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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面向大规模基准站网的网格计算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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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大规模基准站网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ＲＡＭ、ＣＡＭ、ＬｏｇＰ等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附有扩展语义的并行多带主动存储模型。分析了该模型用作网格计算理论模型的可行性，给出了模型与网格

架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并给出了具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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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随着国内区域型连续运行基准站网
［１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Ｓ）的不断涌现，ＣＯＲＳ建设呈现出规模化的

发展趋势［３］。但对大规模ＣＯＲＳ相关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还很不够。如果对大规模 ＣＯＲＳ的

ＧＮＳＳ观测数据采用常规的区域型ＣＯＲＳ的数据

采集、处理、计算方法进行处理，就忽视了大规模

ＣＯＲＳ的独有特征（如定位特征、空间特征、时间

特征、服务需求特征、数据的差异性等）。同时，也

没有充分顾及在较大的空间尺度、实时动态情况

下，各类计算服务在并发用户数量、解算时间和适

用距离上存在的限制。

引入网格计算技术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

径之一［２，４］。在网格体系结构方面，具有代表性

的有Ｇｌｏｂｕｓ五层沙漏模型、开放网格服务结构

ＯＧＳＡ等
［５］，但在网格理论模型方面，研究工作相

对较少。

１　犘犕犆犃犕模型的定义

计算理论模型可以在理论上描述不同的计算

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有各种图灵机模型［６］、

随 机 存 取 模 型 （ｒａｎｄｏｍ ａｃｃｅｓ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ＲＡＭ）
［６，７］和多种并行计算模型 （如 ＰＲＡＭ、

ＱＳＭ、ＬｏｇＰ和ＢＳＰ）
［８，９］等。文献［１０，１１］通过

对ＲＡＭ模型进行扩充改进，提出了一种主动存

储计算机模型（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用

来描述网格计算，已在中国科学院的织女星网格

项目中得到了应用。文献［１２］在ＣＡＭ 模型的基

础上，给出了一种多带主动存储计算模型（ｍｕｌｔｉ

ｔｙｐ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ＭＴＣＡＭ），

并应用到导弹装备综合保障应用网格项目中。本

文在ＣＡＭ模型的基础上，参考多带图灵机模型

（ｍｕｌｔｉｔｙｐｅｔｕｒ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ＭＴＴＭ）
［６］和 ＭＴ

ＣＡＭ模型的多带存储器设置，引入并行计算模

型ＬｏｇＰ
［１３］的网络通信机制描述方法，定义了

ＰＭＣＡＭ（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ｍｕｌｔｉｔｙｐ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ｗｉｔｈａｃ

ｔｉｖｅｍｅｍｏｒｙ，ＰＭＣＡＭ）模型。

定义　一个ＰＭＣＡＭ 模型机器犌是一个犻

＋犼＋４元组，犌 ＝ （犘１，犘２，…，犘犻，犕１，犕２，

…，犕犼，犐，狉，犛，Ｌｏｇ），其中犘１，犘２，…，犘犻表

示犻个处理器；犕１，犕２，…，犕犼表示犼条存储带；

犐为指令集；狉是机器的字长；犛为语义集；Ｌｏｇ为

性能参数集。各个参数的具体含义如下。

１）犘 ＝ （犘１，犘２，…，犘犻）表示可以响应并

行计算的犻个处理器，单个处理器可以进行串行

运算；犕 ＝ （犕１，犕２，…，犕犼）表示犼条存储带，

每条存储带由无限个存储单元组成，每个存储单

元还有狉个二进制位，可化为多个存储区。存储

带与处理器的个数不同，表示并行处理时存储带

支持互操作等协同机制。

２）机器犌指令集犐包容上述机器犆、犇、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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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集，即每个存储单元不仅有读写功能，还具有

