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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讨论了移动 Ａｇｅｎｔ技术的特点及其在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ＤＶＧＥ）中的应用优势，设计了混合式Ａｇｅｎｔ控制结构，提出了一种移动 Ａｇｅｎｔ计算模型，并就移动 Ａ

ｇｅｎｔ开发平台选择、动态路由控制策略、用户和共享资源管理等与原型系统实现相关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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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布式虚拟地理环境（ＤＶＧＥ）是基于因特网

的多用户虚拟三维环境，可用于发布地理多维数

据，模拟和分析复杂的地理现象过程，支持可视和

不可视的地理数据解释、未来场景预见、设计规

划、协同工作和群体决策等［１３］。目前，文献［４９］

对多用户参与的ＤＶＧＥ进行了研究。为了解决

复杂问题，通常把多个 Ａｇｅｎｔ组织起来，形成多

智能体系统（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Ｓ），在多个

Ａｇｅｎｔ之间以及Ａｇｅｎｔ与环境之间通过通信、协

商和协作来共同完成单个 Ａｇｅｎｔ所不能完成的

工作。Ａｇｅｎｔ技术在地学领域已经开展了许多应

用，如信息收集、仿真模拟、空间分析和推理、智能

控制等。然而，传统基于Ａｇｅｎｔ的分布式系统也

存在一些缺陷，如戚铭尧提出了 ＶＧＥ系统与多

智能体系统结合的４种方法
［１０］；张小波等提出了

一种建立动态群组的Ａｇｅｎｔ协同模型
［１１］。

１　移动犃犵犲狀狋及其在犇犞犌犈中的应

用优势

　　移动Ａｇｅｎｔ是一种新型的Ａｇｅｎｔ技术，与静

态Ａｇｅｎｔ不同，它能够在异构环境中自主地从一

台主机迁移到另一台主机，并可与其他Ａｇｅｎｔ或

资源进行交互，代表用户完成指定任务［１２］。移动

Ａｇｅｎｔ计算与传统网络计算模式有着本质上的区

别：① 移动Ａｇｅｎｔ不同于远程过程调用，这是因

为移动Ａｇｅｎｔ能够不断地从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移动到另一个节点，而且这种移动是可以根据自

身需要进行选择的；② 移动Ａｇｅｎｔ也不同于一般

的进程迁移，因为一般来说，进程迁移系统不允许

进程自己选择什么时候迁移以及迁移到哪里，而

移动Ａｇｅｎｔ却可以在任意时刻进行移动，并且可

以移动到它想去的任何地方；③ 移动Ａｇｅｎｔ更不

同于Ｊａｖａ语言中的 Ａｐｐｌｅｔ，因为 Ａｐｐｌｅｔ只能从

服务器向客户机作单方向的移动，而移动 Ａｇｅｎｔ

却可以在客户机和服务器之间进行双向移动［１３］。

所以，移动Ａｇｅｎｔ应用于ＤＶＧＥ系统中具有如下

优势［１３，１４］：① 节约网络带宽，克服网络延迟；

② 支持异步自主执行；③ 支持离线计算；④ 支持

平台无关性；⑤ 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⑥ 并行处

理；⑦ 具有较强的健壮性和容错能力。

１．１　混合式犃犵犲狀狋控制结构

ＭＡＳ的分布式协同控制结构可以分为集中

式、对等分布式、混合模式三种。本文采用混合模

式来实现ＤＶＧＥ系统的 ＭＡＳ协同控制，其结构

示意图见图１。控制模型中的Ａｇｅｎｔ主要有分组

Ａｇｅｎｔ、区域 Ａｇｅｎｔ和用户 Ａｇｅｎｔ三种。分组

Ａｇｅｎｔ位于中心服务器，负责用户登录、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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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区服务器指定。区域 Ａｇｅｎｔ主要位于各个

小区服务器和中心服务器端，负责对其区域内的

所有用户Ａｇｅｎｔ及其共享资源进行管理，主要功

能包括：① 维护用户Ａｇｅｎｔ的功能信息库；② 对

小区内的下属用户和共享资源进行管理；③ 进行

信息维护与备份；④ 协同通信。用户Ａｇｅｎｔ位于

客户端，处于协同层次树的末端，管理本地资源与

功能信息库，同时也负责处理任务请求，进行移动

Ａｇｅｎｔ初始化。

图１　混合式Ａｇｅｎｔ控制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ＨｙｂｒｉｄＡｇ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２　移动犃犵犲狀狋计算模型

