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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体系结构的研究现状，对当前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建设所面临

的技术难点和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将对等网络技术引入到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的建设中。

对现有的对等网络路由结构的适应性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进而设计了一个适应于分布式虚拟地理环

境服务的大规模对等网络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模拟测试和分析，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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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虚拟地理环境进一步拓展到网络应用

中，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的概念也就被提出

来了。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是在广域网络环境下

的三维智能虚拟环境，是一种支持广域网络中地

理环境特定现象与规律的表达、模拟和分析、分布

式地理协同规划、设计与决策的实验环境［１］。但

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目前还只是应用于极小的范

围和少数领域中，并不能在大范围内满足政府、企

业、团体及大众的需求，这其中有其自身发展规律

的原因，但同时也受到众多现实条件的限制，包括

有限的网络带宽资源、海量的空间数据信息和领

域信息、庞大的请求量和机器性能的限制等。国

内外相关专家学者、科研单位及企业一直致力于

利用现有的资源来提升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服务

的能力，包括浏览速度、地理空间分析的效率、对

庞大请求量的支持等，也取得了较多的科研成果

和产品，但是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或是以一方

面的绝对牺牲来换取另一方面的提升，如花费巨

资提升服务速度。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将对等网

络技术引入到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的建设

中，充分利用对等网络的优势提升分布式虚拟地

理环境服务的质量。

１　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体系结

构现状分析

　　目前，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所采用的网

络服务结构可分为两类，即集中服务器模式和分

布式多节点服务器模式。集中服务器模式如图

１（ａ）所示，在网络上采用的基于Ｃ／Ｓ、Ｂ／Ｓ模式的

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基本都是基于集中服务

器模式而构建的［２］。基于集中服务器模式构建分

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有其优越性，如结构简单、

构建维护方便、投资较少等。在构建和维护方面，

无需考虑网络底层网络上的任务调度及网络路

由，只需做好中央服务器及其网络的维护工作就

可保证系统的运行，在系统的构建方面，为企业或

研究机构节省了大量的资金［３］。但是基于集中服

务器模式的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也存在着性

能及安全等方面的缺陷，如当涉及大规模的场景

漫游及空间分析请求时，性能将急剧下降，甚至无

法提供服务，同时大量的数据传输均集中在中央

服务器，对中央服务器的网络带宽将是一个挑

战［４］，经常造成请求数据无法及时传达［５］、空间分

析请求很难及时完成，这是基于中央服务器模式



　第３２卷第１１期 边馥苓等：适应于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服务的对等网络模型研究

的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的缺陷。

针对集中服务器模式的缺陷，一些资金雄厚

的公司及相关学者开始对分布式多节点服务器模

式进行研究，该模式比较典型的结构如图１（ｂ）所

示。该模式通过构建大量的分布式数据库服务器

节点以实现对海量空间数据的管理，再通过高效

的数据压缩技术和服务器负载均衡控制来实现对

全球用户的高速三维海量空间信息服务。但是构

建分布式多节点服务器模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无

疑需要大量投资，因此，目前只是极少的资金雄厚

的跨国公司推出了分布式多节点服务器模式的三

维地图发布系统，如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等分布式全球

三维地图发布平台。这种对在大规模范围内构建

众多分布式节点服务器模式的分布式虚拟地理环

境系统的性能提升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要维护

众多的高性能服务器节点，由此产生的投资是一

个庞大的数目。

图１　典型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体系结构

Ｆｉｇ．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ＤＶＧＥ

综合以上讨论可知，目前的分布式虚拟地理

环境系统是由两层到多层、由集中网络到分散网

络的发展过程。

２　现有对等网络路由模型适应性分

析

２．１　非结构化对等网络路由适应性分析

非结构化对等网络中不存在中央索引服务

器，任意两个节点都是完全对等的关系［４］，每个节

点可以直接与其邻居节点建立链接并通信。由于

节点都只需要知道其邻居节点的信息就可以登录

到对等网络，故而非结构化的对等网络具有高自

治性的特点［４，５］。非结构化对等网络不存在中央

服务器那样的中心控制节点，因此如何进行消息

路由和资源发现，是该技术需解决的核心问题，目

前一般采用基于泛洪算法的资源搜索手段。泛洪

算法通过向所有的相邻节点发送带ＴＴＬ设置的

搜索请求对整个网络进行查询，这种方法简单，但

由于对节点进行毫无选择的搜索导致消息的大量

发送，给网络增加了通信负担［６，７］。虽然有多种

修正泛洪算法盲目性的搜索机制，但仍然不能从

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因此，在存储大量的无关

联的独立文件系统中，这种方法可以，但是在虚拟

地理环境中，由于对系统的实时性和效率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并且其数据都是空间关联的关系，这