执行功能。由于引入了ＬｏｇＰ模型的并行特性，犌

的指令集同时包容了支持并行执行功能的指令

集。

３）语义集犛是机器犌 的语义规则集合，它规

定了指令集犐中有哪些指令及这些指令的语义，

含有多个子集，规定了哪些指令是主动存储指令，

哪些指令具有弱同步语义，哪些指令具有并行语

义，哪些指令具有异步语义。

４）通讯性能参数集Ｌｏｇ包括ＬｏｇＰ模型中

的犔、狅和犵等参数，它们都用处理器操作的周期

数来表示。Ｌｏｇ可以增减参数个数以保障模型的

开放性，通过这些参数就可以设计分布式存储、多

处理器网络通信机制的计算模型，并设计适应不

同处理器的算法。

２　犘犕犆犃犕模型与网格计算

由于格网技术的目的是将因特网看作一个巨

大的服务器，从而实现资源的全面共享与协同工

作，因此，本文提出的ＰＭＣＡＭ 模型可用作网格

计算的理论模型，见图１。机器犌的处理器犘 ＝

（犘１，犘２，…，犘犻），可认为是具有互操作特性的

用户（包括网格用户客户端或网格虚拟组织等形

式）；主动存储器阵列 犕 ＝ （犕１，犕２，…，犕犼）

的每条存储带表示一个网格节点（服务器），每个

存储单元表示一种网格服务。犘通过指令集犐在

语义规则犛的约束下，请求不同网格节点的网格

服务，并将实现网格计算。表１列出了ＰＭＣＡＭ

模型的一些指令及对应的网格操作。

图１　网格计算的ＰＭＣＡＭ模型

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ＭＣＡＭ

３　犘犕犆犃犕模型的应用

３．１　犘犕犆犃犕模型与大规模基准站网

大规模基准站网的拓扑结构见图２。在ＰＭ

ＣＡＭ模型下，可将各个连续运行基准站视为具

有数据采集与转发功能的网格节点，将各级计算

中心视为具有运算功能的网格节点，将各级管理

表１　用犘犕犆犃犕模拟网格操作的部分指令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ｔ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ＭＣＡＭ

ＰＭＣＡＭ指令 网格操作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犘犻，犕犽（犼），犛，犃 将第犻个用户按一定规则犛 利用

信息犃 申请并注册第犽个网格节

点的第犼个网格服务，表示网格

具有自愈功能。

Ｄｅｐｌｏｙ犘犻，犕犽（犼），犳 将第犻个用户指定的服务函数犳

部署到第犽个网格节点的第犼个

网格服务上。

Ｒｅｑｕｅｓｔ犘犻，犕犽（犼），犃 第犻个用户向第犽个网格节点的

第犼个网格服务发出请求，参数

为犃。

Ｅｘｅｃｕｔｅ犘犻，犕犽（犼），Ｌｏｇ 第ｉ个用户执行第ｋ个网格节点

的第ｊ个网格服务，含有多个重

载指令，支持多种语义，附有性能

参数Ｌｏｇ。

Ｓｈｉｆｔ犕犽（犼），犕犾（犼），Ｌｏｇ 将第ｌ个网格节点拷贝操作数到

第ｋ个网格节点，附有性能参数

Ｌｏｇ。

Ｃｏｍｍ犘犻，犕犽（犼），犃，Ｌｏｇ 将参数为Ａ的第ｉ个用户发出的

服务请求信息传送至第ｋ个网格

节点的第ｊ个网格服务，附有性

能参数Ｌｏｇ。

中心视为具有局部区域资源匹配功能的网格节点，

将资源注册中心看作具有全局资源调配功能的网

格节点，将各级数据存储中心视为具有主动存储功

能的网格节点。可将各类用户客户端、接收机设备

和各种网格虚拟组织（如虚拟基准站网等）视为用

户，而网格节点之间进行交互协同完成计算任务

时，可将一级节点视为二级节点的用户，它们之间

构成“生产者群中介者消费者群”模型。

图２　大规模ＣＯＲＳ的拓扑结构

Ｆｉｇ．２　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ｋＣＯＲＳ

３．２　大规模基准站网的定位服务流程及其描述

在大规模基准站网的网格环境下，用户从注

册、服务接收到完成定位的业务流程见图３。定

位用户将包含用户活动区域等信息通过用户注册

中心进行需求注册，同时各类计算资源、存储资

源、通信资源需要通过资源注册中心进行资源注

册。在定位过程中，系统首先对大规模ＣＯＲＳ的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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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大规模ＣＯＲＳ用户定位流程

