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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在网格计算中满足空间信息系统在语义方面的特殊要求，克服传统网格研究的数据格式很少涉

及信息资源的语义内容的缺陷，把本体和轻量目录访问协议结合到一起，建立了基于语义的空间信息网格资

源管理系统，使多源异构的地理信息系统组成了一个虚拟统一的逻辑组织，有效地实现了基于语义的空间信

息系统集成和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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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格研究最初是以计算网格技术为主，网格

信息服务的设计在数据格式方面紧紧围绕着如何

有效地描述计算资源这一核心进行，如 Ｇｏｌｂｕｓ

ＭＤＳ２．１的核心数据模式，目前定义的对象有主

机、主机组、操作系统、内存、ＣＰＵ、ＣＰＵ负载度、

ＣＰＵ的Ｃａｃｈｅ容量、网络连接和所装软件等信

息［１］，没有更多地涉及信息资源的语义内容。对

于空间信息系统，由于人们对世界认知的不同，导

致对同一地理现象观察和描述会侧重于对象不同

的侧面，形成语义异构。如对亚热带丘陵山地的

分类，林业部门将其划为宜林地，而农业畜牧部门

将其归类为草山草坡。这样就造成同一块土地在

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分类，并且语义也不同，相互

之间就无法进行集成和互操作。所以，不同行业

的空间信息系统在纳入网格系统时就必须考虑这

种语义的差异，需要加强网格资源管理系统对信

息语义的管理功能，引入基于空间信息语义的管

理机制，以满足基于语义的空间信息资源的管理

和调度。本文首次将ＬＤＡＰ（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ｄｉｒｅｃｔｏ

ｒｙａｃｃｅｓｓ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目录管理系统和本体有机地

结合到网格系统构架内，力图构造一个基于语义

的空间信息网格资源管理模式。

１　基于语义的空间信息网格

为了构造语义网格系统，把本体全面引入网

格的体系机构，形成了基于本体的空间信息语义

网格体系结构。语义网格分为用户接口层、网格

管理层和网络资源层３个层次
［２］。

与普通的计算网格相比，语义网格具有以语

义为中心的特点，整个结构和运行机制都以语义

的载体———本体为核心。语义网格的资源管理包

括基于本体的资源注册、管理和调度。其中关键

的步骤在于两个本体转换桥和通用本体资源元数

据信息管理部件的功能。领域（本地）本体通用

本体转换桥实现领域本体到通用本体的互换，转

换原则可采用逻辑推理的方式［３］导出。通过转换

后的通用本体系统屏蔽了各个本地本体的多源异

构性，再通过基于ＬＤＡＰ目录结构的元数据信息

库对用户呈现出一个虚拟和单一的语义资源，保

证了用户对信息资源使用的透明性，其中核心部

件是网格管理层（ｇｒｉ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主要包括安

全机制、本体注册注销和更新机制以及资源管理

和服务调度。功能是负责管理各个分布异构的

ＧＩＳ节点和用户之间交流，提供基于语义的服务，

从而屏蔽网格基础设施中空间信息的分布、异构

特性，对用户的应用形成一个虚拟的同构环境。

空间信息语义网格与计算网格最大的区别是

对用户提供基于语义的透明性，信息语义的载

体———本体全面渗透到网格的体系结构中。实现

空间信息语义网格的关键在于网格管理层。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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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一个基于语义的单一的虚空间信息系统，在

网格管理层引入了ＬＤＡＰ目录结构。

２　空间信息语义网格的资源管理

２．１　本体与犔犇犃犘目录服务

本体（ｏｎｔｏｌｏｇｙ）是一个共享概念化模型的形

式化和显式的说明规范［４］，由一组概念和概念之

间的关系组成，形式上表现为关于概念的词汇表。

本体结构是按层次方式组织的，本体的概念（类）

之间存在同义关系和蕴涵关系。同义关系表示两

个概念（类）语义相同，蕴涵关系表示两个概念

（类）是继承关系。图１描述了一个林业部门本体

系统的层次结构。父类林地有若干个子类，如疏

林地、灌木林地和宜林地等。

图１　系统本体层次模型

Ｆｉｇ．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构造一个本体，意味着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

认知模型映射成计算机能够处理的形式，使计算

机掌握分析、加工和传递语义信息的能力。

轻度目录访问协议ＬＤＡＰ
［５］是在 Ｘ．５００标

准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和简化演变而成的一个完

全基于ＴＣＰ／ＩＰ开放的目录访问协议。ＬＤＡＰ信

息的组织方式采用树型层次结构，树状结构中基

本数据单元是条目。每个条目由属性构成，属性

中存储有属性值。条目的名称叫相对辨识名

ＲＤＮ，在不同的条目组成的树型结构中，根据条

目在树型层次结构中的位置，由辨识名ＤＮ进行

命名，条目的ＤＮ由条目和它的所有上级条目的

相对辨识名按顺序排列而成，如图２中疏林地的

ＤＮ为：ＣＮ＝疏林地，ＯＵ＝林地。

图２　ＬＤＡＰ系统本体层次模型

Ｆｉｇ．２　ＬＤＡＰ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对比图１和图２可以看出，ＬＤＡＰ目录结构

