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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地理空间数据的地域性和日益突出的数据量快速增长特性, 提出了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概

念。介绍了基于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来实现一种高性能、可伸缩、跨平台共享的大规模海量空间数据存

储管理机制,为分布式 GIS 数据存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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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特别是高分辨率传感器技

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地理信息系统( GIS)面临日益

严峻的数据量爆炸性增长和有效利用问题。空间

数据库的存储需求已经从目前的 GB 级和 T B级

达到了 PB级。海量空间数据已无法沿用传统主

机 GIS 模式下的集中存储方式,空间数据显著的

海量性和地域分布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网络环境下

的分布式存储。

直连存储( direct at tached storage, DAS)、附

网存储( netw ork at tached storage, NAS)和存储

区域网( storage area netw ork, SAN)是目前主要

的网络存储技术。DAS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但其

以服务器为中心的存储方式难以扩展, 无法满足

海量空间数据的存储要求。NAS 和 SAN 均以数

据为中心,具有较好的伸缩性。但是, NAS 在服

务器端存在明显的瓶颈, 不适合分布式 GIS多用

户频繁请求状态下的密集型大规模数据传输。

SAN 采用高速光纤 ( fiber channel, FC) 取代总

线,提供了高带宽,但其价格昂贵, 异构兼容性差,

因而限制了普遍使用 [ 1, 2]。

现有存储技术的局限和海量空间数据的高性

能分布式存储应用对新的空间数据存储架构提出

了紧迫的要求。其中, 基于对象的存储 ( object-

based sto rage, OBS, 以下简称对象存储)技术被

认为是构建大规模存储系统的一种良好选择。本

文在基于对象的存储架构上提出了分布式空间数

据存储对象的概念, 介绍了基于分布式空间数据

存储对象构建大规模分布存储系统的实现机制,

并分析了其特点。

1 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概念

构建数字城市、数字地球所需要的空间数据

总量通常达到 PB级以上, 并随着信息详细程度

的增加而增大。海量空间数据存储不仅要满足容

量上的要求,同时还应满足 GIS分布式数据服务

的要求。

现有存储方法通常只在数据结构上考虑了数

据类型的差异,而没有区分其存储特性和不同的

应用需求。同时, 空间数据分布式存储也只考虑

了数据的地域性, 人为地将空间数据按地域分布

进行分级、分区存储,而没有考虑网络和计算机资

源的特性以及 GIS分布式服务的要求, 因此无法

动态地主动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 [ 3]。然而, 对于

许多不间断观测数据, 如卫星遥感数据和监视视

频数据,存储系统必须具备在线主动分布的能力,

即如何充分利用存储资源的能力, 而不是完全依

靠人为的预先计划。因此,如何把空间数据存储

的 被动服务、人为分布 转变为具有自组织、自适

应能力的 主动服务、自主分布 的空间数据存储

体系成为解决日益严峻的数据量爆炸性增长和有

效利用问题的关键。

目前,对象存储成为高性能存储系统的研究

热点[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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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存储的关键是以对象(而非数据块或文

