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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当前遥感产品获取存在的问题，基于网格技术、面向网络的服务技术等提出了遥感产品虚拟化的

概念，并对它的定义、相关技术、特点和优点进行了讨论。认为地球空间网格环境下的遥感产品虚拟化需要建

立在松散耦合型的计算模式上，需要借助于面向服务的构架。同时，为了完成网格环境下服务的发布、咨询、

资源调度、服务控制、服务生命周期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步骤，必须采用能够与基于服务的构架和理念相匹配的

软件工程方法，提出了基于多智能体的软件工程方法学实现遥感产品虚拟化的构想，并指出了遥感产品虚拟

化是面向网格计算环境的未来遥感数据处理系统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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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遥感技术继续朝着高空间分辨率、高光

谱分辨率和高时相分辨率的方向发展，随同进一

步发展的有微波遥感技术，人们已经能够全天候、

全天时、多角度、多尺度、实时或准实时地观测地

球上的任何区域［１］。

目前，一般的卫星数据供应商会根据事先定

义好的产品规格，按一定级别将原始数据加工成

一些标准的数据产品提供给用户。如ＳＰＯＴ数

据产品从１Ａ级开始一直到４级产品，级别数越

高，对原始数据的处理步骤越多。这些标准产品

的制作过程并不是为个别用户定制的，而是按事

先确定好的产品规格进行的。无论用户进行哪个

领域的应用，同一级别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这

样至少导致两个方面的问题：① 用户的应用领域

很多，可以说，凡是涉及到空间数据的行业和部

门，均需使用遥感数据，因此，仅用几个级别的标

准产品难以满足用户的特殊需求。② 造成大量

资源的浪费。很多标准产品（包含用户自己制作

的标准产品）并没有被真正地利用起来。针对上

述问题，本文基于网格技术、面向网络的服务技术

等提出了遥感产品的虚拟化（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

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ｓ）的概念。

１　虚拟遥感产品的定义与特点

所谓虚拟遥感产品是目前遥感影像库或数据

库中尚不存在、但遥感数据处理系统能够按照用

户的请求而生产的产品［２］。基于网格计算环境的

遥感产品虚拟化，即指在局域网或广域网环境下，

系统能够与该环境相联的遥感数据库中，根据用

户的请求从数据获取、数据加工到产品反馈的全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发出的只是请求。由

于用户需求的产品不一定是标准产品，形成用户

需求产品的过程可能涉及到众多的操作流程或者

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因此，遥感产品的虚拟化必

须在网络环境中才能实现，同时面临“海量数据的

网络快速传输问题”以及“大数据量、多计算机的

网络数据协同处理模型”两大问题。

上述虚拟化的遥感产品具有以下优点：

１）只需对原始数据或低级别数据进行编目。

一般来说，数据级别越高，涉及的图像处理步骤越

多，所需的辅助数据也越多。如果数据处理系统能

够在系统起作用的网络环境里自动检索这些数据，

并自动检索完成用户所需的操作过程，那么只需存



　第３２卷第９期 马洪超等：论地球空间网格环境下的遥感产品虚拟化

储原始数据便可根据用户的请求获得最终产品。

２）计算资源大大减少。一般的计算资源包

含存储资源（内外存）、ＣＰＵ资源等。由于用户的

请求可能被位于多个分布于不同地域的计算资源

所同时完成，这实际上就是综合使用了网络上相

关的一些计算资源，因此，对于单个网络节点来

说，计算资源可以大大减少。

３）用户请求获得的数据可以不受标准数据

产品的约束。如前所述，用户从地面接收站获得

的往往是标准数据，这些数据不一定是用户所需

求的。标准产品的单一化和用户需求之间的多样

化的矛盾用虚拟化产品的模式迎刃而解。

４）推进遥感数据处理系统朝智能化方向发

展。在遥感数据挖掘、目标识别、数据检索等各个

相互交叉的数据处理领域中，智能化处理算法的

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分布式的网络

计算环境中，这些智能化算法是独立运行、针对具

体目标的，相互之间没有或者很少通信，导致相同

目标的处理过程重复进行，无法利用已经积累的

知识。引入虚拟化产品实现技术中的面向服务的

构架，则能很好地处理这样的问题。

２　地球空间网格环境下遥感数据产

品虚拟化的可行性

　　地球空间网格环境（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ｇｒｉｄ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是网格技术（ｇｒｉ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面向地球空

