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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犛犗犃的遥感影像共享架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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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遥感影像数据共享中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提出了面向服务的共享架构；基于ＯＧＣ规范扩展

定义了可支持计算机搜索、评价并集成数据服务的元信息模型；基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设计和实现了元数据

服务和数据服务。实验结果表明，面向服务的共享架构能够集成地理上分布的异构影像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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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感影像表述了地球表面与空间位置有关的

各种事物特征与属性的信息，以其形象直观、现势

性强以及蕴含信息丰富等鲜明特征，从而在测绘、

农林、国防等多个行业领域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应

用［１，２］。如何集成现有的各类地理上分布的、异

构的遥感数据资源系统，实现快速有效的数据检

索、数据发现和数据共享，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

之一。

数据共享的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

视［３］。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相关研究机构和组

织相继推出了一些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遥感影像发布

系统。通过对现有系统的特点及技术实质进行分

析可知，主要有“搜索订购”和“在线浏览”两种共

享模式。但是，上述共享模式并没有真正消除“信

息孤岛”。本文认为，在网络环境下，理想的共享

模式应该是“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方式，即由

使用影像的客户端应用程序自动搜索所需的数

据，然后通过数据所有者提供的在线数据服务实

时获取数据。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模式尚未得

到普遍应用。另一方面，传统互联网技术也不能

够直接为客户应用程序提供发现数据并集成数据

服务的有效手段。ＳＯ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
［４，５］、Ｗｅｂ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６］等新一代互联网计算思想和实现技术的出

现，使解决上述问题成为可能。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主

要包括 ＷＳＤＬ
［７］、ＵＤＤＩ

［８］和ＳＯＡＰ
［９］等技术。

在国外，ＯＧＣ（ｏｐｅｎ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开展了利用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解决地理信息领

域互操作问题的专门研究，发布了一系列支持地

理信息和服务共享的技术规范，并提出了 ＯＷＳ

框架。ＥＳＲＩ结合ＳＯＡ的思想，提出了分布式地

理信息服务体系结构模式，目的是为数据和服务

提供商构建一个发布数据和服务的平台。国内许

多学者也已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１，３，５，６，１０］。随

着研究的深入及 ＷｅｂＳｅｒｃｉｃｅｓ技术的不断发展，

逐步形成了基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分布式地理信

息服务框架，但当前框架的实现还需要较多的人

工参与。而对于实现本文所提出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方式的数据共享模式来说，需要研究

能够支撑客户应用程序在运行时动态发现并获取

数据的共享框架及其实现技术方法。

１　基于犛犗犃的影像数据共享架构

本文基于ＳＯＡ 的思想，以探索实现“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ｔ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方式的数据共享模式为目标，

将数据共享中数据使用者搜索数据、数据所有者

提供数据等过程均抽象为服务，在基于遥感数据

的客户应用和遥感数据管理系统之间加入了基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的数据服务层，设计了面向服

务的遥感影像共享架构，如图１所示。在该架构

下，影像数据的共享服务模式如图２所示。实现

该共享模式的核心在于构建元数据服务及数据

服务。



　第３５卷第１１期 王连备等：基于ＳＯＡ的遥感影像共享架构研究

图１　基于ＳＯＡ的遥感影像数据共享架构

Ｆｉｇ．１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ｅＩｍａ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ＯＡ

图２　遥感影像共享服务模式

Ｆｉｇ．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ｅＩｍａ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１　元数据服务设计

元数据服务是客户应用程序和数据服务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为支持客户应用程序及数据服务

程序在运行时对元数据服务进行动态访问，需要

定义元信息模型及元数据服务接口。

１．１．１　元信息模型设计

在前述共享模式下，数据提供者以数据服务

的方式提供客户应用程序所需的数据，因此，支持

该共享模式的元数据应包括两类：一类是数据内

容元数据，即传统的数据集元数据，是对数据本身

的描述，以便于使用者判断其所提供的数据内容

是否满足应用的需要；另一类是数据服务元数据，

包括动态的数据服务资源状态信息和静态的数据

服务接口信息。

为促进空间数据与服务的共享，ＯＧＣ制定了

用于发布与访问地理空间数据、服务及相关资源

元数据的目录服务规范（ＯＧＣ０７００６ｒ１）。该规

范对前一类元数据进行了定义，但缺少数据相关

的时间范围、数据分辨率及数据质量等用户选择

数据集 所 需 的 参 数。《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ＳＯ１９１１９：２００２）中对服务元数据进行了