件)作为数据存储的基本单位,存储在基于对象的

存储设备( o bject-based storage device, OSD)上。

OSD负责管理对象全部内部空间,能够利用对象

的属性信息有效地组织数据和预见需求。通过对

象接口将传统主机系统中关于访问磁盘驱动器的

部分程序下移到存储设备中, 其数据和控制分流,

数据不经过服务器转发,直接在客户机和存储设

备之间传送
[ 9]
。对象存储中, 数据独立存储在

OSD上, 不依附于服务器, 解决了 DAS 以服务器

为中心难以扩展的缺点; 其数据和命令分流, 直接

进行第三方传送,消除了 NAS 的服务器瓶颈; 它

通过对象层次的抽象将与设备相关的特性从设备

中分离出来, 有效解决 SA N 面临的异构环境问

题。因而, 对象存储较之 DA S、NA S 和 SAN 更

适合海量空间数据的存储管理。

地理空间本身具有时空分布上的连续性, 传

统的存储方式在空间数据存储时人为分割了地理

对象在空间上的连续性,以固定大小数据块组织

和存储复杂的空间实体,存储上的单一性降低了

空间数据使用和管理的灵活性, 不利于实现空间

数据面向对象的组织和处理。基于对象存储的思

想,摆脱传统的图层、图幅、固定数据块的存储观

念,将海量空间数据组织存储为具有分布式结构

的空间数据存储对象的集合, 更有利于面向对象

的空间数据管理、深层次空间数据挖掘和应用的

需要。因此,将海量空间数据根据自身特点、应用

和存储需求分解为一系列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

象进行基于对象的空间数据存储和管理是非常必

要的。所谓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可以定义为

一组分布在一个或多个 OSD上的由空间数据、存

储属性和操作组成的空间数据存储对象。存储属

性用来定义不同空间数据的存储特点, 如数据布

局、安全信息和使用状况统计信息等,从而能根据

存储属性指明对空间数据的操作处理。

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以独立 对象 的形

式提供服务, 可以包含任何类型的数据,如文件、

数据库记录、图像以及多媒体视频、音频等
[ 10]
。

空间数据存储对象种类不同, 其存储属性和操作

也不同。如多媒体数据存储对象的 QoS 属性描

述该对象的网络延迟要求, DEM 或 DOM 对象的

属性描述对象的数据布局,文件对象的属性描述

文件的访问权限等。

空间数据存储对象的内容由空间数据自身特

点和应用要求决定。例如,根据不同的应用要求,

可以将空间数据封装为 DEM 存储对象, DOM 存

储对象, DLG 存储对象, 图片、文件对象, 多媒体

流数据存储对象等; 也可以根据数据访问频率分

为在线存储对象、近线存储对象、离线存储对象;

或者根据其数据使用特点分为大型流数据存储对

象(如视频与音频流媒体数据)、中型存储对象(如

遥感图像数据、图片数据等)、小型存储对象(如一

般矢量 GIS数据、文本属性和 DEM 数据等)。与

基于固定块大小访问的数据块存储不同,用户定

义的每个空间数据存储对象都可以动态地扩大和

缩小, OSD负责管理所有存储空间。不同的对象

划分服务于不同的用户需求, 利用不同类型的分

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可以构成有层次的分布式

存储系统。

2 海量空间数据分布式存储机制

在以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为基础构建的

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系统中(见图 1) , 海量空间

数据根据自身特点、应用需求和存储特性分解成

一系列用户定义的空间数据存储对象, 分布存储

在 OSD上。OSD 中安装了处理器、内存和网络

接口,是构成分布式存储结构的核心, 它具备本地

处理功能,用于数据和属性缓存的本地内存和本地

的网络连接
[ 11]
。一个空间数据存储对象可以分布

存储在多个 OSD上,多个空间数据存储对象也可

以存储在一个OSD上。OSD包含由设备所管理的

元数据信息,可以自主管理存储在其上的空间数据

存储对象及其元数据, 如数据块、对象长度等。

OSD担负了传统存储系统中由服务器维护的大部

分元数据管理工作,有效地消除服务器瓶颈[ 12]。

GIS服务器负责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的

逻辑组织与管理,为客户端提供 OSD中所存储的

空间数据的逻辑视图, 并根据客户端需求组织管

理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的物理存储。GIS服

务器的另一个作用是管理用户授权, OSD 根据授

权信息提供安全验证,通过验证后,空间数据不经

过服务器转发,直接在客户端和存储设备间进行

第三方通讯。

基于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的海量空间数

据存储具有以下优点。

1) 高性能。在基于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

象的空间数据存储中, 数据直接在客户端和存储

设备间传递, 服务器被旁路, 服务器端的 I/ O 瓶

颈得以消除, 有效避免额外延迟和阻塞。当存储

系统需要扩展时, 对象存储技术提供的均衡模型

能够保证网络带宽和处理能力的同步增长,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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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的空间数据管理

