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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构建空间信息服务注册中心的方案，该方案以ＯＧＳＡ、ＷＳＲＦ及ＯｐｅｎＧＩＳ系列规范为基

础，依托ＧＴ４提供的中间件与开发框架，在保证标准遵循性的同时，很好地解决了网格环境下空间信息服务

的共享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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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Ｏ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面向服

务的体现结构）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框架样

式，具有普遍集成、松耦合、跨平台、开放的特点，

逐渐得到了信息技术、软件工程以及空间信息领

域的重视。以ＳＯＡ、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为分布式计算

平台以及集成框架的思想已经得到了空间信息领

域，特别是互操作与集成领域的普遍认可。ＨＴ

ＴＰ、ＸＭＬ、ＧＭＬ等开放标准使得空间信息服务

的互操作与集成成为可能，而一个完善的空间信

息服务注册中心则使得互操作、集成成为可行。

目前，主要有两种建立空间信息服务注册中

心的方法。一是扩展通用的ＵＤＤ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１］；二是建

立领域专有的注册中心服务。第一种方法遵循主

流技术标准，可以促进空间信息领域与主流信息

社区的融合，但由于ＵＤＤＩ规范的限制，使得查询

和检索空间信息服务的效率低下。采用第二种方

法建立的注册中心可以方便服务的注册与发现，

但由于其不是 ＷＳＩ兼容的，会造成空间信息领

域和主流ＩＴ技术的背离。

ＵＤＤＩ被绝大多数ＩＴ厂商所支持，是一种主

流的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

由于ＵＤＤＩ在注册信息模型、分类模式以及查询

接口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使得其不能直接成为

构建注册中心的方案。因此，如何改进 ＵＤＤＩ成

了一个广泛研究的热点［２６］。

　　ＯＧＣ已经开发了空间信息领域专有的注册

和目录服务的实现规范，即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Ｓ）
［７］。ＣＳ提供了空间信息服务与空间数据的

发布与发现能力。ＣＳ的内部信息模型不同于

ＵＤＤＩ的信息模型，它基于ｅｂＲＩＭ
［８］。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ｓ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ＬＡＩＴＳ
［９］在 ＭＣＳ（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０］的基础之上实现了ＣＳ（ＣＳ／

ＷＲＳ），并建立了ＯＧＣＲＩＭ（ＯＧＣ注册信息模型）

与 ＭＣＳ数据模型的匹配关系。

网格计算是一种促进各种资源（处理能力、存

储能力、通讯能力、数据等）共享与互操作的分布

式计算模式，网格环境则是采取网格计算方式来

组织资源互操作、协调资源充分共享与协作的环

境。随着网格计算的流行，如何使空间信息服务

融入网格环境，也得到了空间信息社区的重视，其

中构建网格环境下的空间信息服务注册中心是其

中的重点。但是，目前实现空间信息注册中心的

方法都基于通用的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标准，如ＵＤＤＩ、

ｅｂＸＭＬ，它们都缺少对网格服务的支持，限制了

注册中心在网格环境下的作用。

考虑到上述现状，本文提出了一种在网格环

境下建立空间信息服务注册中心的方案，它既遵

循ＯＧＣ制定的规范和标准，也遵循网格计算的

标准规范。该方案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网格计算

成果，无缝地集成各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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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基于 犕犇犛的空间信息服务注册

中心的设计

　　资源的监测与发现是网格环境下资源共享的

基础。在ＧＴ４中，监测与发现模块是 ＭＤＳ，ＭＤＳ

中最重要的服务就是索引服务（ｉｎｄｅｘｓｅｒｖｉｃｅ）。

网格环境中，索引服务起着注册中心的作用，它类

似于ＵＤＤＩ，但更灵活。索引服务不仅可以形成

层次结构，还提供了自清理的特性［１１］，是ＧＴ４中

实现资源信息服务的基础。

在ＧＴ４中，索引服务是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Ｆｒａｍｅ

ｗｏｒｋ（收集器框架）中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收集

器服务）的一种实现。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是

建立在 ＷＳＲＦ（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和 ＷＳＮ（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之上的应用框