种只采取随机搜索算法而置大量空间关联关系于

不顾，并且不设置索引服务器的方式并不合适。

２．２　结构化对等网络结构适应性分析

基于ＤＨＴ的结构化对等网络在效率上较非

结构化的对等网络有所提高，结构化对等网络系

统首先为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分配一个虚拟地

址［８］，同时用关键字来标识其可提供的每一项共

享内容。在此基础上取一个特定哈希函数，该函

数可以将关键字转换成一个固定的哈希值 犎

（Ｋｅｙ）。与非结构化的对等网络相比，结构化网

络在资源的定位上作了较大的改进，避免了泛洪

算法造成的网络堵塞。然而，通过分析分布式虚

拟地理环境的特性可以得出，这种以Ｋｅｙ值在大

规模的网络上定位资源的方法并不能解决问题。

没有中央服务器的特性在某些方面比如共享、安

全等可能有优势，但是在数据关联性强、海量特

性、效率要求极高的网络空间信息系统建设中难

以适应。尤其是在路由维护方面，结构化的对等

网络仍然难以达到高效维护大量动态分布式节点

的要求，因此，基于ＤＨＴ的结构化对等网络结构

同样难以适应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的建设要求。

２．３　混合结构对等网络适应性分析

在混合结构的对等网络模型中，一台或多台

高性能服务器作为对等网络的索引服务器，为网

络的对等节点提供目录及索引服务。对等节点向

目录服务注册关于自身的信息，包括名称、地址、

资源及元数据，并通过根目录服务器查询所需资

源，并定位其他节点［９］。网络中的服务器并不存

储数据本身，而是存放系统中各个节点的信息及

其文件信息，包括ＩＰ和文件索引。服务器节点协

助系统各个节点间建立连接，所以节点先要向服

务器查询自己所需的文件在系统中的位置，再与

存放文件的节点连接，下载文件。这种网络结构

下的数据的查询效率较高，只要拥有高性能索引

服务器便可以满足大量的简单节点的请求［１０］。

但是目录服务器的存在也使得这种结构的对等网

络安全性存在瓶颈，一旦服务器节点出现故障，整

个网络将陷于瘫痪［１１］。混合结构对等网络在某

些方面，如查询的高效性等，可以为分布式虚拟地

９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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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环境所采纳，但是它严重依赖中央服务器，而且

并无面向数据内容级的资源控制手段。从这方面

来看，在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中行不通，因为仅仅

依靠简单节点完成对海量空间信息的存储，并完

成基于空间相关性的数据重组，难度极大，因而混

合结构网络还需在安全性和数据存储管理方面进

行相应的改进，才可应用于分布式的虚拟地理环

境系统的建设。

３　适应虚拟地理环境构建的对等网

络逻辑层次模型

　　经过对以上现有对等网络路由模型的分析可

以得出，现有的对等网络路由模型并不能支持分

布式的虚拟地理环境的建设。要构建支持分布式

虚拟地理环境的对等网络，必须保证对等网络的

安全性、可扩展性、高效性、互操作性，而要达到这

个要求，无疑需要对现有对等网络结构进行扩展。

图２为本文提出的一种适应于虚拟地理环境系统

构建的对等网络的逻辑层次模型。该层次模型是

关于如何在对等网络环境下实现高效虚拟地理环

境服务的技术与规范定义，包括划分对等网络基

本组成、定义各部分的功能、描述各部分间的关系

以及将它们集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方法。该层次

模型是一个建立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基础之上的面向服务

的分层体系结构，分为对等网络通用服务层、对等

网络高级服务层、虚拟地理环境空间数据管理层、

虚拟地理环境服务层四层。

图２　对等网络环境下的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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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等网络通用服务层提供一些通用服务功

