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２卷 第５期

２００７年５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２Ｎｏ．５

Ｍａｙ２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２１１。

项目来源：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２４４）；湖北省杰出青年基金和湖北省创新群体资助项目。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７）０５０３８５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地理信息服务质量（犙狅犌犐犛）：概念和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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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探讨地理数据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地理信息服务质量（ＱｏＧＩＳ）的概念和研究框架，设计了一个体

现地理信息服务质量的原型系统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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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有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体系结构之下，客户端与

服务器端通过尽力而为的 ＴＣＰ／ＩＰ协议进行交

互，在网络上传输的是符合 ＭＩＭＥ格式要求的文

件，如超文本。这种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表达文本

及其显示格式，如果直接将地理信息服务纳入现

有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体系之中，既不能充分利用地理数

据的特点，也无法体现互联网的优势。

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地理信息网络服务的

质量问题。对一般的网络ＱｏＳ问题，有关国际组

织有多种定义［１，２］。工业界也已经有一些实用的

结果和成熟的产品［５］。对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普通 Ｗｅｂ

服务的ＱｏＳ问题，文献［５］研究了质量驱动的 Ｗｅｂ

服务组合，明确区分了基本服务（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ｅｒｖ

ｉｃｅ）和组合服务（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ｅｒｖｉｃｅ），提出了执行价

格、执行时长、可靠性、可用性和声誉等５项指

标［５］。在地理信息服务领域，文献［６］系统地提出

了地理信息 Ｗｅｂ服务质量模型，提出性能、成本、

可靠性、可用性、安全等９项指标，并从虚拟组织

的角度对组合服务的质量进行了探讨［６，７］。考虑

到地理信息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普通 Ｗｅｂ服务

中的 ＱｏＳ不能完全涵盖地理信息服务的质量问

题，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地理信息服务

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ＱｏＧＩＳ）来开展全面系统的研究
［８１０］。

本文首先讨论地理数据在网络环境下进行传

输时的特点，然后通过分析数据和信息、传输与带

宽、质量与速度等矛盾，延伸通信领域的 ＱｏＳ和

地理数据质量的理论，提出地理信息服务质量的

概念及其研究框架。

１　地理数据网络传输的特点

在ＧＩＳ由桌面向分布式环境的转变过程中，

地理数据的处理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上传输的其他内容相比，地理数据具有以

下的特点。

１）地理数据的数据量极为庞大。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

常见的ｈｔｍｌ／ｇｉｆ等文件一般仅为几十ｋｂ，地理数

据的数据量则要大出几个数量级。

２）与网络影音服务的流媒体相比，地理数据

要复杂得多。地理数据与流媒体数据同样具有大

的数据量，但是两者的网络服务却存在着很大的

不同。在流媒体服务中，媒体的内容是线性结构

的，客户端的操作至多是快进、慢进、跳转等线性

定位操作。在地理信息服务中，情况要复杂得多。

地理信息的内涵比流媒体丰富得多，其结构是非

线性的，客户端的操作需要定位和放大、缩小、漫

游等三维操控，这些访问要求对服务器端数据的

组织和传输控制提出特别的要求。

３）地理数据的量与其蕴涵的信息量之间的

关系是非线性的［９］。对于一般的信息载体来说，

数据量与信息量之间具有近似的正比关系。对于

地理数据，这样的线性关系将不复存在。必须注

意到，在网络上传输的是数据，影响网络传输质量

的是数据量；而客户端需要的是信息，影响客户满

足程度的是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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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地理信息的网络服务，不能简单地

套用现在的 Ｗｅｂ体系结构，而要在其基础之上，结

合地理数据独有的特点，研究适用于地理数据的客

户端和服务器端体系结构。现有的 Ｗｅｂ技术，对

数据表示、数据传输、流量控制、负载平衡、服务器

体系结构等都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

案中，与数据本身有关，与数据语义无关的部分都

可以顺利地运用于网络地理信息服务的建立中，但

涉及到地理数据自身特点的部分，必须分析这些特

点对 Ｗｅｂ结构的影响并建立相应的体系结构。

２　地理信息服务质量（犙狅犌犐犛）

２．１　从犙狅犛到犙狅犌犐犛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ＱｏＳ控制技术的基本目标是为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应用提供性能保证和服务区分。为此，

ＩＥＴ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提出多种

不同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ＱｏＳ体系结构，包括综合服务／资

源保留协议模型（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ＩｎｔＳｅｒｖ／ＲＳＶＰ）、区分服务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ｉｆｆＳｅｒｖ）和多协议标识