定义，主要包括服务接口元数据、服务操作元数据

和操作参数元数据，这些元数据内容较为抽象，对

于描述基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的数据服务缺乏针

对性的指导。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对 ＯＧＣ目录服务规范

可查询核心元信息模型进行了扩展，定义了用于

遥感影像共享的数据内容元数据；并结合基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的数据服务的特点设计了数据

服务元数据，其中扩展了动态数据服务资源状态

信息。所设计的元信息模型如图３所示。

图３　遥感影像共享元信息模型

Ｆｉｇ．３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ｏｆ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ｅＩｍａｇｅＳｈａｒｉｎｇ

该元信息模型所设计的元数据内容遵循行业

标准，且其值域多为量化或格式化文本，因此该模

型是一个可支持计算机搜索、评价并集成数据服

务的元信息模型，这就为实现“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ｏ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共享模式奠定了基础。

１．１．２　元数据服务设计

在本文所设计的共享模式下，元数据服务包

括两个接口，即注册服务接口和查询服务接口。

注册服务由数据提供者使用，用于注册和更新有

关数据内容和数据服务的元数据；搜索服务由客

户应用程序调用，用于查询满足要求的数据及数

据服务。

为便于应用程序运行时动态访问，ＯＧＣ目录

规范定义了元数据管理和发现接口及相应的接口

操作，但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该规范的抽象功

能定义依然是实现数据共享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在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架构下，ＵＤＤＩ技术用于资源

的注册与发现，因此可作为实现元数据服务的基础

５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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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技术。本文基于ＵＤＤＩ技术设计了兼容ＯＧＣ

目录服务接口标准的元数据服务，实现机制如图

４所示。该机制的核心思想是利用ＵＤＤＩＡＰＩ对

ＵＤＤＩ服务进行封装，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注册

服务和查询服务，从而实现 ＯＧＣ目录服务规范

注册接口和查询接口所定义的功能。

图４　元数据服务实现机制

Ｆｉｇ．４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ｉｃｅ

图４中的注册服务和查询服务类是实现上述

机制的关键，也是本文设计和实现的重点。其中

注册服务类用于实现 ＯＧＣ定义的注册接口，设

计了管理数据提供者及元数据项的操作；查询服

务类用于实现 ＯＧＣ定义的查询接口，设计了搜

索并获取服务元数据信息的操作。为支持客户应

用程序对数据服务的优化选择及动态集成，本文

对查询接口的Ｑｕｅｒｙ操作进行了扩展，增加了可

返回数据服务元数据的功能。

元数据服务实现为标准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对元

数据服务的访问采用ＨＴＴＰＰＯＳＴ方法，请求与

响应消息的编码方式为基于ＳＯＡＰ协议的ＸＭＬ

编码。

１．２　数据服务设计

在本文所设计的共享模式下，数据服务包括

数据定制服务和数据传输服务。为支持客户应用

程序运行时动态集成数据服务，并通过数据服务

实时在线获取数据，即实现“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ｏＣｏｍ

ｐｕｔｅｒ”方式的共享，需要定义数据服务接口。

ＯＧＣ发布了 ＷＣＳ规范，为影像等栅格数据

的共享提供了一个标准接口。该接口定义了三个

操作 （ＯＧＣ０７０７０６７ｒ５）：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Ｔｙｐｅ和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可以看出，

ＯＧＣ目录服务规范与 ＷＣＳ规范在为客户应用程

序提供数据及服务搜索方面存在功能上的重叠。

目录服务查询操作的返回值并不能直接支持客户

应用程序在运行时通过 ＷＣＳ服务获取数据，需

要对 ＷＣＳ服务再次执行 ＧｅｔＣａｐ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操作后

才能执行数据获取操作，这无疑降低了数据及服

务发现的效率。如前所述，本文所设计的元数据

服务扩展了ＯＧＣ元信息模型及元数据查询操作

的功能，在该机制下，客户应用程序通过元数据查

询发现能提供数据集的数据服务，并根据返回的

服务元数据来集成数据服务，由此克服了 ＯＧＣ

规范的不足，实现了从元数据服务到数据服务的

平滑衔接；同时，在该机制下，数据服务接口仅实

现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操作即可，从而降低了实现 ＷＣＳ

服务的复杂度。

在数据获取的具体方式上，ＷＣＳ指定了两种

方式，一种是随响应消息同步返回数据；另一种是

在返回消息中指定数据的ＵＲＬ地址。至于客户应

用程序如何从指定的ＵＲＬ处获取数据，ＷＣＳ规范

中则没有明确定义。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采用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实现数据服务，对外提供 ＷＣＳ