与本体都是树状结构，根据这个特点可以把本体

系统用ＬＤＡＰ目录结构描述，从而将本体信息存

储到ＬＤＡＰ的层次结构中。在ＬＤＡＰ树型层次

结构中，较高的节点表示较抽象的本体概念，底层

的叶节点可以表示为较具体的本体概念。在这个

以ＬＤＡＰ目录系统为核心的网格信息资源管理

系统中，ＬＤＡＰ的各个节点存储通用本体的概念

类的元数据信息，节点属性除了ＬＤＡＰ系统要求

的属性外，增加了描述通用本体概念的元数据信

息属性，如本体的来源（节点地址）、状态（是否可

用）、基本属性列表（标识本体概念的属性集合）

等。这样就可以利用ＬＤＡＰ目录结构把本体引

入网格应用，从而构造一个基于语义的空间信息

语义网格，为实现基于语义的空间信息系统集成

和互操作开辟新途径。

２．２　基于语义和犔犇犃犘的网格信息资源管理系

统结构

网格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由注册监听、更新、

ＬＤＡＰ元数据信息库和检索查询模块４个部分组

成。其中，注册监听模块负责监听各个ＧＩＳ节点

发出的基于语义的注册请求，并调用更新模块向

ＬＤＡＰ元数据信息库进行注册。注册的信息是以

本体概念元数据的形式存储在ＬＤＡＰ元数据信

息库中，供用户进行检索或查询。

资源管理系统中的核心部件是ＬＤＡＰ元数

据信息库，其目录结构的每个叶节点都存储着通

用本体概念的元数据信息，所有的叶节点都属于

同一个对象类ｎｏｄｅ，它是虚类Ｔｏｐ的子类。其定

义如下：

Ｃｌａｓｓｎｏｄｅ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Ｔｏｐ

｛

　　Ｎａｍｅ／本体名

　　ＩＤ／本体标识符

　　…

　　Ｂａｓｉｃ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Ｌｉｓｔ／属性列表

　　Ｓｔａｔｅ／本体概念的状态

　　Ｓｏｕｒｃｅ／本体的地址

｝

其中，Ｂａｓｉｃ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Ｌｉｓｔ列出一组描述本体概

念的基本特征的属性组，可以提供基于属性的查

询；Ｓｔａｔｅ描述该概念是否可用；Ｓｏｕｒｃｅ描述该概

念所属节点地址。

由于具体的 ＧＩＳ系统被本地本体系统地封

装起来，所以各个ＧＩＳ节点主动发布的注册信息

是关于本节点本体的元数据信息，数据格式与

ｎｏｄｅ类相同。用本地本体描述的元数据信息经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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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地本体到通用本体的转换后，统一用通用本