架。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具有灵活的、可扩展

的特性，使得其可以发布和收集任意类型资源的

信息。但是，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及其 Ａｇ

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实现还不能直接作为一个空间

信息服务注册中心来使用，原因有：① 服务和资

源的元信息以资源属性（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１２］

的方式来表达，因此，资源属性的标准化是一个必

须考虑的问题。ＧＴ４为硬件资源的资源属性定

义了标准的格式“ＧＬＵＥ”
［１１］，但没有一个空间信

息服务的资源属性模式出现（或元信息）。② Ａｇ

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实现了 ＷＳＲＦ／ＷＳＮ的标准接

口，这些接口提供了注册服务和查找服务资源属

性的功能，但缺少提供空间查询的接口。③ 在

ＯＧＣ的推动下，大量的 ＨＴＴＰＧｅｔ／Ｐｏｓｔ样式的

空间信息服务被开发出来。如果想把这些服务注

册进网格环境，必须先把这些服务包装成ＳＯＡＰ

服务。④ 已有的索引服务基于内存，未提供持久

化机制，容易造成信息丢失；而且如果注册服务很

多，会严重影响注册服务的性能。⑤ 缺少服务分

类的支持。

基于上述不足，必须扩展或者改动Ａｇｇｒｅｇａ

ｔｏ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经 过 仔 细 分 析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的结构，本文确定了如下设计：① 根

据ＯＧＣ和ＩＳＯ／ＴＣ２１１的规范和标准，特别是遵

循ＩＳＯ１９１１９和ＩＳＯ１９１１５规范，制定空间信息

服务通用的可扩展的资源属性模式，对具体的实

现规范可以添加相应的元素。② 为支持 ＨＴＴＰ

Ｇｅｔ／Ｐｏｓｔ样式的空间信息服务，扩展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接口。ＭＤＳ中，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Ｓｏｕｒｃｅ接口

被用来收集资源的资源属性（元信息），但是现有

的实现只有“拖”、“拉”、“执行程序”三种形式［１１］，

不能提供对无状态服务的支持，所以必须实现相

应的组件。③ 在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基础上

实现新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在 ＧＴ４中，注册

与发现服务是Ｉｎｄｅｘ服务，而该服务的内存模型

和接口都不能满足空间信息服务注册与查询的需

要，所以必须重新实现。新实现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应该遵循 ＷＳＲＦ／ＷＳＮ标准，目的是实现

层次 结 构 的 注 册 服 务。④ 更 改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的内部结构，使得注册服务实体可以

持久化到数据库中，为此，必须制定相应的ＸＭＬ

模式（ＸＭＬ数据库）或者关系模型（关系型数据

库），使得注册中心具有故障恢复和事务支持的能

力。⑤ 在新实现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上增加空

间信息领域相关的接口。空间信息服务注册中心

应该支持按空间范围和类型的查询。

２　基于 犕犇犛的空间信息服务注册

中心的实现

　　空间信息服务注册中心以层次化的结构包含

众多的“虚拟组织”，其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基于 ＭＤＳ的空间信息注册中心的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Ｃｅｎ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ＤＳ

本文实现的注册中心基于 ＭＤＳ的收集器框

架，在ＪａｖａＷＳＣｏｒｅ上开发，部署在 ＧＴ４容器

中。空间信息服务注册中心的核心在于注册服务

的内部结构与接口的实现，其他的体现结构如安

全、注册中心之间的联系等内容则由ＧＴ４已有的

模块来解决。限于篇幅，本文只对单个注册中心

的内容进行说明。本文实现的单个注册中心的逻

辑结构见图２。

本文实现的注册中心由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Ｅｎ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两个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构成。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是一个无状态服务，可以用来注

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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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单个注册中心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Ｃｅｎｔｅｒ

册空间信息服务和查询空间信息服务的概要信息

以及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Ｅｎ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的指针；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Ｅｎ

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与每一个注册实体相关，可以用来获

取注册实体的详细信息，管理注册实体的生命周

期。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实现了 Ｗ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ｒｏｕｐ

规范、Ｗ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规范以及 ＷＳ

ＢａｓｅＮｏ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规范。除了 ＷＳＲＦ规范要求的

注册与查询、获取方法，本文在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

中实现了一个按类型查询的方法“ｑｕｅｒｙＢｙＳｅｒ

ｖｉｃｅＴｙｐｅ”。该方法主要起按服务类别检索的作

用，其输入为代表空间信息服务类别信息的命名

空间，如“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ｐｅｎｇｉｓ．ｎｅｔ／ｏｗｓ／ｗｍｓ”，

返回的结果是对应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Ｅｎ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的指