接口及数据传输接口，实现机制如图５所示。

图５　数据服务实现机制

Ｆｉｇ．５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ｉｃｅ

在本文所进行的实验中发现，在相同的环境

下传输大小约为１００Ｍ的同一实验数据，采用同

步方式时需要约９０ｓ；而采用ＦＴＰ方式时仅需约

２０ｓ。从理论上来分析，造成基于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的

同步数据传输方式效率低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

基于ＸＭＬ的数据编码会导致实际需要传输的数

据量增大；二是对ＸＭＬ的编解码操作需要耗费

大量的时间。因此，本文建议，在数据请求频繁，

但单次请求数据量较小的应用环境下，采用同步

方式，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响应速度和较好的用户

体验；当需要获取大数据量数据集时，采用ＦＴＰ

方式，以获得较高的传输效率。

２　综合实验

为验证所设计的共享架构及该架构下共享模

式的可行性，本文实验的主要内容包括：① 开发

了注册服务接口模块和查询服务接口模块，实现

６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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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文所设计的元数据服务，其中 ＵＤＤＩＳｅｒｖｅｒ

采用开源代码ＳＯＡＰＵＤＤＩ来实现。② 开发了

ＷＣＳ接口模块、数据提取和数据定制模块，实现

了本文所设计的数据服务，其中，ＷＣＳ接口模块

基于ＧｅｏＡＰＩ（符合 ＯＧＣ规范的开源编程接口）

开发；数据定制模块基于 ＧＤＡＬ开发。③ 开发

了模拟客户应用程序，在实验中作为搜索并获取

数据服务的客户端。

实验部署了两种技术架构的影像数据存储和

管理系统。存储和管理系统犃 基于“瓦片”技术

将影像存储在 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中，管理了约５００

ＧＢ１０ｍ分辨率的ＳＰＯＴ影像；存储和管理系统

犅以文件的方式存储影像数据，管理了约８００ＧＢ

１ｍ分辨率的ＩＫＯＮＯＳ全色影像和４ｍ分辨率

的多光谱影像。管理节点服务器上部署了本地资

源注册模块，该模块调用元数据服务的注册服务

接口注册本地数据和服务元数据；数据提供者犃

提供了 ＷＣＳ服务和ＦＴＰ服务，其中 ＷＣＳ服务

器上部署了 ＷＣＳ接口模块、数据提取和数据定

制模块；数据提供者犅仅提供ＦＴＰ服务。

实验中，客户端将查询参数封装为符合ＯＧＣ

目录服务接口规范的ＳＯＡＰ消息，通过ＨＴＴＰ协

议发送给元数据服务；元数据服务查询 ＵＤＤＩ注

册库后，将满足条件的数据提供者、数据集标识及

数据服务接口元数据（按照本文元信息模型数据

服务元数据接口信息的定义）封装为ＳＯＡＰ响应

消息返回给客户端。当选定数据服务犃时，客户

端按照 ＷＣＳ接口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操作的定义封装

ＳＯＡＰ消息，通过 ＨＴＴＰ协议发送给 ＷＣＳＳｅｒｖ

ｅｒ，在指定同步数据获取方式时，客户端解析

ＷＣＳ服务响应消息获取数据后，显示在图像显示

区；在指定异步获取方式时，客户端解析 ＷＣＳ服

务响应消息，获取数据文件 ＵＲＬ及服务元数据

后，以ＦＴＰ方式从服务端获取数据。当选定数据

服务犅 时，客户端直接以ＦＴＰ方式从服务端下

载影像数据文件。

在上述实验内容的基础上，对本文所采用的

基于ＳＯＡ的数据共享架构与基于中间件技术的

多层数据共享架构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基于中间件技术的多次架构尽管可以通过数据转

换的方式实现异构数据管理系统的互操作，但该

架构是一个紧密耦合的架构，对广域网络环境下

数据源动态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弱，因而只适用于

局部范围内特定的应用场合。

３　结　语

实验结果表明，本文设计的基于ＳＯＡ 的遥

感影像数据共享架构在技术上能够集成多源、异

构、地理上分布的影像数据存储和管理系统，从而

真正消除“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及存储资源的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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