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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规模的地形漫游所采用的Ｐ２Ｐ机制，仅仅简单地利用节点的带宽资源，没有充分考虑数据的存储

特点和时效性，导致节点优选效率不高，服务的时效性不强，难以满足高效的地形漫游需求。针对上述问题，

提出了一种基于节点分组的Ｐ２Ｐ海量地形数据共享机制，对Ｐ２Ｐ节点进行按瓦片分域、按带宽分组、组内按

时效分级的模型。通过实验原型系统的比较测试表明，本文方法的平均传输速率更高，时效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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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空间探测产生的地形数据（ＤＥＭ）和影

像数据（ＤＯ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实时的

地形漫游和可视化不但面临海量数据的高效计算

和转换，而且大量节点请求服务时，还需要通过网

络进行海量传输。针对前一个问题，较多的文献

进行了研究，包括利用多服务器技术或集群服务

器系统［１，２］以及负载均衡算法［３５］等。

地形漫游服务中，随着节点规模的增长，传统

的Ｃ／Ｓ模式需要消耗大量的服务器带宽资源。

为了解决服务器带宽的瓶颈问题，大量学者进行

了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① 传统Ｃ／Ｓ模式下，

在高速和高带宽的专用网络上实现海量地形数据

的实时漫游［６］；建立多级缓冲区减小网络传输的

延迟，实现地形数据的实时渲染［７］；基于多进制小

波变换构建地形的多分辨率模型，实现地形数据

的渐进传输［８］；将地形数据表示为多条渐进压缩

码流，通过降低远程地形场景漫游过程中的数据

吞吐量，减小对服务器带宽的需求［９］；通过利用服

务器集群［１，２］，增加服务器有效物理带宽资源等。

然而，这些方法不仅成本高，而且总是难以追赶由

于用户数增加而对服务器带宽的爆炸式需求增

长［１０］，如 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等。② 基于对等网络的

传输共享模式，Ｐ２Ｐ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客户节点

间的缓冲共享数据，文献［１１］利用Ｐ２Ｐ进行空间

计算和空间任务查询，提高了查询和计算效率；文

献［１２１４］利用集中式Ｐ２Ｐ，在节点需要下载数据

时，通过查询中心节点，获取正在下载同一数据的

其他节点，并通过该节点获取数据，但并没有考虑

各个节点之间的服务质量，也没有考虑数据缓冲；

文献［１５］通过ＩＰ地址对节点进行分类，根据ＩＰ

地址相近的原则分配节点；文献［１０］利用一个混

合式的Ｐ２Ｐ模型共享地形数据，提高了服务器并

发负载和节点下载速度，但节点分组完全采用随

机方式，选择下载节点时根据的是历史服务质量

信息，偏差较大，且未讨论网络动态性。本文针对

已有的对等网络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新

的基于节点分级的Ｐ２Ｐ数据共享机制，并给出了

相关分析和分级模型。

１　基于金字塔的节点分组模型

１．１　主要思想

由于网络中节点的差异性，优先选择“好”的

服务节点来提供地形数据下载服务，将直接影响

到节点之间数据通信的时延和效率。借鉴 ＧＩＳ

地形数据的金字塔模型，重新组织节点之间的拓

扑关系，使节点在进行地形数据下载时，能选择最

优节点，以提高地形漫游的服务质量。

１．２　节点分组模型

考虑地形漫游的特点，在相同区域漫游的节点

具有类似的地形数据要求，按照金字塔结构模型，

将节点按照区域进行划分，根据该地形０层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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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最高一层）数，将节点分成多个不同的域。