F ig . 1 Spatia l Data Sto rage Based on Distr ibuted Spatial Data Storag e Objects

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和更高的带宽, 能够适应网

格 GIS 环境下的多用户并发请求和大规模数据

传输的高性能要求。

2) 异构共享、透明访问。海量空间数据的分

布式存储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多重异构的存储环

境,实现空间数据存储资源共享首先必须解决不

同存储系统和操作平台的异构矛盾。分布式空间

数据存储对象将与设备相关的特性(如块分配)从

设备层中分离出来, 将存储系统的逻辑结构与物

理存储的映射关系隐藏到对象层, 很容易实现跨

异构平台的数据存储。从用户的角度而言,使用

空间数据存储对象并没有什么不同, 用户无需关

心数据如何存储, 只需通过简单的对象接口方便

地实现对数据的透明访问。

3) 灵活高效的安全机制。分布式 GIS 多用

户协同工作模式中经常涉及对同一空间数据实体

的操作,部分空间数据操作具有长事务处理特点,

为此必须保证空间数据的一致性和安全性。分布

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作为数据管理的基本单元,

通过认证和加密等手段可以对一组对象、单个对

象、对象内的部分数据赋予不同的安全属性及访

问规则。相对于传统的基于文件或块的数据管

理,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具有更高的数据独

立性和安全性。因此, 更利于建立网络 GIS环境

下多用户访问的灵活的安全机制。

4) 无限扩展、快捷廉价。对于众多小型的

GIS数据生产和使用部门,大规模存储设备价格

昂贵而实用性不大。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能

够独立地存储数据和提供存储服务, 具有很强的

扩展能力, 将存储在 OSD上的分布式空间数据存

储对象直接连接到网络上,可以构造基于网络的

超级存储系统,因此,无论对于大中型还是小型的

数据存储用户,它都将以全新的方式为众多的网

络 GIS 用户提供一种快捷而廉价的数据共享和

存储方法。

5) 主动服务、自主分布。基于分布式空间数

据存储对象的空间数据存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

被动服务、人为分布 的存储模式。它充分考虑

了数据的存储特性和应用需求, 选择相应的最合

适的存储对象。利用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的

丰富属性实现 OSD 间的数据动态分配和负载均

衡;根据空间数据布局和使用信息有效组织数据

和预见需求,实现 OSD间的数据自主迁移和基于

策略的存储管理
[ 13]
。

基于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的海量空间数

据存储利用对象层次的抽象有效融合了现有存储

技术的特点, 扬长避短, 既有 NAS 的优点, 能够

实现跨平台的数据共享, 又克服了 NAS 的服务

器瓶颈;既保留了 SAN 的优点, 可以直接访问数

据,具有高数据传输率和高扩展性,又提供了远比

SA N更为快捷廉价的存储方式; 同时还具备了

DAS和 SAN 的高性能特点。以分布式空间数据

存储对象作为基本存储单元的对象存储架构

( OBS)在扩展性、安全性、存储性能、异构环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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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能力等方面都具有更出色的表现[ 14] (见表 1)。

因此,基于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构建高性能、

可伸缩、跨平台的海量空间数据大规模分布式存

储系统将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表 1 主要存储技术的性能评价

T ab. 1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f Four Main

St orag e A rchitectures

DAS NAS SAN OBS

基本单元 数据块 文件 数据块 对象

扩展性 低 中 中 高

安全性 高 低 中 高

存储性能 高 低 高 高

异构环境共享 低 高 中 高

适用范围
小规模
存储

中等规
模存储

中等规
模存储

大规
模存储

3 结 语

分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以其主动服务、透

明访问、灵活高效等特点为海量空间数据存储、管

理和服务提供了全新思路。以分布式空间数据存

储对象为基本单元存储、管理空间数据的尝试刚

刚起步。如何根据空间数据的应用需求合理划分

不同类型的空间数据存储对象, 如何确定空间数

据存储对象的划分粒度、大小,如何利用不同的分

布式空间数据存储对象构成有层次的分布式存储

系统等问题,都值得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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