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０卷 第９期

２００５年９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０Ｎｏ．９

Ｓｅｐｔ．２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５２０。

项目来源：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３ＡＡ１３２０８０）。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５）０９０７５７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论网格技术及其与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

李德仁１　易华蓉１　江志军１

（１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对网格的概念、技术优势和应用等作了简单介绍，对网格的由来、虚拟化思想的进化历程、网格与当前

的 ＷＷＷ技术的关系、网格体系结构的演化以及网格技术发展的趋势等内容进行了重点的剖析，并简要论述

了网格技术与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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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网格的概念与技术优势

网格是构筑在互联网上的一项新兴技术，正

在不断的发展与进化中，目前还没有精确的定义。

尽管人们对网格的定义说法不一［１～３］，但核心思

想都差不多。总而言之，网格就是一个集成的计

算与资源环境，能够充分吸纳各种计算资源（各种

类型的计算机、网络通信能力、存储设备、数据资

料、仪器设备、人等），并将它们转化成一种随处可

见的、可靠的、标准的、经济的计算能力。网格计

算就是将分布的计算机组织起来，协同解决复杂

的科学与工程计算问题。

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有计算、信息、数据、

知识、商业等网格；根据应用领域不同，人们又提

出许多专业网格，如地球系统、地震、军事、金融等

网格。网格是集成的计算与资源环境，具有异构

性、可扩展性、可适应性、结构的不可预测性、自治

性和管理的多重性等特点［４］。

网格技术的优势体现在为“如何在动态变化

的网络环境中共享资源和协同解决问题”提供了

初步完整的解决方案。网格技术的核心是通过资

源的虚拟化和高层次的抽象，跨越系统底层的异

构性，实现资源的交互与共享。

目前，随着美国Ａｒｇｏｎｎｅ国家实验室为主导

的Ｇｌｏｂｕｓ项目的推进，ＧｌｏｂｕｓＴｏｏｌｋｉｔ３．ｘ
［５］网格

服务开发包的发布和开源方式提供，世界范围内

的网格技术研究与实验性应用开发如火如荼。从

欧盟的ＤａｔａＧｒｉｄ到我国的ＣＮＧｒｉｄ
［６］，从Ｃａｃｔｕｓ

的黑洞模拟到ＣＡＶＥ的虚拟现实沉浸系统，各种

网格应用纷纷涌现，总体上可以将网格技术的应

用分为分布式超级计算、数据服务、分布式仪器系

统、远程沉浸、信息集成等５大类。

２　网格技术浅析

仿佛一夜之间，网格成为了学术界和ＩＴ产

业界广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网格技术并非横空

出世，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科技发明与创造，它的

出现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们对于“共享资源和协同

解决问题”的迫切需求［７］，是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发

展和进化的产物，也代表了信息科学技术发展的

大方向。

２．１　“横向”———网格的来源

２．１．１　网格的灵感来源———电力网

网格是借鉴电力网（ｐｏｗｅｒｇｒｉｄ）的概念提出

来的，网格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用户在使用网络计

算能力的时候，如同现在使用电力一样方便。网

格希望最终提供给用户的是与地理位置和具体设

施无关的通用性能的计算能力［８］。

目前，人们获取信息并不是直接从因特网本

身随意获取，必须先告诉电脑去访问某一个网站

地址，使得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资源很不方便。此

外，网上的垃圾邮件、病毒黑客、非法网站屡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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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网上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其根本原因是现有