Ｆｉｇ．３　Ｐｏｓ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ｋＣＯＲＳ

用户需求（用户活动区域、定位精度要求、实时性

要求等）进行分析、描述和映射，建立相应的用户

需求模型；然后，在大规模ＣＯＲＳ的全局覆盖范

围内，通过一定的评估算法对大规模基准站网内

的各类资源进行匹配，动态地选择可能隶属于不

同区域型ＣＯＲＳ的基准站、计算中心，甚至ＣＯＲＳ

系统之外的闲置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形成虚拟

基准站网（ｖｉｒｔｕａｌＣＯＲＳ，ＶＣＯＲＳ）；最后，通过需

求与服务映射算法动态制订数据处理方案，使用

户得到最能满足需求的个性化定位服务，用户对

服务制品进行接收后结合 ＧＮＳＳ接收机终端信

号完成定位任务［１４，１５］。

以面向多个并发用户提供定位服务为例，上述

流程可用ＰＭＣＡＭ指令流来描述，见表２。出于

直观考虑，此流程的建立基于如下假设：① 一个用

户有且仅有一个 ＶＣＯＲＳ与之对应；② 大规模

ＣＯＲＳ已经建成，所有资源均已在资源注册中心注

册；③ 由于大规模ＣＯＲＳ的６类中心（图３）的拓扑

关系相对简单，当同类中心有多个时，假定同类中

心之间的并行协同机制已建立，且非同类中心之间

的操作指向已在服务部署时指定。

表２　用犘犕犆犃犕实现多个并发用户定位计算

Ｔａｂ．２　Ｍｕｌｔｉｐｅ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ｓｅｒ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ＰＭＣＡＭ

序号 ＰＭＣＡＭ指令流 网格操作

１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犘１，犕１（１），犛，犃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犘２，犘３，犕１（２），犛，犃

…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犘狀，犕１（犿），犛，犃

用户犘１～犘狀向大规模ＣＯＲＳ系统用户注册中心犕１（１）～犕１（犿）按一定规则犛注册

用户信息犃（用户活动区域、定位精度要求、实时性要求等）。单个用户注册中心支

持多用户并行注册。

２ Ｃｏｐｙ犕２（犼），犕１（犻），犃，Ｌｏｇ
将用户犘狀的注册信息犃 从用户注册中心犕１（犻）复制到系统管控中心犕２（犼）。并发

用户较多时，可组成并行序列。

３ Ｅｘｅｃｕｔｅ犘狀，犕２（犼），犳（犽），犃，Ｌｏｇ

系统管控中心犕２（犼）根据多个用户犘狀的注册信息犃，进行分析、分类、描述和映射，

建立相应的犽个用户需求模型犳（犽）。如已有ＶＣＯＲＳ与某需求模型匹配，则将用户

加入该ＶＣＯＲＳ用户组。

４ Ｄｅｐｌｏｙ犘狀，犕３（犾），犳（犽）
将用户需求模型犳（犽）部署到资源注册中心犕３（犾）上。其中，犘狀用户与犳（犽）对应，一

般有多组，下同。假定犕３（１）～犕３（犾）之间的协同机制已建立。

５ Ｅｘｅｃｕｔｅ犘狀，犕３（１），犳（犽），犛，Ｌｏｇ
资源注册中心犕３（１）根据用户犘狀需求模型犳（犽），通过评估规则犛对大规模基准站

网内的各类资源进行匹配。

６

Ｓｈｉｆｔ犕４（１），…，犕４（犿），犕５（１），

…，犕５（狀），犕６（１），…，犕６（犽），犕７
（１），犕３（犾），犳（犽），Ｌｏｇ

资源注册中心犕３（犾）将需求模型犳（犽）部署到多个连续运行基准站 犕４（１）～犕４
（犿）、数据中心犕５（１）～犕５（狀）、计算中心 犕６（１）～犕６（犽）、用户服务中心 犕７（１）