间信息的扩展和延伸［３，４］。网格技术［５］是为安全

地共享虚拟组织（ｖｉｒｔｕ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中的计算

资源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计算体系和框架，最初是

为了利用物理上分布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各种高性

能计算资源和海量数据资源解决计算物理中的复

杂计算问题。这种技术能够共享虚拟组织中的

ＣＰＵ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数据、信息、算

法、软件甚至服务等资源。网格技术的发展过程

中曾出现数据网格（ｄａｔａｇｒｉｄ）和计算网格（ｃｏｍ

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ｉｄ）。后来两者渐渐合二为一，便是

目前常说的网格技术。

地球空间网格中，同样有地球空间数据网格

和地球空间计算网格之分。前者强调分布式海量

地球空间数据文档的数据访问和信息服务，后者

主要指协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利用分布于网格中的

计算资源用于大型地球空间问题建模和应用，如

海量空间数据网络流量建模、气候建模、地球圈层

演化模拟等。两者的结合便是地球空间网格技

术。因此，地球空间网格技术为遥感产品的虚拟

化面临的两大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相比，网格计算可以实现全面的资

源共享，具有优越的功能和性能［６］：① 网格的互联

网络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具有更大的带宽。② 网格上将会

有更多的高性能计算机，因此网格的计算速度、数

据处理速度可以大幅度提高。③ 网格的体系结构

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更能有效地利用计算机资源。

３　地球空间信息网格环境下遥感产

品虚拟化的体系构架

　　网格计算秉承了传统并行计算、分布式计算

中的一些计算模式，因此在网格计算环境中进行

遥感产品的虚拟化有两种主要途径可供选择：类

似于并行计算中的紧密耦合型（ｔｉｇｈｔｌｙｃｏｕｐｌｅｄ）

和类似于分布式计算中的松散耦合型（ｌｏｏｓｅｌｙ

ｃｏｕｐｌｅｄ）。前者认为需要处理的过程相互之间比

较“接近”，因此通信频繁，并认为通信是可靠和稳

健的，而后者则认为需要处理的过程分布于不同

的地理位置上，相互间的通信成本比较高，同时通

信可能是错误的或者不稳健的。本文认为，地球

空间网格环境下的遥感产品虚拟化需要建立在松

散耦合型的计算模式上。这需要借助于面向服务

的构架（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Ａ）
［７，８］。

同时，为了完成网格环境下服务的发布、咨询、资

源调度、服务控制、服务生命周期控制等一系列关

键步骤，必须采用能够对基于服务的构架和理念

相匹配的软件工程方法。这里提出基于多智能体

的软件工程方法学来实现遥感产品虚拟化的构

想。

３．１　面向服务的构架与遥感产品虚拟化的系统

构架

ＳＯＡ是一种分布式软件模型和设计方法，它

将应用程序的不同功能组件通过服务之间定义好

的接口和契约联系起来，并使各个组件可以用统一

和通用的方式进行交互。ＳＯＡ可以用多种技术来

完成，如目前最常用的网络服务或者ＣＯＲＢＡ和

Ｊａｖａ远程调用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ＳＯＡ可以

在商业应用中使用［９］，也可用于网格计算和高级网

络服务。ＳＯＡ中的关键组件是服务。服务可以看

作是一组定义好的行为，它们是自我完备的，无需

依赖其他服务的状态。当用户需要进行服务，并激

活相应的服务功能后，某个行为就开始执行并返回

结果，行为结束。这个过程不需要依赖于前面的行

为结果。ＳＯＡ中行为的定义主要是对往返于用户

和服务之间的消息的描述。单个的服务组合在一

９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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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便可以解决一个复杂问题。

ＳＯＡ构架中的核心技术有三项
［１０］：Ｗｅｂ服

务、消息代理和ＥＳＢ（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ｂｕｓ，企业

服务总线）。

按照ＳＯＡ构架，一个可以运行在互联网络

上的遥感数据处理功能可以称为一个 Ｗｅｂ服务，

而一个可以运行在网格环境下的遥感数据处理功

能可以称为一个网格服务。网格服务和 Ｗｅｂ服

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它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区

别：① Ｗｅｂ服务可以被网络上的任意用户所激

活，而网格服务只能被虚拟组织中的用户激活；

② 为了满足网格服务的额外需求，网格服务在

Ｗｅｂ服务的基础上是有扩展的，这些扩展包括完

整的客户与服务之间的协议、Ｗｅｂ服务中公共可

见状态的暴露、可使用数据的存取（可能是海量数

据）、服务生命周期的管理等。

由上所述，网格计算环境为遥感产品的虚拟

化提供了必需的服务赖以生存的硬件环境和相关

协议，使得遥感产品用户可以随时在网格计算环

境中发布服务请求，在面向服务的系统构架下，面

向所有虚拟组织进行服务咨询，再综合协同利用

虚拟组织中的数据资源、计算资源、专家知识资

源、网络资源等完成用户请求，并返回结果，或者

告诉用户暂时不能提供用户所需的服务。为此，

本文提出的实现遥感产品虚拟化的系统构架如图

１所示。

图１　基于地球空间网格环境遥感产品虚拟化的

系统构架

Ｆｉｇ．１　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Ｇｒｉ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系统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为通信基础设施，连接遥感