在混合式Ａｇｅｎｔ控制结构的基础上，本文设

计的移动Ａｇｅｎｔ计算模型如图２所示，主要由移

动Ａｇｅｎｔ、ＡｇｅｎｔＨｏｓｔ（宿主系统）、区域Ａｇｅｎｔ等

几部分构成。ＡｇｅｎｔＨｏｓｔ是移动 Ａｇｅｎｔ的支撑

环境，存在ＤＶＧＥ系统的每个节点上，它不影响

原有ＤＶＧＥ系统的功能，保持与ＤＶＧＥ系统兼

容。用户Ａｇｅｎｔ根据需求访问本地或区域Ａｇｅｎｔ

服务器的功能信息库和资源列表，进行任务求解

和路由选择，自动创建任务应用移动Ａｇｅｎｔ，并转

移到相应的宿主系统。由于ＡｇｅｎｔＨｏｓｔ与资源

存在同一节点中，Ａｇｅｎｔ对资源的访问只是同一

系统中进程之间的通信，无需经过网络传送。区

域Ａｇｅｎｔ服务器是为了适应低可靠性网络和解

决网络拥塞而设置的Ａｇｅｎｔ转接系统，能够向

Ａｇｅｎｔ提供驻留服务，实现Ａｇｅｎｔ的二次路由选

图２　移动Ａｇｅｎｔ计算模型

Ｆｉｇ．２　Ｍｏｂｉｌｅ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

择以及均衡网络上的主机负载。移动 Ａｇｅｎｔ计

算模型的主要工作流程如下。

１）先对创建的 Ａｇｅｎｔ进行状态、知识库、约

束条件等的初始化，将代表用户兴趣目标的特征

矢量和匹配尺度写入Ａｇｅｎｔ的知识库，并设置返

回时间、站点停留时间、任务完成度等约束。

２）Ａｇｅｎｔ初始化后，根据路由策略将被派遣

出去，假设第一站是 Ｈｏｓｔ犅，同时由区域 Ａｇｅｎｔ

对 Ｈｏｓｔ犅状态（是否在线与繁忙）进行检查，如

果一切正常，接受移动Ａｇｅｎｔ；否则，选择新主机。

３）移动 Ａｇｅｎｔ达到 Ｈｏｓｔ犅 完成计算任务

后，Ａｇｅｎｔ保存相应的历史记录和当前状态后阻

塞自身的工作，Ａｇｅｎｔ根据路由策略、约束条件、

网络状态和服务器负载等条件决定下一步的行为

（转移到下一站），并发出转移请求，得到同意后开

始向新主机复制，复制完成后，向 ＡｇｅｎｔＨｏｓｔ犅

发送清除请求，进入休眠状态。重复以上过程，直

到完成任务为止。

４）任务完成后或到达返回时间时，首先检查

网络的连通性，如果网络存在故障或负载太重，或

用户没有启动ＡｇｅｎｔＨｏｓｔ犃，那么Ａｇｅｎｔ可以暂

时驻留在区域Ａｇｅｎｔ服务器上。Ａｇｅｎｔ转移到区

域Ａｇｅｎｔ服务器上后，服务器根据网络和自身的

负载情况将 Ａｇｅｎｔ的部分或全部从内存卸载到

硬盘上，并替代 Ａｇｅｎｔ监视其目的节点，一旦具

备传送条件，就会激活Ａｇｅｎｔ，使其传送到目的节

点。到达目的节点后，Ａｇｅｎｔ将搜索结果提交给

用户，并将自身全部卸载，结束任务周期。

２　移动犃犵犲狀狋计算模型在犇犞犌犈中

的实现

２．１　开发平台选择

目前使用的移动 Ａｇｅｎｔ系统大致可以分为

三类：① 基于传统解释语言；② 基于Ｊａｖａ语言；

③ 基于ＣＯＲＢＡ平台。移动 Ａｇｅｎｔ可以用任何

语言编写（如Ｃ／Ｃ＋＋、Ｊａｖａ和Ｐｙｔｈｏｎ等），并可在

任何机器上运行，但考虑到移动Ａｇｅｎｔ本身需要

对不同的软硬件环境进行支持，所以最好在一个

解释性的、独立于具体语言的平台上开发移动Ａ

ｇｅｎｔ。Ｊａｖａ是目前开发移动Ａｇｅｎｔ的一门理想语

言，具有很好的跨平台特性。其中，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公

司的Ｖｏｙａｇｅｒ是一个纯Ｊａｖａ的分布式计算平台，

可用来迅速生成高性能的分布式应用程序，是代

表当前技术水平的一个优秀的移动Ａｇｅｎｔ开发平

台。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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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路由动态控制策略

用户Ａｇｅｎｔ接到任务请求后，首先根据本地

或区域Ａｇｅｎｔ服务器的功能信息库进行任务求

解，建立初始路由，在Ａｇｅｎｔ实行任务过程中，根

据虚拟地理环境中用户节点的变化动态调整路由

路径，直到移动 Ａｇｅｎｔ完成任务。在整个过程

中，本文把监测用户节点并对路由路径调整的任

务交给区域Ａｇｅｎｔ来负责，区域Ａｇｅｎｔ服务器不

仅向Ａｇｅｎｔ提供驻留服务，同时还对用户节点进

行监测，实现移动Ａｇｅｎｔ的动态路由调整。其算

法流程见图３。

图３　路由动态控制策略

Ｆｉｇ．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ｏｕｔ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３　用户和共享资源管理

