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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角色任务分解的网格三维犌犐犛处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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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一种新型的网格任务分配模型。该模型将网格计算思想和三维ＧＩＳ漫游技术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将复杂的三维ＧＩＳ计算任务分解成小块并分交给多台实验机协同完成，从而使原先只能单机上运行的

三维ＧＩＳ漫游功能，现在能由多台机器同时处理，有效地解决了传统三维ＧＩＳ漫游中由于三维数据量太大和

处理复杂而产生的诸如三维漫游速度慢、要求服务器配置高、漫游时停顿等问题。

关键词：三维ＧＩＳ；网格；三维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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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流行、计算机性能的

提高以及高速网络的发展，使计算机网格思想的

实现成为可能。所谓网格，是指将机群、超级计算

机、大规模存储系统、数据库以及其他地理上分散

的特殊仪器设备［１］，甚至个人计算机等所有的计

算资源、存储资源、通信资源、软件资源、信息资

源、知识资源等链接起来作为单个统一的资源使

用，从而能够方便快捷地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

网格ＧＩＳ目前主要涉及网格计算、基于 Ｗｅｂ

服务的信息共享技术、空间信息互操作技术和三

维ＧＩＳ技术
［１４］。ＧＩＳ是现实世界在空间上的三

维延伸，所以三维ＧＩＳ需要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处

理、分析，然后构建三维模型，并进行三维纹理处

理和渲染。其能有效实施的两个关键是速度和精

度问题［５，６］。而一般的系统在进行三维ＧＩＳ场景

的漫游、渲染和数据处理时，需要高性能的服务器

和长时间的等待。而且如果数据存在坐标系不一

致、基准不一致、数据的比例尺不一致等问题，从

不同的数据源获得的数据产生矛盾，即使能相互

叠在一起，也会产生应用上的矛盾。因此，需要适

合于网格技术的空间信息表示、空间数据组织等

方面的技术支持［７，８］。在网格技术的空间信息表

示方面，网格任务分解一直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

多年来地学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探索。网格任务分解一般包括［９１０］按功能分

解、按步骤分解、按数据分解三种基本方式，但是

上述网格任务分解是基于具体的应用任务，而对

复杂的ＧＩＳ数据，这种单一任务分解方式是远远

不能达到的。

１　网格计算中的任务分解

１．１　网格计算

网格计算又称为虚拟计算环境，或全球计算

统一平台。网格计算需要使用一套计算策略，从

而能够把一个应用程序划分成多个子任务，然后

由相应的任务管理程序将各个子任务分发给

ｎｏｄｅ（子节点计算机）进行处理。网格是分布计算

的一种形态，它追求的目标来源于人们对“电力

网”的类比理解，人们希望从网格中获取计算或服

务就像家电用插头从电力网中获得电能一样方便

和普及［１１，１２］。

１．２　任务分配

理想的网格计算应构建在当前所有的硬件和

软件平台上，给用户提供完全透明的计算环境。

对用户而言，它把同构、异构的资源变成了虚拟的

同构计算环境［１３］。为此，网格计算应具有以下主

要功能：① 层次管理，确定所管理层次体系，决定

管理信息流的流向；② 通信服务，支持各种通信

协议，提供通信链路延迟、带宽和可靠性能指标；

③ 信息服务，可获得不断变化的各节点的状态信

息；④ 命名服务，提供全局域名服务，有国际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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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Ｘ．２５标准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ＤＮＳ标准；⑤ 文件系