能，如节点连接、节点ＩＤ指派、基于键值的数据存

储与提取。这些通用服务是构建对等网络计算中

的最基本的服务功能，无论采用何种对等网络结

构都必须建立节点间的连接，而这也是对等网络

最基本的要素。

对等网络高级服务层提供包括路由服务、节

点管理、节点通信、信誉机制、安全等高级服务。

节点间的通信包括简单的消息通信、数据的传输

及计算服务的请求。构建对等网络环境下的分布

式虚拟地理环境，首先要构建一个适合分布式虚

拟地理环境的完整的对等网络，这就需要有包括

路由服务、节点管理、节点通信、一致性管理、信誉

机制及安全等高级服务作为该对等网络的支撑。

路由服务是构建和维持一个对等网络结构、保持

对等网络的稳定、高效、持久运行的保障。

对等网络环境下的空间数据管理层主要解决

对等网络环境下的空间数据的数据模型与结构、

空间数据的有效分布、动态分布式空间数据的集

成、海量空间数据的传输效率的提高、空间信息元

数据及其检索机制等问题。虚拟地理环境的空间

信息理论上是可以无穷扩展的，所以数据量也将

不断地挑战存储设备的能力，一个机构、单位或少

数的服务器将无法存储如此海量的空间信息，将

对等网络引入到海量三维空间信息的管理中来，

为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的大规模扩展提供了条

件。

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的服务层提供基于对等

网络的虚拟地理环境数据建模、虚拟地理环境实

时漫游交互［１０］、虚拟地理空间分析、虚拟化身参

与及互操作等服务。

４　适应虚拟地理环境构建的对等网

络拓扑结构描述

　　对等网络的路由拓扑结构对构建大规模的分

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系统至关重要，需要全面考虑

到对网络层次模型中所有服务的全面支持，本文

提出了一种基于中央索引的空间相关层次环状对

等网络路由模型。整个对等网络系统由中央索引

服务层、系统专用节点层、普通节点层三层次组

成，具体结构如图３所示。

图３中，系统专用节点和普通节点是空间数

据存储节点，普通节点同时也是用户节点。系统

专用节点要求拥有较高的机器性能、联网带宽以

及稳定的在线服务时间。每个存储节点包括系统

专用节点和普通节点，它们都向系统贡献出一部

分存储空间，贡献出的存储空间通过对等网络路

０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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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ＳＲＨＣＲＭ模型网络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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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算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查询。在这个结构中，

为提高系统全局资源定位的效率及准确性，采用

了中央索引服务器。与相关学者提出的完全中央

控制的模式相比，中央索引服务器并不对系统的

节点进行强制性的管理，每个系统专用节点都保

持一定的自由度，同时又接受中央索引服务器的

索引及副本服务，但并不是节点的所有活动都归

中央服务器节点控制，这样就在保证系统的全局

索引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系统的稳定性。

４．１　上层空间关联拓扑环状结构

上层空间关联拓扑环状是为适合空间信息管

理而构建的代理环状结构，每个环状结构就是一

个局部的元数据副本分区，而这些元数据副本分

区，是依据分区中节点资源的空间关联度及节点

物理邻近度分析得出的。对等分布式的系统专用

节点属于哪个元数据副本分区是依据其所管理空

间数据的范围确定的。如图４所示，系统专用节

点ＳＰ１、ＳＰ２、ＳＰ３及ＳＰ４都存储有相近或重叠的

空间数据，可以认为它们在空间上存在关联，因而

这些系统专用节点就可共同组成元数据副本分区

１，这个分区中的系统专用节点进而又组成了上层

空间关联拓扑环。ＳＰ５、ＳＰ６、ＳＰ７及ＳＰ狀也存在

空间关联，所以ＳＰ５、ＳＰ６、ＳＰ７及ＳＰ狀也组成一

个副本分区狀。元数据副本分区的存在为空间元

数据的检索带来便利，基于空间相关的特性可以

限制元数据检索的范围、规定检索的方向，从而相

图４　系统专用节点的元数据副本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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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部分的元数据检索便可以绕过中央索引服务

