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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犌犐犛空间数据动态副本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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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ＧＩＳ海量空间数据更新要求，研究了无线网络环境下空间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副本动态复制与管

理技术。通过分析空间数据移动复制服务策略，设计了基于无线网络的动态副本管理系统（ＤＲＭＳ）来实现空

间数据的移动动态复制，并研究副本管理模型和副本更新算法，保证了无线网络传输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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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无线网络通讯以及互

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希望摆脱固定网

络、有线互连的束缚，在无线网络环境下传输和存

储空间数据［１］。无线ＧＩＳ（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ＧＩＳ，ＷＧＩＳ）是

指采用无线通信方式互联的ＧＩＳ
［２］。它使ＧＩＳ用

户彻底摆脱了线缆束缚，并在技术上几乎保留了传

统有线网络技术和 ＷｅｂＧＩＳ的所有功能。无线网

络既可以满足各种台式机、便携机的入网要求，也

可作为传统有线局域网的补充手段［３］。无线网络

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无线个人连接、无线局域

网（ＷＬＡＮ）以及无线城域网作为无线网络的代表

正以互补的形式服务于广大用户［４］。然而，无线网

络的ＧＩＳ还存在以下不足：① 采用无线通讯的ＧＩＳ

网络实际传输速度较慢，无法与采用光纤、双绞线

作为传输媒介的有线网络的高带宽相比；② 无线

通讯的信号在空气中通过红外线和无线电波传

输，易受外部其他信号的干扰，同时由于现实具体

环境位置的不同，障碍物和天气条件等方面都会

影响无线ＧＩＳ通讯的稳定性，使数据传输过程中

断或者传输速率下降。

１　空间数据副本管理服务

１．１　移动复制服务

由于无线网络存在带宽窄、长时延等缺陷，使

ＷＧＩＳ在网络传输中存在速率低、频繁断接、资源

有限等问题，如何在无线网络中存储和管理ＧＩＳ

海量数据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复制技术能够很

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复制技术能够使无线网络的

开销大大减少，增强网络服务质量，提高资源的有

效利用［５］。在移动网络计算环境下复制问题的关

键在于解决何时决定复制什么文件到何地去的问

题［６］。通常，有以下两类移动应用：① 传统应用，

如移动中的野外数据采集作业使用的完全根据事

务驱策进行的空间数据复制管理；② 新应用，如

交互式移动信息手机电子地图操作等具有的在请

求时进行的面向客户端的复制。然而，现在常用

的移动设备没有或只有一小部分支持ＧＩＳ请求

复制服务。在面向客户端的复制中，管理员仅仅

只需定义那些在应用层不能完全定义的规则（如

某些冲突处理机制）。因此，通常把复制过程分为

复制策略定义和副本管理两个阶段。复制策略由

管理员创建，并描述资源文件子集和源数据库。

副本管理选择并创建若干副本文件到选择的服务

器节点，同时允许执行复制模式（更新、只读）和冲

突处理。

１．２　动态副本管理

如何在不同类型的移动设备间以及异构软件

平台间进行数据交流是无线ＧＩＳ的一个关键问

题。许多学者在移动复制的副本管理方面展开了

大量研究［７１０］。

在动态副本管理系统中，系统管理模块作为

应用层管理复制文件与副本的操作，该模块主要

负责副本的创建与删除策略的实现，同时也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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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副本与无线网络的耦合，使整个复制系统具有