的互联网没有一个类似于电力网中全局性的调度

系统，同时，信息资源相对于电力资源而言，也缺

乏有效的规范与标准化。因特网与电力网的差

距，就是网格技术的研究方向。

２．１．２　资源“虚拟化”思想的由来

网格思想的核心是把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的

计算资源虚拟成一台空前强大的、具有单一系统

映像（ＳＳＩ）
［９］的超级计算机，实现各种计算相关资

源的全面共享。在这种创造性的构想当中，资源

“虚拟化”的思想起着重要的基础性指导作用。

计算资源“虚拟化”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根

据摩尔定律，计算机的处理器速度每１８个月翻一

倍，存储器的容量每１２个月翻一倍，而网络速度每

９个月翻一倍。从１９８６年到２０００年，计算机的处

理速度提高了５００倍，而网络的速度提高了３４０００

倍。由于网络速度比计算机的处理速度更新得更

快，因而就有可能将分散在不同地理位置的计算资

源连接起来，虚拟成一台超级计算机并进行统一的

调度和管理。

如图１所示，资源“虚拟化”的思想源于人们

对计算资源的更高粒度和更高层次的抽象，因而

将进一步拓展计算能力的应用范围。面向对象技

术对数据和施加在数据之上的操作进行了封装，

抽象为一个整体的对象；组件技术在面向对象的

基础之上，进一步地将有关联的对象组织为一个

整体，即组件；服务是指在网络上提供一组功能的

软件实体，基于组件和分布式对象技术而构建；网

络服务（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进一步将服务的概念延伸

到互联网上，并制定了面向服务架构的众多技术

标准。网格中的资源分为逻辑资源和物理资源，

物理资源主要包括处理器、存储器和网络，网格将

物理资源虚拟化为各种类型的逻辑资源，以网格

服务的形式存在并进行统一的管理。网格服务沿

用并扩展了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标准和技术规范，以

实现在互联网范围内更好地进行资源管理和共享

以及协同解决问题。从面向对象到资源虚拟化为

网格服务的演进过程中不难看出，对计算能力的

抽象层次越来越高，抽象单元之间的关系从紧凑

走向松散，而应用范围从单机程序到互联网应用

大大地得到了扩展。

２．１．３　网格与 ＷＷＷ

当前众多的互联网应用主要基于 Ｗｅｂ技术

（如ＩＥＴＦ 和 Ｗ３Ｃ 标准协议 ＴＣＰ／ＩＰ、ＨＴＴＰ、

ＳＯＡＰ
［１０］等，信息交换语言有 ＨＴＭＬ、ＸＭＬ等），

Ｗｅｂ技术的普遍应用已经深得人心。但随着更

图１　资源虚拟化思想的演进历程

Ｆｉｇ．１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多种类和更加复杂的用户交互模型［３］的出现，传

统的Ｂ／Ｓ或Ｃ／Ｓ结构的信息交互方式已经不能

满足人们对快速、方便、安全、准确地获取信息的

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 基于 ＷＷＷ

的互联网络尚有大量的处理器、存储能力和网络

带宽的闲置；② Ｗｅｂ方式的信息共享机制本身存

在一些欠缺，造成了人们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

不便；③ ＷＷＷ 方式的互联网络缺乏有效的安全

管理机制。

Ｗｅｂ技术在这些方面的不足恰恰为网格技

术提供了用武之地，例如提供超级计算能力、闲置

带宽利用，集成信息服务、“一步登录”（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ｇｎｏｎ），提供有保障的服务质量等。但网格的

出现并非是要完全取代 ＷＷＷ 技术的应用，而是

会通过积极拓展新的具有更强资源共享能力的互

联网应用，解决目前互联网络应用中所存在的根

本性问题，满足人们更高层次上的计算能力需求。

２．２　“纵向”———网格的发展趋势

２．２．１　“５层沙漏”

网格体系结构就是关于如何建造网格的技

术，它给出了网格的基本组成和功能，描述了网格

各组成部分的关系，及其集成的方式或方法，并刻

画了支持网格有效运转的机制。

２００１年，Ｆｏｓｔｅｒ在《网格的剖析》一文中用分

层协议的方式描述了网格的体系结构，如图２（ａ）

所示。该结构酷似“沙漏”，因而也称作５层沙漏

结构。它是一种以“协议”为核心的网格体系结

构，将网格解剖为５个层次：构造层主要负责对本

地计算资源的控制和访问，连接层负责分布式计

算资源之间的通讯与安全，资源层通过协商访问

或控制使用来实现对单个资源的共享，汇聚层主

要负责多个资源的管理，如目录代理、诊断与监控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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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应用层则是关于构建特定领域应用的相应的