定义１　域。根据地形数据的瓦片分层规则，

设０层中某瓦片犠狓，狔按照金字塔模型对应的所有

层的瓦片集合为犛狓，狔，犠狓，狔表示０层的第（狓，狔）号

瓦片，如果节点犻拥有的瓦片集合犛犻存在犛犻∩犛狓，狔

≠，则称节点犻属于域犕狓，狔，对应的域号定义为

犕犻（犻＝１，２，…，犿），其中，犿为０层瓦片个数。

根据以上定义，设某层犾有瓦片数据块，其坐

标值为（犡犻，犢犻），犔为金子塔层数，有：

犡０ ＝犡犻／２
犾，犢０ ＝犢犻／２

犾，犾∈犔 （１）

由式（１）可计算出该数据块对应的０层瓦片坐标

（犡０，犢０），据此可得出所属域犕狓，狔。

可以计算，最高分辨率为 ９０ ｍ 的全球

ＳＲＴＭ地形数据，数据块大小为１２８×１２８，金字

塔层数为８层，其０层瓦片数为１６２块，对应的域

个数也为１６２个；而对最高分辨率为３０ｍ的全球

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卫星影像数据，数据块大小为５１２×

５１２，金字塔层数为５层，其０层瓦片数为１２８００

块，对应的域个数也为１２８００个。

定义２　组。一个域内又可以依据节点之间

网络的通信质量来分组，每个组由惟一的组号来

标识，用犌犻，犼来表示某组（犻，犼）的组号。

网络之间的通信质量按照ＩＰ地址分类和网

络带宽来划分，根据全球ＩＰ地址表，将同一类运

营商且服务带宽基本相同的节点归为一组，并赋

予一个组号。设运营商的集合为犢，对某一类运

营商犼的节点，给定最小带宽ｍｉｎ｜珚犚｜和带宽级别

差异狉，则可得到该节点所属组犌犻，犼的计算方法：

（犻－１）×狉＋ｍｉｎ狘珚犚狘＜犚犻，犼≤犻×狉＋ｍｉｎ狘珚犚狘，

　　　犻≥１，犼∈犢　　　　　　　　　　（２）

犚犻，犼≤ｍｉｎ狘珚犚狘，犻＝０，犼∈

烅

烄

烆 犢

　　 不同运营商之间的节点，即使带宽相同，但

其实际通信质量一般较差，将归入不同的组。

定义３　级。依据组内成员之间的服务质量

来分级，组内节点之间的服务质量依据节点之间

的通信时延来分级。设组内所有节点间的最小通

信延迟小于等于某给定值ｍｉｎ｜珡犜ｄｅｌａｙ｜的节点定义

为犔０ 级节点，第犻级与第犻－１级之间的通信时

延差为狋犻（犻＝０，１，…，狀），且设狋０＝０，则可以得到

划分犔犻级节点的通信时延的计算方法：

ｍｉｎ狘珡犜ｄｅｌａｙ狘＋∑
犻－１

犽＝０

狋犽 ＜犜犻≤ｍｉｎ狘珡犜ｄｅｌａｙ狘＋

　　∑
犻

犽＝０

狋犽，　犻＝１，２，…，狀

犜犻≤ｍｉｎ狘珡犜ｄｅｌａｙ狘，犻＝

烅

烄

烆 ０

（３）

　　为了限制节点分级的级数狀，可以设置狋狀为

一个足够大的数。

依据上述定义，可以得到如图１所示的节点

分组金字塔模型。

图１　基于金字塔的节点分级模型

Ｆｉｇ．１　Ｐｅｅｒ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ＩＳＰｙｒａｍｉｄ

１．３　节点分组机制描述

首先给出操作的几个原语及其语义。Ｇｅｔ

（犔狀，犛Ｐｅｅｒ）：从节点集犛Ｐｅｅｒ中提取第犔狀级的节

点；Ｐｕｔ（犔狀，犘犻）：将节点犘犻设置为犔狀级的节点，

并加入犔狀级的节点集合；Ｄｅｌ（犔狀，犘犻）：从犔狀级

的节点集合中删除节点犘犻；ＧｅｔＲａｎｋ（犜ｄｅｌａｙ）：根

据式（３）计算给定时延所属的级。

１）节点加入：某个节点犘犻进入网络时，根据

式（１）和式（２）计算获取犕犿 和犌犵，根据犕犿 和犌犵

获取该域该组的节点集犛ｐｅｅｒ（犿，犵），对犛ｐｅｅｒ（犿，犵）作算

法调度后将节点插入到合适的组中。

算法的主要思想是通过计算节点和组内其他

节点之间的平均通信时延，并根据该时延将节点

加入到正确的分级中，如果不存在相匹配的结果，

则直接加入最差一级。

节点需要在其所拥有的瓦片集发生域变化时

刷新其所属域犕狓，狔，由于ＧＩＳ系统中一个０层瓦

片所涵盖的范围都比较大（最高分辨率为９０ｍ

的全球ＳＲＴＭ地形数据，０层瓦片精度为２０°；而

最高分辨率为３０ｍ的全球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卫星影像

数据，０层瓦片精度为２．２５°），所以，在地形漫游

时，节点域发生频繁变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依

据瓦片节点集修改域的操作频率不需要太高。

２）节点变迁：节点在加入一个分组分级之

后，由于网络状况的动态性，使得节点之间的通信