统，提供全局存储和分布式文件系统机制；⑥ 安

全认证，应包括登录认证和安全记账机制；⑦ 监

视系统，监视各个子系统资源和运行情况；⑧ 资

源管理和调度，提供合理的资源调度方法，高效地

利用各种资源。

１．３　面向角色的任务分解

角色是一个要完成特定任务的责任主体，每

个角色负有相应的责任。角色来源于角色主体对

角色对象的关系，角色要完成一定的任务，对角色

对象负责。从角色分解思想的视角来看，空间信

息网格处理任务是一个大的角色，这个角色的任

务就是提供给用户一个高效可靠的空间信息处理

结果。因为空间信息网格任务是由网格中的多个

网格节点共同处理完成的，所以在任务处理过程

中不同环节的网格节点，是在完成不同的任务，也

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空间矢量数据处理是由矢

量数据角色节点群来处理的，栅格数据处理是由

栅格角色节点群来处理的，属性数据处理是由属

性角色节点群来处理的。

在本系统中，各种功能的实现需依托各个网

格节点，各个类型的角色节点群又有其子任务角

色节点，如担任任务请求机制（Ｃｌｉｅｎｔ角色）、任务

分配机制（Ｓｅｒｖｅｒ角色）和任务处理机制（Ｗｏｒｋ

角色）。从而产生了以下三种任务分配方式。

１）基于Ｃｌｉｅｎｔ的任务分配：提交各种任务请

求，并将从Ｓｅｒｖｅｒ返回的数据结果交给用户。

２）基于Ｓｅｒｖｅｒ的任务分配：对提交的任务进

行分割并交由各个 Ｗｏｒｋ进行处理，负责对各个

Ｗｏｒｋ进行调度和通信处理工作，并将最终结果

返回给Ｃｌｉｅｎｔ。

３）基于 Ｗｏｒｋ的任务分配：对由Ｓｅｒｖｅｒ划分

的子任务进行处理，然后将处理的结果提交给

Ｓｅｒｖｅｒ。

２　面向角色的网格三维犌犐犛处理模

型

２．１　三维犌犐犛可视化技术和交互式漫游

三维ＧＩＳ漫游的实现可采用面向对象的编

程技术，把三维场景中的任何物体都作为对象。

其中，有些对象可作为容器，其他对象可作为子对

象加入该对象中。而另一些对象只能加入到其他

对象中，不能作为容器。三维ＧＩＳ漫游实现的基

本处理过程如图１所示。

三维ＧＩＳ交互式漫游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实

图１　 三维可视化的基本过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时性和真实性，即三维ＧＩＳ交互式漫游需要对用

户的操作进行实时快速的反应。但当今大多数的

基于Ｂ／Ｓ和Ｃ／Ｓ结构的ＧＩＳ交互式漫游系统仅

仅由单一的一台ＰＣ机或工作站进行处理，其处

理速度完全依赖于服务器的性能。笔者用面向角

色任务分解的思想把由一台ＰＣ机或工作站要处

理的任务先通过数据的角色属性将数据划分成不

同的数据块，然后将各个数据块交由节点群的

Ｓｅｒｖｅｒ分配由各个 Ｗｏｒｋ去协同完成，这样既加

快了三维 ＧＩＳ交互漫游时对用户操作的响应速

度，又提高了机器的利用效率。

２．２　三维犌犐犛漫游在网格上的任务分解和调度

寻求有效的静态调度是困难的，动态策略可

作为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尽管任意的一台

机器是异构的，但机器负载是自我管理，甚至是自

我均衡的。动态策略在异构平台上真正的劣势是

数据依赖，可能导致速度被拖为最慢的处理器速

度。因此，对于网格系统的异构平台，本模型采用

动静结合的调度方案，其中处理器数据多样性的

问题则通过在每一个可识别的静态项之间重映像

数据和计算来实现，并采用Ｓｅｒｖｅｒ、Ｃｌｉｅｎｔ、Ｗｏｒｋ

三者分离的任务调度方式，实现在 Ｗｏｒｋ上对

ＣＰＵ资源和内存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当某个

Ｗｏｒｋ上的资源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则暂停对该

Ｗｏｒｋ资源的分配。另外，任务划分不仅要考虑

ＧＩＳ数据本身的特殊性，而且要考虑相应任务的能

动信息，还要考虑多个角色节点间相互关联、相互

制约的通讯信息。任务划分的粒度要适中。根据

客户的需求，兼顾网格系统协同工作的特点，在进

行任务划分时一般要遵循以下原则：① 独立性，所

划分任务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样有助于各角色

节点独立处理各任务，减少相互间协调、通信的工

作；② 层次性，一任务可分解为多个子任务，子任

务又可分解为多个下层子任务，复杂任务分解为多

个简单的、易于处理的任务；③ 组合性，通过适当

的组合可以完成一任务，经适当的变换可完成另

一任务；④ 均匀性，分解大小、规模、难易程度要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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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均匀，避免某一任务执行时间过长，导致节点