体描述，然后注册到ＬＤＡＰ元数据信息库中。注

册过程分两步完成：首先调用ＬＤＡＰ的ｓｅａｒｃｈ功

能扫描ＬＤＡＰ树，从而确定被注册的本体概念在

ＬＤＡＰ树中的位置；然后调用 ＬＤＡＰ的 ｍｏｄｉｆｙ

功能，根据注册信息，填写ＬＤＡＰ树中相应条目

的属性值，完成注册。这样，来自不同节点的本体

概念就以通用本体的形式被统一组织存储到基于

ＬＤＡＰ的元数据信息库中，对用户呈现出一个虚

拟和单一的语义资源。用户检索数据时，首先通

过检索模块在ＬＤＡＰ元数据信息库检索，命中后

通知查询模块；查询模块调用ＬＤＡＰ的ｒｅａｄ功

能，从检索的目录节点中读取命中本体概念的状

态和地址，从相应的 ＧＩＳ节点读取数据返回用

户。这个过程由网格资源管理系统独立完成，所

以用户可以透明地使用所有在ＬＤＡＰ元数据信

息库中注册的ＧＩＳ节点的信息。由于信息的注

册、检索和读写是在语义层进行的，语义信息的载

体本体自始至终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保证了用户

的语义被忠实地贯彻到每一个环节，避免了用户

需求的语义失真，实现了基于语义的集成和互操

作。

３　实例分析

在土地利用分析中，林业部门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６］把林地分为包括郁闭

度０．２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

林地、采伐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宜

林地。而农业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

法》［７］把草原分为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其中天然

草原包括草地、草山和草坡，人工草地包括改良草

地和退耕还草地。依据不同的法规导致两个部门

进行土地利用分类时常常会产生分歧，造成同一

块土地在不同的部门有语义不同的分类，相互之

间就无法进行集成和互操作。为了解决矛盾，需

要在建立林业本体系统和农业本体系统的基础上

构造一个通用本体系统，消除上述语义冲突，实现

基于语义的集成和互操作。

首先应建立农业和林业本体系统，在农业本

体系统中，存在草原类包括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

类三个层次。天然草原类与草地、草山和草坡等

类是继承关系，人工草地类包括改良草地和退耕

还草地类。

通用本体由农业本体和林业本体系统组成，

对于本体概念之间的重叠部分，通用本体通过将

重叠部分抽出组成一个新概念，这个新概念与原

来的概念并列，从而消除概念之间的横向关系。

例如对林地与天然草原概念之间的重叠，通用本

体系统把相关概念抽出组成一个新的概念———宜

林宜草地，即同时适宜生长林木和草本植物的土

地，具体包括宜林地（含覆盖率小于４０％的灌木

林地、树木郁闭度小于１０％的疏林地）和草山草

坡。

从定义可以看出，宜林宜草地是把宜林地和

草山草坡的特性进行综合，从林地和牧草地中独

立出来，从而消除了林业部门的林地类和农业部

门的草原类之间的重叠部分，整个通用本体系统

形成如图３所示的层次结构（本体系统用ＬＤＡＰ

目录结构表示）。

图３　通用本体系统

Ｆｉｇ．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ｙｓｔｅｍ

通用本体的存取和管理采用ＬＤＡＰ目录结

构，目录中所有的节点都以相同的数据结构存储

本体概念的元数据信息，通用本体系统并不存储

具体的本体数据，而是存储本体的元数据信息，具

体的本体数据是通过Ｓｏｕｒｃｅ字段中的指针指向

具体存储数据源。对语义相同的本体概念，

ＬＤＡＰ系统利用其节点一个属性可以有多个值的

特点，把来自不同本体系统的概念元数据信息存

储到同一个节点中，自然地将多源异构的本体概

念集成到一起，为它们之间的互操作提供了基础。

例如，有林业本体系统的宜林地概念和农业本体

系统的草山草坡概念要进行注册，首先两个概念

经过各自的本地本体通用本体转换桥转换为相

应的通用本体系统概念———宜林宜草地，然后分

别对ＬＤＡＰ目录节点（ＤＮ：ＯＵ＝宜林宜草地，Ｏ

＝土地利用）的相关属性添加相应的信息，形成如

下的节点信息：

Ｃｌａｓｓ宜林宜草地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Ｔｏｐ

｛　Ｎａｍｅ宜林宜草地；

ＩＤｘｘｘｘ；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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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ｉｃ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Ｌｉｓｔ地貌，植被类型，郁闭度，覆盖

率，…，面积；

Ｓｔａｔｅｏｋ，ｏｋ；

ＳｏｕｒｃｅＡｇｒ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Ｗｏｏｄ＿ａｄｄｒｅｓｓ；｝

该节点信息表明，对宜林宜草地描述其基本

语义的属性是地貌、植被类型，郁闭度、覆盖率和

面积等属性有两个存储源，分别存储在地址为

Ａｇｒｏ＿ａｄｄｒｅｓｓ和 Ｗｏｏｄ＿ａｄｄｒｅｓｓ的ＧＩＳ节点处，

目前的状态是可以存取的。

查询时，用户的请求首先通过领域（本地）本

体通用本体转换，在ＬＤＡＰ目录中查询到相应节

点，然后根据从节点中读取的本体元数据信息进

行具体数据的访问。如用户查询树木郁闭度小于

１０％的疏林地，则通过领域（本地）本体通用本体

转换后变成对宜林宜草地的检索，ＬＤＡＰ系统定

位节点“ＤＮ：ＯＵ＝宜林宜草地，Ｏ＝土地利用”

后，从节点的Ｓｏｕｒｃｅ字段中读取两个地址Ａｇｒ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和 Ｗｏｏｄ＿ａｄｄｒｅｓｓ，再查询Ｓｔａｔｅ字段，确

认其是可读写的，根据地址确定 ＧＩＳ节点，利用

通用本体与该节点本体转换，把宜林宜草地转换

为宜林地和草山草坡，就可以利用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部件

分别从不同的ＧＩＳ数据库中读取用户需要的数

据。上述操作实现了不同的部门（农业和林业部

门）之间的语义概念和具体数据（草山草坡和宜林

地）的集成和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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