带宽和时延等服务质量参数也在不断变化，需要

根据其实时网络服务状态更新其分组分级，其分

组分级更新算法和节点加入算法类似。正是因为

这些“不确定”因素，在开始时的节点分组和分级

“错误”将随着系统中节点的不断变迁而趋于稳

定，节点之间的通信趋向优化。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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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节点离开：节点离开只需要根据节点信

息，遍历所有节点集合，执行Ｄｅｌ（犔狀，犘犻），将该节

点从对应集合中删除即可。

４）节点搜索：节点依据上述方法进行了分

域、分组和分级后，在进行地形漫游时，就能够快

速地找到服务节点，并以最优的效率从服务节点

下载地形数据，依据请求节点所请求的瓦片匹配

到对应的域后，对域内的组采用相应的调度算法。

算法的主要思想是利用所获取的节点集，有

选择地从最好的节点（和自己服务最好）请求Ｐ２Ｐ

下载数据，如果所有的节点都无法提供该瓦片数

据，则直接向服务器发出请求。

２　实验仿真与结果分析

下载速率和下载延时关系到大规模地形漫游

的服务质量，前者代表下载速度，后者代表反应速

度。利用所开发的基于 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
［１］的Ｐ２Ｐ原

型ＰｅｅｒＶＯＬＴ
［１０］，分别对客户端和服务器端进行

改造，实现对节点的分域分组管理，提高节点效

率。以最高分辨率为９０ｍ的全球ＳＲＴＭ地形数

据为实验数据（每块传输瓦片数据大小约４４Ｋ），

在一个局域网络内，１０台Ｐ４计算机上，分别运行

１个、２个、３个、４个、５个、６个客户端，设ｍｉｎ｜珚犚｜

＝狉＝６４Ｋ，且狋０＝０ｍｓ，狋犻＝狋犼＝１００ｍｓ，其中犻，犼

＝１，２，…，狀，各终端设置的带宽分别取值为６４

Ｋ、１２８Ｋ、２５６Ｋ，时延按照［０，１０００］ｍｓ之间平

均分布，考察其中一个带宽为２５６Ｋ的节点，分别

利用ＰｅｅｒＶＯＬＴ和改进后的ＰｅｅｒＶＯＬＴ进行地

形数据下载。

１）记录开始下载后的各个平均下载速率，结

果取１０次的平均值。图２给出了不同数目下随

机节点选择和基于分组分级的最优节点选择模型

的下载速率结果对比。

２）节点连续发送多个瓦片下载请求时，记录

从发送请求到开始下载的反馈延时时间，实验１０

次，结果取平均值。图３给出了请求数目增加时

请求延时的变化。

通过实验对比可以看出，分组前，由于采用随

机抽取，系统的下载速率的波动幅度较大，且考察

的节点带宽足够（２５６Ｋｂ／ｓ），表明其下载速率依

据随机选取的节点提供的上载带宽和时延而波

动，导致平均下载速率不高。实验中，分组节点的

下载速率和时延平稳，且平均下载速率较改造前

有３５％左右的提高，请求响应时延也最优，下载

请求并不因为系统请求瓦片数目的增加而产生更

多的请求时延，这表明在带宽资源有剩余的情况

下，系统能充分利用Ｐ２Ｐ的优势提供批量瓦片下

载，最大限度地利用节点资源提供最优的服务质

量，也再次证明了分组分级的有效性。

图２　请求瓦片平均

下载速率结果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ｖｅ

ｒａｇｅ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Ｓｐｅｅｄ

　

图３　瓦片下载请求平均

反馈响应时延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基于节点分级的Ｐ２Ｐ海量地形

数据共享机制，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形数据特性

和节点特征，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好的服务质量。

结果表明，与单纯的随机目标选择进行Ｐ２Ｐ下载

相比，有目的的优选下载速率更快，反馈响应延迟

更小，能更好地实现大规模地形漫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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