负担不均，影响系统的整体执行效率。

２．３　三维犌犐犛漫游网格模型实现

本系统采用Ｊａｖａ编程实现。对于逻辑与物

理的Ｊａｖａ映射，本文模型在网格系统中把物理资

源都映射成逻辑资源，网格成为逻辑共享资源的

集合。用户通过访问逻辑资源的形式间接访问物

理资源，映射关系负责屏蔽资源的异构性。

本系统按照角色分解的方式划分任务模块，

其中所有的任务模块都由Ｊａｖａ语言实现，其主要

的任务模块如表１所示。Ｓｅｒｖｅｒ模型、Ｃｌｉｅｎｔ模

块、Ｗｏｒｋ模型这三个模块都由网格中的基本节

点任务模块衍生得来，为Ｊａｖａ抽象类，名叫Ｇｒｉｄ

Ｎｏｄｅ，其结构如图２所示，其主要功能是实现网

格中最基本的资源共享、通信处理和任务分配

功能。

表１　三维犌犐犛漫游网格模型中各个犑犪狏犪类包

Ｔａｂ．１　ＡｌｌＪａｖａＰａｃｋａｇｅｉｎ３ＤＧＩＳＲｏａｍＭｏｄｅｌ

主要Ｊａｖａ包名 实现功能

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ａｄｍｉｎ 总体上对各个网格节点进行管理设置

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ｃｌｉｅｎｔ 实现网格节点的客户端和进行客户端设置

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ｃｍｄ 对三维ＧＩＳ漫游的交互式命令进行处理

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ｇｕｉ Ｃｌｉｅｎｔ端交互式Ｓｗｉｎｇ界面生成

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ｍｅｓｓａｇｅ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Ｗｏｒｋ之间通信协议和通信规则实现

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ｓｅｒｖｅｒ 实现网格节点的服务端和进行服务端设置

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ｕｔｉｌ 工具包（各种转换函数和转换工具）

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ｖｆｓ 实现令牌认证功能和令牌管理功能

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ｗｏｒｋｅｒ 实现网格节点的工作端和工作端的实现

图２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类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本系统按照Ｓｅｒｖｅｒ、Ｃｌｉｅｎｔ、Ｗｏｒｋ这三种任务

分配方式划分任务模块，其主要的任务模块如表１

所示。本系统采用面向对象的设计思想，其中最基

础的类为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代表最基本的网格节点）。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类 的 主 要 操 作 函 数 为：①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Ｃｏｎｆｉｇｃｆｇ）函数，构造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对象；

②ｇｅｔＮｏｄｅＣｏｎｆｉｇ（）函数，获取节点的设置信息，其

获取的设置信息存放在ＧｒｉｄＮｏｄｅＣｏｎｆｉｇ对象中；

③ｓｅｔＮｏｄｅＣｏｎｆｉｇ（ＧｒｉｄＮ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ｉｃＣｏｎｆｉｇｃｆｇ）

函数，设置网格节点的各种参数信息；④ｓｔａｒｔ（）

函数，启动网格节点，并启动相应的服务（有ｌｏｇ

日志服务和ｓｏｃｋｅｔ通信服务等）；⑤ｓｔｏｐ（）函数，

停止网格节点，并停止相应的服务。

各个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自带日志、任务调试和各种

服务，在网格系统中可看作一个独立的单元。这

样三维 ＧＩＳ计算任务能够分解成相互基本独立

的不同功能单元并交由任务不同的ＧｒｉｄＮｏｄｅ进

行处理，以达到分布式计算的目的。各个 Ｇｒｉｄ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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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ｄｅ间由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ｍｅｓｓａｇｅ类包中