转换（ｍｕｌｔｉ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ｌａｂｅｌ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ＭＰＬＳ）等。

本文认为，无论是综合服务还是区分服务都

不能满足地理信息服务对ＱｏＳ的需求，因为地理

信息服务除了与流媒体同样的需求外，每个客户

端以及同一个客户端在不同时间、不同操作时的

ＱｏＳ需求是不一样的。考虑到地理信息服务的

特征，本文提出地理信息服务质量（ＱｏＧＩＳ）的概

念，下一代智能化、自适应的地理信息服务架构应

考虑将 ＱｏＧＩＳ内建，ＱｏＧＩＳ是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ＱｏＳ的

理论和方法在地理信息网络服务领域的进一步深

化。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ＱｏＳ研究通信线路的路由优化、资

源保留等，虽然这部分内容也影响地理信息服务

质量，但地理信息服务质量更倾向于研究因地理

数据本身固有特征所引起的服务质量问题。

２．２　从地理数据质量到地理信息服务质量

在桌面地理信息系统中，数据与最终提供给

用户的信息之间，没有数据传输的瓶颈，因此，什

么样的数据都可以准确无误地通过可视化的地图

将信息传达给用户。如果数据的质量很好，反映

到显示设备上的地图就能很好地反映地理实际。

如果数据的质量很差，有拓扑冲突、位置误差等，

数据连同误差一起，都可以准确无误地反映到显

示设备上，让用户得到完整的信息。

在目前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环境下，数据的传输是服

务的瓶颈。随着网络带宽的增加，问题会得到改

善，但通常的情况是，带宽增加的速度没有数据增

加的速度快。这样一来，数据的质量并不是惟一

而且并不是最重要的影响最终用户获得信息的因

素。出于网络传输的考虑，根据数据的重要程度，

系统只能先将一部分低频率的数据传到客户端，

或者先将重要的几何层数据传到客户端。在这个

过程中，即使服务器端数据的精度再高，也无法在

客户端表现出来。

２．３　数据传输与信息服务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已经成为全球的信息高速公路，行

驶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工具是各种各样的数

据。假设服务器和客户端是交通工具的起点和终

点，虽然交通工具到达了终点，客户端需要的并不

是交通工具本身，而是交通工具上承载的信息。

衡量一个服务的质量如何，不应该看到达客户端

的数据量大小，而应该看客户得到的信息的多少。

在有些情况下，除了传输过程中需要的分包

信息，数据量和信息量几乎是等价的。

地理信息服务与上述情况都不同，以矢量数

据为例，传输的是浮点数组，而显示的是地图。客

户端表现出来的信息量不仅依赖于数据量，而且

与数据所描述的实际地理位置有关，与客户端的

表现方法、能力有关。地理信息的量与数据量之

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因此，对于地理信息而言，

还必须研究信息量与数据量之间的关系，用信息

量的大小来优化数据的传输策略。

２．４　犙狅犌犐犛是地理信息服务的综合技术

ＱｏＧＩＳ是所有使得用户获得更好的地理信

息服务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总称。给出ＱｏＧＩＳ

的完整明确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它的研究范

围是明确的。那些与数据类型、特征、格式无关的

服务质量问题，是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ＱｏＳ的研究内容，Ｑｏ

ＧＩＳ研究基于地理信息特征的服务质量问题。

在单纯的地理信息服务中，ＱｏＧＩＳ可以归结

为广义的动态优化问题，它有三类参数，即网络状

况（带宽、稳定性、延迟、延迟抖动、丢包率等）、客

户端能力（内存、ＣＰＵ、网络接入能力、表现能力

等）、服务器能力（内存、ＣＰＵ、数据存取能力等）。

从网络的角度看，ＱｏＧＩＳ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

用网络带宽资源，更平稳地传输更多的数据。由

于网络是无状态的，上述优化还必须在时间轴上

动态地维持。从客户端的角度来看，ＱｏＧＩＳ试图

充分利用已有和预期传输过来的数据，用各种可

能的方法传递给用户更多的信息。从服务器的角

度来看，ＱｏＧＩＳ研究如何做好在线处理或预处

理，提取最佳的数据集并传送到客户端。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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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给定一个动态变化的网络，一个能