上，组建虚拟基准站网ＶＣＯＲＳ。

７

Ｅｘｅｃｕｔｅ犕４（１），Ｌｏｇ

Ｃｏｐｙ犕５（１），犕４（１），Ｌｏｇ

…

Ｅｘｅｃｕｔｅ犕４（犿），Ｌｏｇ

Ｃｏｐｙ犕５（狀），犕４（犿），Ｌｏｇ

ＶＣＯＲＳ的各个基准站犕４（１）～犕４（犿）不间断地采集数据，并将数据发往数据中心

犕５（１）～犕５（狀）。基准站与数据中心之间的数据流向在ＶＣＯＲＳ组建时已建立。

８
Ｅｘｅｃｕｔｅ犕６（１），…，犕６（犽），犕５
（１），…，犕５（狀），Ｌｏｇ

ＶＣＯＲＳ的计算中心犕６（１）～犕６（犽）在一定的并发协同机制下，利用数据中心 犕５
（１）～犕５（狀）的数据进行计算，生成ＶＣＯＲＳ的服务产品。

９ Ｃｏｐｙ犕７（１），犕６（犽），Ｌｏｇ 将计算中心犕６（犽）的计算结果发送至用户服务中心犕７（１）。

１０ Ｒｅｑｕｅｓｔ犘狀，犕７（１），犃 用户犘狀按照用户信息犃 向服务中心犕７（１）请求定位服务。

１１ Ｃｏｍｍ犘狀，犕７（１），犃，Ｌｏｇ 用户犘狀与服务中心犕７（１）利用ＧＰＲＳ等手段实现不间断通信。

１２ Ｅｘｅｃｕｔｅ犘狀，犕８（１），犳（犽），犛，Ｌｏｇ 用户犘狀利用ＧＮＳＳ接收机犕８（１）按照一定规则犛完成定位任务。

３．３　犘犕犆犃犕模型与犆犗犚犛系统异构

ＣＯＲＳ系统的异构大致可分为资源类型异构

和服务模式异构两类。其中，资源类型的异构又

可以分为数据资源（含信息资源）异构和设备资源

异构。在ＰＭＣＡＭ 模型中，异构问题主要以指

令集方式进行封装，并根据不同情况对指令集中

的指令进行重置、重构和重载，从而使得所有部署

在不同节点上的指令均能以服务的方式在用户需

求驱动下提供调用。资源注册中心（中心节点之

一）是整个大规模ＣＯＲＳ的资源管理中心，所有资

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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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注册时可按一定规则进行个性化描述，通过一

定的映射关系与用户需求以及其他计算节点进行

联系，而这种映射关系与指令的重载方式是紧密相

关的。因此，可通过这种注册、描述、映射和重载等

环节，有效解决数据和设备的异构问题。服务模式

的异构问题，主要体现在多个区域型或专业型

ＣＯＲＳ采用了不同定位服务模式，或同一定位服务

模式存在不同实现方式，这一问题主要结合用户需

求在定位算法建立过程中予以解决（如ＶＣＯＲＳ计

算节点的Ｅｘｅｃｕｔｅ指令的重置与重载）。

ＰＭＣＡＭ模型本身在指令集和语义集的扩

充、通信性能参数的调整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该模型在ＧＮＳＳ领域应用时，针对大规模ＣＯＲＳ

的业务逻辑表达和各类相关算法的优化等方面还

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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