的各个消息类联系在一起，进行相互的通信和控

制。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ｃｌｉｅｎｔ类包是在 Ｇｒｉｄ

Ｎｏｄｅ的基础上增加了客户端界面设置而衍生出

来的，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ｗｏｒｋｅｒ类包是在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三维ＧＩＳ场景处理

功能而衍生出来的，ｏｒｇ．ｗｕｈａｎ．ｇｉｓ．ｇｒｉｄ．ｓｅｒｖｅｒ

类包是在ＧｒｉｄＮｏｄｅ的基础上增加了任务分配功

能而衍生出来的。所有的上层服务都是建立在

ＧｒｉｄＮｏｄｅ的基础上的。

３　实验与分析

本系统使用２０台ＰＣ机进行实验，分别进行

了本网格模型实验、Ｇｌｏｂｕｓ网格环境和 Ａｌｃｈｅｍｉ

网格模型（是一个以使用简易为目的的 Ｗｉｎｄｏｗｓ

下的网格计算框架）实验。实验环境为局域网环

境。笔者针对这三种网格环境进行了三维 ＧＩＳ

漫游的模拟实验。

经过实验后发现，原先一台普通的ＰＣ机漫游

比较吃力的三维ＧＩＳ场景，当加入两台和三台机器

同时工作时，其漫游速度有明显变化。如果在同一

速度要求下，两台机器和三台机器比一台机器的

ＣＰＵ占用资源情况会明显下降。另外将本模型与

Ｇｌｏｂｕｓ网格模型、Ａｌｃｈｅｍｉ网格模型比较发现，当

栅格数据量越大时，本模型有着十分显著的性能

（而一般三维系统中栅格数据量占的比重比较高）。

实验效果图如图３，具体性能参数比较参见表２。

表２　三类模型数据处理速度比较表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ｐｅｅｄ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ｓ

节点数
三维ＧＩＳ漫游数据量／ＭＢ

矢量数据量 珊格数据量 属性数据量

角色任务分解模型

处理速度／ｆｐｓ

Ｇｌｏｂｕｓ模型处理

速度／ｆｐｓ

Ａｌｃｈｅｍｉ模型处理

速度／ｆｐｓ

３ １２ １００ １ １５ １４ １２

５ ２０ ２６０ ２ １２ １２ １１

９ ２３ ４００ １．４５ １２ １３ １２

１３ １ ５０ ０．５ １４ １４ １２

１５ ３１ ６５０ ２．３４ １３ １２ １２

１７ ５ ３０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０

１９ １７ ４０２０ １．２ ２４ ２２ ２１

图３　基于角色任务分解的网格模型、Ｇｌｏｂｕｓ网格模型

和Ａｌｃｈｅｍｉ网格模型渲染速度比较图

Ｆｉｇ．３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ｌ

　　实验图表说明，本系统的网格模型比Ｇｌｏｂｕｓ

网格模型和 Ａｌｃｈｅｍｉ网格模型在三维 ＧＩＳ场景

漫游方面有很大的速度优势。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型的网格任务分配系统，

该系统运用先进的网格任务分配理念，将复杂的

三维 ＧＩＳ计算任务分解成小块并交由各个网格

节点进行协同计算和处理，从而将原先由单机处

理的三维 ＧＩＳ漫游技术推广到多机协同处理。

经过实验分析可知，本系统结构能够有效地解决

传统网格模式中的一些问题，应用于实际平台，对

机器资源的利用和三维ＧＩＳ漫游运行速度的提

高都有很大的帮助。但因为 ＧＩＳ数据类型复杂

而且数据量巨大，所以针对超大数据量的ＧＩＳ网

格数据应用还须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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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测绘科学与技术”晋级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本刊讯　来自教育部的消息，在最近结束的全国高校重点学科考核中，武汉大学

测绘科学与技术被评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按照规定，一级重点学科所涵盖的所有

二级学科，包括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地测量与测量工程、地图制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等，都将自动成为国家重点学科。

４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