产品用户、服务供应链、远程 Ｗｅｂ服务、服务总线

控制工具以及管理控制工具。用户在网格计算环

境中发出服务请求，适配器将请求与服务匹配，使

得所需的服务可访问，通过ＧＸＭＬ转换服务根据

需要对数据进行转换，通过服务总线控制工具连

接用户与服务，从而实现服务请求的应答与结果

的返回。

３．２　基于多智能体的软件工程

对于遥感产品虚拟化这样更为复杂、需要具

有主动性、智能和动态变化处理能力的系统，传统

的软件工程方法难以继续发挥其作用。因此，人

们提出了一种更加高效有力的软件工程方法———

基于智能体的软件工程（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ＢＳＥ）
［１１］。

３．２．１　智能体及其特点

智能体（ａｇｅｎｔ）理论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和人

工智能中发展的前沿领域，目前，智能体已经成为

许多领域中通用的概念，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方

法。对智能体的理解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并

且在不同的用途中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结构和功

能。但一般都认为，智能体是能够持续自主运行

在复杂系统中的问题求解实体，同时认为，智能体

具有拟人的智能特性，具有自主性、社会性、推理

能力、适应性、可动性、可信赖性等特点。

３．２．２　多智能体系统及基于多智能体的软件工程

多智能体系统（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Ｓ）是

由多个智能体组成的集合。与单个智能体相比，

ＭＡＳ能够完成更为复杂和更广泛的功能。它具

有３个最基本的特征
［１２］：① 在多智能体系统中，

每个独立的智能体都有自己的功能作用。② 为

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智能体要与其他智能体以及

它所在的系统环境交互。③ 智能体之间相互依

赖。

此外，同一个 ＭＡＳ中各智能体可以是异构

的［１３］。这些恰与基于服务的架构和理念相匹配。

网格环境下，用户提出的虚拟遥感产品服务请求

千变万化，要满足这些不同的请求，需要将遥感数

据处理服务分成不同粒度的子服务实体，通过这

些子服务实体智能性的组合来满足服务请求。同

时，网格环境下服务的发布、咨询、资源调度、服务

控制、服务生命周期控制等具有动态变化性，不能

完全预先估计，传统的软件开发方法不具有智能

性，且难以处理这种动态变化性和不可预计性，这

就使得基于多智能体的软件开发方法成为实现网

格环境下遥感产品虚拟化的首要软件工程方法。

引入智能体后，实现网格环境下遥感产品虚

拟化的软件体系结构可用图２表示。

该体系结构主要分为４层：网络层、网格中

间件层、Ａｇｅｎｔ层和应用层。网络层基于现有的

网络通信协议，通过对等层之间的协商端口传送

数据，完成与上层之间的收发数据流；同时还要接

收更底层的异常信息，以判断是否发送、接收或保

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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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引入智能体后的系统体系构架

Ｆｉｇ．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ｒｃｈｔｅｃｈｔｕ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ｇ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留数据流。网格中间件层是整个系统的运行环

境，是系统功能实现的最基本条件，提供对服务型

Ａｇｅｎｔ的注册和发现、资源（数据和计算资源）的

发现和调度、生命周期管理、安全等功能。Ａｇｅｎｔ

层是最复杂、最核心的层，包括服务型 Ａｇｅｎｔ和

算法型Ａｇｅｎｔ。对上层，生成用户的移动 Ａｇｅｎｔ

对象，还要负责管理所有本地发出的 Ａｇｅｎｔ对

象，记录当前的位置和状态，把 Ａｇｅｎｔ返回的数

据进行提取和重组，得到用户所需的结果，返回给

用户层；对下层，把生成的 Ａｇｅｎｔ对象传给网格

中间件层。应用层是整个系统的最高层，直接负

责与用户的交互。完成用户请求的提交和将最终

结果返回给用户。

４　结　语

地球空间网格计算环境中的虚拟化组织的概

念以及对虚拟化组织中的各种数据、服务和资源

的管理和调度，为遥感产品虚拟化提供了强大的

载体平台。松散耦合的面向服务的架构ＳＯＡ与

基于服务的构架和理念相匹配的多智能体软件工

程方法为遥感产品的虚拟化提供了技术支撑。但

要实现地球空间信息网格环境下遥感产品的虚拟

化仍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空间信息智能

服务机制与模式、空间信息服务标准与互操作标

准、空间信息服务的语义模型、空间信息服务在各

类终端上的实现，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致谢：感谢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对本文提出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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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ｇｒｉｄ；ｇｒｉ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ＭＡＨｏｎｇｃｈａｏ，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ｅｍａｉｎｌｙ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ｈｃｈｍａ＠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６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