针。为了实现对空间信息服务类别查询的扩展

性，本系统利用配置文件来配置可以支持的分类，

目前，本系统可以支持 ＷＭＳ、ＷＦＳ、ＷＣＳ、ＣＳＷ

的类别查询。同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一样，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Ｅｎ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实现的所有接口由 ＷＳＲＦ／ＷＳＮ所

规定。ＷＳＲＦ／ＷＳＮ规定了ｑｕｅ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方法，这个方法支持 ＸＰＡＴＨ 作为查询语

言，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空间查询［２］。

服务提供者通过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的 Ａｄｄ方

法注册空间信息服务后，注册中心内部会生成一

个“Ｅｎｔｒｙ”对 象。根 据 Ｗ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ｒｏｕｐ 规

范［１３］，成功注册一个服务后，将会生成一个“Ｅｎ

ｔｒｙ”，保存着已注册服务的元信息，它的资源属性

项 包 括 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ｒｏｕｐＥｎｔｒｙＥＰＲ、ＭｅｍｂｅｒＥＰ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Ｃｏｎｔｅｎｔ。其中，

前四项是一般性信息，包括地址和结束时间之类

的信息。第五项Ｃｏｎｔｅｎｔ是ＸＳＤ：ＡＮＹ类型，包

含注 册 实 体 的 元 信 息。ＧＴ４ 在 Ｗ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ｒｏｕｐ规范的基础之上进行了限定，Ｃｏｎｔｅｎｔ的

类型必须是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Ｃｏｎｔｅｎｔ。通过Ａｇｇｒｅｇａ

ｔｏｒＳｏｕｒｃｅ收集的服务资源属性都存放在 Ａｇ

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Ｄａｔａ元素中，具体元素项则由服务注册

时包含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Ｃｏｎｆｉｇ元素指定。

为了能对注册中心的服务注册实体进行检

索、筛选，需要明确服务注册实体的元信息模型，

按照网格计算的理论，就是资源属性。对于空间

信息服务，必须确定与ＯＧＣ／ＩＳＯＴＣ２１１等规范

兼容的资源属性。ＩＳＯ１９１１９
［１４］把空间信息服务

的元信息分为两个部分：Ｃｏｍｍｏｎ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在ＩＳＯ１９１１９基础上，本文设计的元信息模式结

构 为 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ＵＲ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其 中 前 三 项 是

Ｃｏｍｍｏｎ部分，最后一项是与具体服务相关的。

前两项的结构遵循ＩＳＯ１９１１９规范。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

ｖｉｄｅｒ包含服务提供者的信息，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包含服务的标志信息，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

服务分类信息，该分类信息是进行按类别查询服

务的基础。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ＵＲＬ提供了服务详细元信

息文档的指针，如果是 ＨＴＴＰＧＥＴ／Ｐｏｓｔ绑定方

式的服务，则指向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文件的地址；如果

是ＳＯＡＰ绑定，则是 ＷＳＤＬ文件的地址。Ｓｐｅｃ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部分由具体服务的实现规范进行确定，例

如，对于 ＷＭ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包括Ｌａｙｅｒ，用来指

明服务器支持的数据信息。本文根据ＯＧＣ的各

种实现规范确定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结构，包括

ＷＣＳ、ＷＦＳ、ＷＭＳ、ＣＳＷ。如果出现新的实现服

务规范，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扩展。

３　结　语

本文开发的注册中心基于 ＷＳＲＦ／ＷＳＮ 规

范，既弥补了 ＵＤＤＩ的不足，又保证了标准的遵

循，具有以下优点：① 注册中心形成层次架构，可

以形成更大范围的“虚拟组织”，从而使得资源在

更广的范围内得到共享。② 遵循 Ｗ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可以保障注册服务的有效性。③ 资源

属性遵循ＩＳＯ１９１１９／１１１５等规范，具有可扩展

性。④ 基于ＧＴ４开发，使得空间信息服务可以

更好地融入网格环境中。

在本文提出的实现中，没有实现注册信息的

持久化，所有的信息都在内存里。另外，基于

ＸＰａｔｈ的查询能力还不是很强，需要开发高级的

查询接口，这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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