力相对固定的客户端和一组动态提供服务的服务

器，ＱｏＧＩＳ研究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向最终用户提

供最多的地理信息。

２．５　犙狅犌犐犛的研究课题

１）空间认知和地理信息的认知特点。研究

人类感受地理信息和阅读地图的机理，揭示地理

信息的表现方法帮助用户理解地图的能力，指导

地理信息网络服务选择更好的方法帮助用户理解

地理数据。

２）地理信息的度量。研究如何用定量的指

标表示和计算地理数据所表现的信息以及地图媒

介所能承载的信息量极限，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指

标用于评价地理信息服务的质量。

３）地理数据量和信息量之间的定量关系研

究。研究不同地貌特征、不同地类的地理数据和

地理信息之间的定量关系，有助于评价地理信息

的质量并指导数据量的估计。

４）地理信息服务质量的评价体系。除了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ＱｏＳ中的丢包率、延时、抖动等，还应包括

客户端获得的信息密度、可视化能力、操作自由度

和灵活性、误差的传播等用于系统地指导地理信

息服务的提供。

５）自适应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架构和 Ｑｏ

ＧＩＳ中间件。研究满足地理信息服务质量要求的

地理信息服务的软件体系架构、自适应机制、扩展

机制等。

６）服务端和客户端的数据组织及缓存机制。

研究适合地理信息服务质量控制的服务端和客户

端的数据组织方法、缓存机制、多线程信息度量服

务等内容。

７）服务端的计算资源和数据调度及分布式

负载平衡策略。

８）顾及地理信息服务质量的协议、标准。

９）适合网络传输的地理数据压缩和结构优

化。地理数据的压缩有助于数据的传输速率，但

压缩的方法必须考虑地理数据的特点以及满足地

理数据服务质量的压缩块组织方法。

１０）多源地理数据的集成服务和无缝可视化

方法。研究在漫游和缩放时，地理数据和信息的

表现在空间域和频率域的拼接和无缝过渡。

３　考虑犙狅犌犐犛的地理信息服务体系

架构

　　鉴于地理数据的复杂性和网络条件的限制，

地理信息服务必须是自适应的，能够根据网络质

量和客户端的计算能力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量。

本文提出一个单纯提供地理信息可视化服务的自

适应体系架构原型，如图１所示。用户操作客户

端引发数据请求到服务器的过程如下。

图１　考虑ＱｏＧＩＳ的地理信息服务的原型体系架构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ＱｏＧＩＳ

１）客户端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向地理信息服务器

发送一个请求，请求中包含要请求的地图范围、地

图内容以及客户端本身的信息，如浏览器版本、客

户端窗口大小、分辨率等。

２）服务器端接收到此请求后，提取出有关客

户端设备能力等信息，根据这一信息，服务器启动

分析程序对客户端欲访问的地图进行分析，得出

其信息量与数据量在给定客户端窗口大小和显示

分辨率下的关系曲线。

３）分析完毕后，服务器端根据分析结果，从

地理数据库中提取出满足信息量要求的最小数

据。

４）服务器端经过一定的处理后生成响应，并

传回客户端。由于有了一定的准则作为指导，因

此客户端不会得到超出其显示设备能力的数据，

也无法获得超出网络能力的数据量，避免了对网

络带宽的浪费。在这一过程中，客户端如果对服

务器地图上不同位置进行漫游，服务器需要按照

客户端窗口所在的位置传输新的数据。

５）当客户端对显示窗口进行了缩放等操作，

导致客户端窗口的大小或者分辨率发生变化时，

这一变化信息被传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进行

重新分析，得出新的控制关系用于指导地理数据

的传输。

６）客户端关闭连接。

在上述过程中，地理信息的度量是最终发送

到客户端数据的范围和频率选取的依据。在以上

的服务过程中，尚需考虑以下问题。

１）地理数据的分层存储问题。在这一体系

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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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下，服务器端的地理数据必须根据其所蕴涵

的信息量进行分层的、多表示的存储。在进行网

络服务时，根据客户端所能接受的信息量大小，由

服务器端动态选择合适的数据进行传输。

２）地理数据的缓存设计。无论是客户端还

是服务器端，都可以根据信息量的缓冲原则，对地

理数据在空间域和频率域进行缓存，以平衡网络

和计算的要求。

３）信息量的计算问题。地理信息已经有很

多种度量方法，但无论哪一种计算操作代价都很

大，因此，可以预先进行计算并存储有关信息。

４　结　语

地理信息服务是地理信息系统从本地转向网

络后，与网络技术相结合提出的崭新的研究课题，

虽然目前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提供服务的问题，但随着应用的深入，用户必然会

对地理信息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地理信息服务

质量将成为下一个研究阶段的主要内容。只有充

分挖掘地理数据网络服务的独特特点，才能真正

解决地理数据的网络服务问题，建立稳健的地理

信息服务，实现ＧＩＳ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真正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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