可扩展性，同样，还要使系统的实现方式尽可能简

单。由于每次对文件的打开、读、写、删除等操作

都会涉及副本信息的查询、修改，因此，对副本文

件进行跟踪是非常重要的处理。副本跟踪模块需

要跟踪副本的位置，管理数据库服务器和每个无

线网络节点存放的副本信息，实现副本的基本定

位。

所有对副本对象文件的访问信息，由操作集

经过副本管理模块时，都会将这些信息发送给副

本对象管理模块。该模块将根据用户定义的规则

和副本复制策略，将源文件分解为数据副本文件

和副本表，各个节点通过副本位置管理模块将动

态定义的副本文件存储到本地数据库中。整个副

本管理系统中有一个网络监视守护（ｍａｎａｇｅｄａｅ

ｍｏｎ）模块，它将定期统计节点在本地数据库中的

数据，并以此作为是否需要创建或删除副本的重

要依据。作出决策后，它将向系统管理和副本跟

踪模块发出具体创建或删除的命令，然后由副本

管理器完成副本的创建与删除操作，并重复上述

副本管理过程。

２　移动副本管理模型

２．１　副本管理模型

研究发现，在副本创建和删除过程中，无线网

络信号强度和副本访问频率通常是随机变量，而

且呈周期性振荡分布状态。由于影响副本的随机

因素很多，而每一个因素都不起决定性作用，且这

些影响因素都是可以叠加的，随机副本变量被认

为是服从正态分布。显然，一个关于副本管理服

务的分布模型用正态曲线来描述是适合的。

当无线网络需要更新热门资源时，选择节点

作为存放点是最重要的。统计无线网络各个节点

的信号强度，设存在一个实例集合Ψ＝｛（狓０，ψ０），

（狓１，ψ１），…｝表示每个副本犻处于副本节点狓犻 的

信号强度ψ犻 的实例集合。另外，定义统计周期

犜，设实例集合Φ＝｛（狋０，φ０），（狋１，φ１），…｝为服务

器犻在统计周期狋的信号强度，则有：

φ犻 ＝
Σ犼（犓）（狋犻）ψ犼
Σ犼犓（狋犼）

式中，犼∈犻，其中犓（狋）为第犻个周期统计的资源访

问度。

资源访问度函数对于副本服务与响应有多种

可能的选择，在理想状态下，存在高服务质量与低

服务费用两种状态。

犓（狋犻）＝
０，低服务费用、低服务质量

１，高服务费用、｛ 高服务质量

　　为了判断副本服务器上是否创建或删除热门

资源副本，必须讨论一个合适的副本管理服务模

型。由于无线网络信号强度是正态分布，则移动

副本管理模型为：

狆（狘狋）＝ｅｘｐ
－（－犻）

２

２σ
２

式中，犻为副本服务器犻处于统计周期狋的信号

强度；σ
２ 是标准差。

讨论副本管理模型时，应该注意当狆（｜狋）大

于某一阈值时，即某副本资源访问频率较高，而对

应的节点信号强度较强，副本服务器就应该在这

一节点上创建该热门资源的副本；而当其小于另

一个阈值时，基于上述同样的过程，副本服务器就

应该在指定的节点上删除副本。副本创建和删除

的阈值定义需要根据具体网络要求、服务请求与

响应及系统负载等多个因素确定，是一个经验值。

２．２　算法分析

在空间数据移动复制服务中，根据副本管理

模型利用各种副本创建、删除、执行等算法实现副

本管理是复制服务器上的重要部分。图１、图２

描述了具体副本管理系统创建和删除副本文件的

算法。副本创建和删除算法的基本思想是：依据

固定周期对某副本的访问频率和无线网络信号强

度大小判断是否在这一节点创建或删除该副本。

该副本创建和删除算法能实现动态的管理副本信

息和副本表，以保证系统资源的有效利用。

图１　副本创建算法

Ｆｉｇ．１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Ｒｅｐｌｉｃａ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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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副本删除算法

Ｆｉｇ．２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Ｒｅｐｌｉｃａ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３　试验分析

本模拟试验中，笔者采用一组９幅遥感影像

数据作为动态副本多层复制管理机制与普通的静

态复制数据更新方式比较的对象，在无线局域网

（ＷＬＡＮ）环境下，模拟采用４个节点作为存储多

副本的客户端，服务器端采用ＤＲＭＳ实现多影像

数据副本传输更新操作。

在 ＷＬＡＮ中，笔者通过调节节点与基站ＡＰ

之间的距离，以考察各个节点与服务器之间传输

速率的关系。试验模拟在无线网络不同网络速率

下，各节点创建副本的数量，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节点创建副本数量

Ｔａｂ．１　Ｒｅｐｌｉｃ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ａｃｈＮｏｔｅ

节点 犃 犅 犆 犇

传输速率（Ｍｂ／ｓ） ５４ ２４ １２ ９

副本数量（个） ９ ６ ４ ３

　　对多幅影像数据进行副本更新操作所消耗的

时间比较如图３所示。在需要更新的副本较少、

无线传输的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动态复制由于

需要进行副本管理，增大了移动计算量，因此，需

要的时间会更多。而随着需要更新多个数据进行

复制操作，传输的副本文件增多，数据量增大，无

线网络的传输稳定性已经不足以保证静态复制的

稳定性，而相反动态复制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本模拟试验中，采用动态副本管理的传输效率提

高了２３．３％。由于动态复制始终把副本文件存

放在网络资源最高和信号强度最强的节点上，因

此，在有限的网络资源环境下保持无线传输的效

率达到最高。动态副本复制管理机制在无线网络

传输中明显优于静态复制，增强了网络传输的稳

定性，保证了空间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图３　影像数据副本更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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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Ｎｏｒｔｈ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Ｒｏａｄ，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ｏ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ｃａｒ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ｎａｖｉｇａ

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ｓ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ａｒｅ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ｃａｌｅｓｄａｔａａ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ｉｎ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ｂｌｏｃｋｓｉｎ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ｉｎｔｏｍａｐｄｉｓｐｌａ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ｅｖｅｌｓ，ｒｏｕｔ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ｅｖ

ｅｌｓａｎｄＰＯＩ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ｒｏａｄ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ｉｎｗｈｉｃｈｍａｐｄｉｓｐｌａ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ｏｕｔ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ｏｄｅｌ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ａｓ

ｗｅｌｌｔｈｅｉ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ｏｃｏ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ｓａｂｌｅ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ｃｏ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ｉｎ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ｗａ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ｉｔｆｏｒ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ｃａｒ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ＢＳ）；ＧＩＳＴ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ｗｏｒｋｓｉ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Ｔ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

（ＬＢＳ）ａｎｄ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Ｌ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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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犐犖犆犺犲狀犵犱犪
１
　犕犈犖犌犔犻狀犵犽狌犻

１
　犘犈犖犌犢犻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ＧＩ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ｉ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ｗｉｒ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ｌｏｗ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ｎｉｔ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ｍａｄｅ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ＧＩＳｄａｔａ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ｅｑｕｅｓｔｏｆｇｒｅａ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ＧＩＳｄａｔａ，ｍｏ

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ＧＩ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ｕｌｔｉｔｒｉｅｓ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ａｒｅｐｌｉｃ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ｏｆ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ｈｉｃｈ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ｔｈｅｄｅｓｉｒｅ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ｕｐｄａｔ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ＧＩＳ；ｍｏｂｉｌｅ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ＮＣｈｅｎｇｄａ，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ＧＩＳ，ｍｏｂｉｌ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Ｅｍａｉｌ：ｌｉｎｃｈｅｎｇｄａ＠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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