以

太网所无法比拟的，这可以保证数据服务器与存

储设备以及存储子系统之间的高速通信。同时，

使用光纤通道的终端系统具备高度稳定性等卓越

性能。交换式架构具有良好的扩展能力，在增加

新设备的同时，不会影响到原有设备的正常工作，

能够满足ＧＩＳ数据量迅速增长的需要。

位于虚拟ＳＡＮ中的存储设备要与网格用户

通信，必须使用ＩＰ协议存储网络技术。ＩＰ存储

网络技术主要是指基于ＩＰ的光纤通道（ｆｉｂｒ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ｏｖｅｒＩＰ，ＦＣＩＰ）或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光纤通

道协议（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ｆｉｂｒ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ｉＦＣＰ）和

基于ＩＰ的ＳＣＳＩ（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ＣＳＩ，ｉＳＣＳＩ）。ＦＣＩＰ通

过使用光纤通道穿透技术，支持在基于标准ＩＰ的

网络使用光纤通道进行通信。ｉＦＣＰ是在光纤通

道上传输ｉＳＣＳＩ命令的。ｉＳＣＳＩ协议将存储和ＩＰ

网络结合在一起，它能够使用传统的以太网设备

和ＩＰ协议来传递和管理储存在ＳＣＳＩＳＡＮ中的

数据［２］，特别适用于存储整合，具有简单性、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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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高性价比，是一个简单、高速、经济并且支持

长距离的解决方案。在网格ＧＩＳ中，选用ｉＳＣＳＩ

技术来连接虚拟ＳＡＮ是适合的。

３　网格犌犐犛数据存储系统的实现

３．１　实验环境

为了验证方案的可行性，本文构建了基于虚

拟ＳＡＮ的ＧＩＳ数据存储实验系统。本系统是由

Ｃ＃．ｎｅｔ语言开发，以空间数据存储管理为重点、

Ｂ／Ｓ模式的实验程序（ＧｒｉｄＧＩＳ）。利用该应用程

序所搭建的ＧＩＳ平台初步实现了网格ＧＩＳ的部

分特点和功能。

本实验采用一台Ｕｎｉｘ系统的工作站作为网

格ＧＩＳ服务器节点，由一台 ＷｉｎｄｏｗｓＮＴ系统的

工作站充当网格ＧＩＳ的存储管理服务器，另有若

干台ＰＣ机作为网格ＧＩＳ客户端。后台的存储系

统主要由两台文件服务器和两台ＳＣＳＩ磁盘阵列

以及ＦＣ磁盘阵列和磁带库各一台所组成。所有

设备通过一台ＦＣ交换机彼此连接，形成一个异

构的ＳＡＮ环境。ＦＣ交换机上还接入了一台用

于虚拟化存储的ＳＶＭ 服务器，利用它可实现整

个ＳＡＮ的虚拟化。ＮＴ工作站直接与ＳＶＭ服务

器连接，作为基于虚拟ＳＡＮ的网格ＧＩＳ存储系

统的存储管理和数据服务节点。

网格ＧＩＳ服务器采用组件模块的形式集成

了基于ＯｐｅｎＬＤＡＰ和ＳＯＡＰ的元数据服务以及

空间数据分析和处理等基本功能模块。存储管理

服务器作为资源管理节点，集成了 Ｇｌｏｂｕｓ的

ＧＲＡＭ和功能强大的空间元数据管理模块，其所

管理的数据会自动在网格ＧＩＳ服务器中注册，并

随着存储数据的变化而适时更新。当启动Ｇｒｉｄ

ＧＩＳ后，系统将激活并调用存储管理软件，而通过

虚拟ＳＡＮ的存储管理界面可以监视和管理整个

虚拟ＳＡＮ的运行状况。实验的客户端则安装了

相对简单的客户端组件和网格ＧＩＳ浏览器，网格

ＧＩＳ服务器端的元数据服务通过激活客户端的注

册程序，使节点主动向元数据服务注册本机相关

信息，服务器则根据用户注册信息向不同级别的

访问用户授以不同的访问权限。在存储系统的数

据安全性方面，可通过存储管理服务器实现对存

储池的动态分区和锁机制。这样，对于不具备访

问权限的访问用户，数据将被存储管理服务器锁

定，访问将被禁止。为了实现从客户端对存储系

统进行透明的数据操作，各应用服务器和客户端

均安装了ＳＶＭ 的客户端虚拟化软件，整个系统

的结构如图２所示。

图２　网格ＧＩＳ数据存储实验系统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ｒｉｄＧＩＳＤａｔ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系统实现与分析

授权的客户端可以通过 ＧｒｉｄＧＩＳ的用户界

面向虚拟ＳＡＮ读写矢量数据。多个客户端同时

通过ＧｒｉｄＧＩＳ发出不同的数据请求（即并发存取

请求）时，利用存储管理服务器可以监控到多个用

户并发访问时虚拟ＳＡＮ 的数据流量和响应速

度。对于需要应用服务器进行相应处理的数据请

求，由数据管理人员通过管理界面快速交给应用

服务器处理，然后直接返回客户端。图３是通过

客户端读取的一幅矢量地图数据，授权用户可以

对地图数据进行缩放、漫游及编辑等操作，并能快

速实现更新后的数据回写入存储系统中。

图３　通过ＧｒｉｄＧＩＳ客户端存取矢量地图数据

Ｆｉｇ．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ｐＤａｔａｂｙＧｒｉｄＧＩＳ

　　与传统方法相比，基于虚拟ＳＡＮ的网格ＧＩＳ

实验系统在用户交互速度、数据存储和传输速度

上有明显的提高。同时，由于存储系统采用带外

虚拟存储结构，存储设备间采用专用的数据通道，

减少了网络延迟，数据的响应速度和传输带宽有

明显改善。实验系统实现了通过 ＧｒｉｄＧＩＳ对存

储网络进行统一管理以及存储设备之间的负载平

衡。因此，尽管实验中的网格ＧＩＳ服务器功能还

有限，系统支持用户并发访问数据的能力仍大有

改观。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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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ｄｄａｒｄ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Ｍａｓ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ＭＳＳ＇０３），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２００３

６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Ｌ，ＤｉｒｋｅｒＪ，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ｎ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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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高劲松，副教授，博士生。现主要从事ＧＩＳ、网格

计算及遥感应用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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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５年《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即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是以测绘为主的专业学术期刊。

其办刊宗旨是：立足测绘科学前沿，面向国际测量界，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绘

理论成果，展示中国测绘研究的最高水平，引导测绘学术研究的方向。本刊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

Ｅｉ刊源期刊。为国家优秀科技期刊，并获中国国家期刊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

本刊主要栏目有院士论坛、学术论文、科技新闻等，内容涉及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地测量与物理

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图学、图形图像学、地球动力学、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收录本刊

论文的著名国际检索机构包括Ｅｉ、ＣＡＳ、Ｐ 等，其中Ｅｉ收录率达８０％，其影响因子长期名列中国

高校学报前列。本刊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１７，国外代号：ＭＯ１５５５。Ａ４开本，９６面，定价

８元／册，每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以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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