软件工具以及编程语言支持等内容。其中，资源

层与汇聚层构成了协议之间映射的瓶颈。

图２　网格体系结构的不断进化

Ｆｉｇ．２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ｒｉ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２．２　开放式网格服务架构（ＯＧＳＡ）

ＯＧＳＡ是一种新的以“服务”为核心的网格

架构［７］，它对成熟的面向服务架构的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

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进行了复用和扩展，形成了

网格服务技术标准。在这里，一切逻辑的或者物

理的计算资源都被虚拟化为某种ＧｒｉｄＳｅｒｖｉｃｅ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中管理无状态、持久性服务不同的

是，ＯＧＳＡ中能够对有状态、临时性的服务进行

管理，同时提供更好的安全性和服务质量保证

（ＱＯＳ），如图２（ｂ）所示。这一时期的ＯＧＳＡ由４

个主要的层构成：特定领域的网格应用服务、基于

ＯＧＳＡ架构的服务、Ｗｅｂ服务以及定义网格服务

的ＯＧＳＩ扩展、资源服务。ＯＧＳＡ定义了这些服

务开放的、已公布的接口，并且在开源工具 Ｇｌｏ

ｂｕｓＴｏｏｌｋｉｔ３．０中完成了服务的最小化实现，从

而将网格服务的实用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

２．２．３　从开放式网格服务基础设施（ＯＧＳＩ）到网

络服务资源框架（ＷＳＲＦ）的迁移

ＯＧＳＡ中的服务是对互联网上的应用所提

供的一组功能的抽象和封装，从而屏蔽了提供服

务所依赖的计算资源的异构特征，在更高的抽象

层次上实现了资源的统一。然而，原始的ＯＧＳＡ

架构的基石———ＯＧＳＩ也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被

证明存在一些不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某

些定义中存在着含混不清，没有清晰的功能划分，

以支持增量发展；② 扩展了 Ｗｅｂ服务描述语言

（ＷＳＤＬ），不能直接使用现有的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和

ＸＭＬ工具；③ 含有太多的面向对象的成分，不能

很好地贯彻面向服务架构；④ 重复了 ＷＳＤＬ的

一些工作。

基于上述原因，２００４年Ｆｏｓｔｅｒ及其同事们提

出把ＯＧＳＩ的概念向 ＷＳＲＦ演化，如图２（ｃ）所

示，同年３月ＧＧＦ发布了 ＷＳＲＦ
［１１］的１．０版本。

ＯＧＳＡ从ＯＧＳＩ向 ＷＳＲＦ的演化
［１２］一度引发了

网格研究领域较大的争议，但ＧＧＦ明确表示，今

后的ＯＧＳＡ实现（即将发布的ＧＴ４．０）中将由原

来的ＯＧＳＩ转为对 ＷＳＲＦ提供支持。

ＷＳＲＦ是被提议的 Ｗｅｂ服务规范的一部分，

其目的是要阐明把“有状态”怎样加入到 Ｗｅｂ服

务中。ＷＳＲＦ和ＯＧＳＩ都关注于如何操作有状态

的资源：创建、定位、观察、撤销等，不同的是，

ＯＧＳＩ采用了同一种结构模型化状态资源作为一

个 Ｗｅｂ服务，而 ＷＳＲＦ使用了不同的结构模型：

状态资源加 Ｗｅｂ服务，更具有表达性，同时，基于

ＷＳＲＦ的 ＯＧＳＡ 的实现将能直接利用已有的

ＸＭＬ和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标准和现存的工具。

２．２．４　网格技术的发展趋势

从面向对象到网格服务，信息技术的发展一

日千里，网格技术的出现，为计算资源的高度共享

和计算机协同解决问题勾画了美好的蓝图。从科

学研究领域到商业化应用，从５层沙漏到基于

ＷＳＲＦ的ＯＧＳＡ架构，网格技术自身也正在不断

的发展和完善之中。从目前来看，网格与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的发展出现了大体上趋同的态势，全球大