器节点直接在同一个元数据副本分区的系统专用

节点上进行，这对中央索引服务器来说无疑是个

相当程度的解放。

４．２　普通节点分区的环路结构

众多的普通节点依据特定的规则加入到各个

系统专用节点以后，便形成了环状的普通节点分

区。普通节点加入系统专用节点时，首先要确定

该节点应该加入的上层空间关联拓扑环，这主要

是根据节点选取要进入的空间区域来确定的。普

通节点确定了要进入的空间区域以后，便可以分

析出与其具有一定空间关联的上层空间关联拓扑

环，并可进一步确定出该上层空间关联拓扑环中

若干个空间关联度较大的系统专用节点。这里的

空间关联度计算可通过普通节点欲加入区域与系

统专用节点所储的空间数据的拓扑关系来确定。

笔者通过实验选取了一组比较实用且合理的空间

关联关系层次规则，包括：① 完全包含关系，空间

关联度为０．７～１；② 部分包含关系，空间关联度

为０．２～０．７；③ 相接关系，空间关联度为０．０５～

０．２；④ 相离关系，空间关联度为０～０．０５。

普通节点根据其与系统专用节点的空间关联

度进一步筛选备选的系统专用节点，本文设备选

条件为空间关联度不小于０．８。计算出了备选的

系统专用节点以后，接下来找出距离普通节点物

理距离最近的系统专用节点，这可以通过判断这

些系统专用节点到普通节点的通信反馈耗时来近

似确定物理距离。本文设α为选择度，ω为反馈

耗时限值，δ为反馈耗时，τ为空间关联度，则权衡

节点选择度的计算公式为：

α＝ （ω－δ）／ω＋τ

　　根据以上公式，从备选节点中选取选择度最

大的系统专用节点作为要加入的节点。若干个普

通节点通过这个规则加入到特定的系统专用节点

以后，再通过环路探测机制构建普通节点的环路

结构，从而形成环状的普通节点分区。

由上述上层空间关联拓扑环和普通节点分区

的环路结构分析可以得出，上层空间关联拓扑环

结构是基于空间相关性及实际网络拓扑而建立

的，这些环路中的空间知识具有较大的相关度和

较小的通信延时。环路中，每个系统专用节点又

管辖多个普通节点，普通节点分区也是基于空间

关联及实际网络拓扑结构而构建的，因此，同一个

上层空间关联拓扑环所管辖的所有普通节点也具

有空间关联性。这些特性为充分利用普通节点存

储资源和贡献计算能力提供了条件，因而该路由

１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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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将有助于解决现有对等网络路由模型普遍缺

少空间关联性的缺陷，提升空间资源定位的能力。

通过在环路上实现事件探测机制，使得该路由模

型具有较高的自组织性和较低的面向服务器节点

的网络通信流量，从而整体上提高了空间资源路

由效率。

５　系统模拟

针对本文提出的适应于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

服务的大规模对等网络模型课题，对所设计的对

等网络模型进行了模拟测试，并基于该对等网络

模型建立了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服务的原型系

统。

在普通节点上登录原型系统后，主界面如图

５所示，原型系统分为６个框架区，分别为标题

区、功能导航区、工具区、虚拟场景区、ＳＶＧ地图

区、结果显示区。该系统登录后，其后台将交由相

应的系统专用节点负责空间数据的传输及节点的

通信。原型系统提供了路由管理、虚拟场景漫游、

空间分析［１１］等功能。

图５　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对等网络扩展运行主界面

Ｆｉｇ．５　ＭａｉｎＦｒａｍｅ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Ｒｕｎｎ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Ｐ２Ｐ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６展示了该对等网络模型中节点的通信性

能模拟分析，随着节点总数的增加，节点间的通信

延时将缓慢增加。因为普通节点被限制在相应的

系统专用节点所管辖的分区内，普通节点仅仅与

图６　节点通信延时的增长率

Ｆｉｇ．６　ＲａｔｅｏｆＬａｔｅｎｃ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同分区的其他普通节点和系统专用节点进行通

信，因此，即使整个系统的节点数大量增加，对每

个分区的通信性能影响并不明显。

６　结　语

针对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的自身特征及其发

展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了适应于分布式虚拟地理

环境服务的对等网络模型课题，建立了基于对等

网络的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服务，达到了预期的

效果。将对等网络及其计算技术引入分布式虚拟

地理环境系统的建设还是一个全新的科研领域，

还有一系列的难题需要解决，在今后的研究中将

进一步完善对等网络环境下的分布式虚拟地理环

境的数据管理机制，充分挖掘对等网络的效率优

势；深入研究对等网络环境下的分布式虚拟地理

环境系统空间信息互操作技术等。这些技术将进

一步增强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服务的性能，节省

建设成本，提高互操作能力，为政府、企业、团体及

大众提供更高效、精确和更具亲和力的分布式虚

拟地理环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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