对于本区域内的所有用户 Ａｇｅｎｔ，区域管理

Ａｇｅｎｔ提供注册服务，建立用户管理列表，用户管

理表包括用户名、口令、用户ＩＰ、资源访问列表等

属性，以便实施对用户的管理，如表１所示。同时

分析虚拟地理环境中基本的数据类型，如数字高

程、遥感和图片数据、一维／二维／三维模型和对象

数据、多媒体数据、交互数据、环境数据、系统管理

数据以及应用专题数据等，根据不同的数据资源信

息特征（如地理空间数据的内容、质量、条件、位置

和其他特征）建立相应的资源标识来对数据和信息

资源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链表结构的

资源访问列表，以便对小区内的共享资源进行有效

的管理，链表的每个节点属性为资源标识。每个区

域拥有一个用户管理列表。共享资源是每个区域

内所有用户之间共享的资源，包括资源标识、资源

内容、更新标志、更新用户名属性等，如表２所示。

３　应用案例

本文以黄土高原淤地坝坝系协同规划为应用

表１　用户管理列表

Ｔａｂ．１　Ｕｓ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ｉｓｔ

用户 密码 ＩＰ地址 信息ＩＤ

Ｚｈｕ １２３ １５９．２２６．１１７．１１５ Ａ１，Ｂ１，…

Ｇｏｎｇ 犪犫犮 １５９．２２６．１１７．１１９ Ａ２，Ｂ２，…

Ｌｉｎ 犃犅犆 １５９．２２６．８８．２２ Ａ３，Ｂ３，…

表２　用户信息资源列表

Ｔａｂ．２　Ｕｓ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ｔ

信息ＩＤ ＣＰＵ速度／ＧＨｚ 记忆尺寸／ＭＢ 带宽 其他信息

Ａ１ ２．４ ５１２ １０Ｍ …

Ａ２ １．８ ２５６ １０Ｍ …

Ａ３ ２．０ ２５６ ５１２ｋＢ …

背景，使用Ｊａｖａ、Ｖｏｙａｇｅｒ４．８、Ｃ
＋＋和ＯｐｅｎＧＬ设

计和开发了一个分布式协同坝系规划原型系统，

其中对涉及到计算性能优化的算法使用Ｃ＋＋实

现（如场景简化算法和一些应用计算模型），并封

装成ＤＬＬ，通过Ｊａｖａ本地方法来与Ｊａｖａ语言进

行交互，从而有效地集成移动Ａｇｅｎｔ系统与坝系

规划系统。

基本数据包括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王茂沟流

域的ＤＥＭ（１∶１万）及相应的２．５ｍＳＰＯＴ融合

遥感影像，其他数据资料包括沟谷线、植被图等专

题图、淤地坝ＣＡＤ三维模型等。这些数据可能

分布在不同的用户节点，且被注册成共享资源。

在系统中，每一个用户都向中心服务器进行注册，

中心服务器根据其ＩＰ地址进行分区，每一个区将

有一个区域 Ａｇｅｎｔ（如图１中的区域 Ａｇｅｎｔ１和

区域Ａｇｅｎｔ２），用来管理本区的用户（如表１）及

用户信息列表（如表２）。从表１和表２可以看

出，用户Ｚｈｕ能够充当小区１的服务器，且其区

域Ａｇｅｎｔ负责管理小区１的用户。

对于某一任务（如流域线提取），根据用户

Ａｇｅｎｔ请求，用户Ｚｈｕ上的区域 Ａｇｅｎｔ会访问其

功能信息库（流域线提取函数）和资源列表（地形

数据），进行任务求解和路由选择，并生成任务应

用移动Ａｇｅｎｔ（具有流域线提取功能），并派遣到

相应数据服务器的宿主系统中执行任务（直接与

本地数据进行交互操作）。采用移动 Ａｇｅｎｔ模式

把计算移动到数据端，避免了大量的中间数据在

网络通信两端的传输。表３是基于移动Ａｇｅｎｔ计

表３　移动犃犵犲狀狋计算模式与犆／犛计算模式的

性能对比测试结果

Ｔａｂ．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ｏｂｉｌｅＡｇ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ＳＭｏｄｅ

计算模式
网络中传输的

数据量

数据传输时间／ｍｓ

１０Ｍ带宽 ５２ｋＢ带宽

移动Ａｇｅｎｔ模式 ２９．９ｋＢ １２．６４３ １９２９

Ｃ／Ｓ模式 ２．８６３ＭＢ ２２１０ ２８０６８６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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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模式与Ｃ／Ｓ计算模式的性能对比测试结果（数

据值为３次测试的平均值）。从表３可明显看出，

基于移动 Ａｇｅｎｔ的计算模型能够有效地减少在

网络上传输的数据量，节约网络带宽和任务执行

时间，它比普通Ｃ／Ｓ结构模式具有更高的性能，

而且随着网络带宽的恶化，其效率对比将更加明

显。图４是移动 Ａｇｅｎｔ返回流域线提取结果的

一个用户显示界面。

图４　原型系统的用户交互界面

Ｆｉｇ．４　Ｕｓ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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