网格（ｇｒｅａｔｇｌｏｂａｌｇｒｉｄ）的呼声日渐衰落，专业性

应用网格却蓬勃发展，呈现出强劲之势。

３　网格技术与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

从广义上讲，地球空间信息学可以回答何时

（ｗｈｅｎ）、何地（ｗｈｅｒｅ）、何种目标（ｗｈａｔｏｂｊｅｃｔ）发

生了何种变化（ｗｈａｔｃｈａｎｇｅ）等问题。但目前地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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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空间信息系统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数据信

息知识应用服务的流程是串行的；各类对地观

测卫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共享程度低，数据处理、

信息提取和知识发现在理论和算法上尚有很大的

难度，造成数据海量但信息不足；对地观测系统通

常是孤立的，缺少以用户导引的多平台、多传感

器、多分辨率、多时相数据的整体集成与融合等

等。而网格技术可以将高速互联网、计算机、大型

数据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为科技人

员和普通老百姓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服务［２］。

因而，网格技术与空间信息技术的集成，将为空间

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大好机会。

从狭义上讲，地理信息系统作为空间信息技

术的典型代表，更应该向网格靠近，但是从网格计

算所要求的资源共享和协同计算观点看，目前

ＧＩＳ还不能适应网格计算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

由于同一空间区域内不同主题的数据获取时间可

能不一致，在进行网格分析时，数据不能简单叠

加，这样就产生了时间基准不一致的问题；多种比

例尺、多种空间参考和多种投影类型所带来的空

间基准不一致的问题；空间数据种类繁多，数据格

式不一致所引起的问题等。

网格技术与空间信息技术的融合与集成研究

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上来进行，即广义空

间信息网格和狭义空间信息网格。

广义空间信息网格指的是在网格技术支持

下，在信息网格上运行的天、空、地一体化地球空

间数据获取、信息处理、知识发现和智能服务的新

一代整体集成的实时／准实时空间信息系统。

建立好广义空间信息网格所面临的任务如

下。

１）借助天、空、地各类传感器，实现全天候、

全天时、全方位的全球空间数据获取；

２）借助由卫星通信、数据中继网、地面有线

与无线计算机通信网络组成的天地一体化信息网

格，实现从传感器直到应用服务端的无缝交链；

３）在广义空间信息网格上实现定量化、自动

化、智能化和实时化的网格计算，实现从数据到信

息和知识的升华；

４）通过广义空间信息网格对各类不同用户

提供空间信息灵性服务，将最有用的信息，以最快

的速度和最便捷的方式传送给最需要的用户。

狭义空间信息网格指的是在网格技术支持下

的新一代的ＧＩＳ。ＧＩＳ作为空间数据和空间信息

在计算机中存贮、表达、分析和应用的信息系统，

已经从建单个系统走向了网络———ＷｅｂＧ１Ｓ和

ＭｏｂｉｌｅＧＩＳ。下一步必然要走向ＧｒｉｄＧＩＳ，以充

分发挥网格技术在各类资源共享方面的优势，推

进ＧＩＳ走向网格化。因此，需要从网格技术的特

点出发来分析现有的ＧＩＳ，发现和解决已不适应

网格计算的各种问题。

相应的理论在文献［１３］中有更加详细的论

述。本文从网格技术的发展历程与趋势浅析的角

度，提出网格技术与空间信息技术集成所面临的

主要问题，望与大家共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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