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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空间信息网格ＳＩ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ｉｄ）可扩展性的基础上，描述了基于ＳＲＢ（ｓｔｏｒａｇｅ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ｂｒｏｋｅｒ）的ＳＩＧ异构数据网格互操作接口设计和信息通讯流程，并以ＴｅｒａＧｒｉｄ的ＰＴＯ（ｐｕｒｄｕｅｔｅｒｒｅｓ

ｔｒｉ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数据网格互联为例，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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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探测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数据信息日益

丰富的同时，也使得这些海量空间数据的存储和

表达形式趋于多样化［１］。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和网格技

术的发展推动了空间信息的资源共享与协同服

务，尤其是数据网格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数据的使

用效率和处理加工能力，因此，在对地观测领域，

国际上众多空间机构都建立了各自的空间数据网

格系统。然而，在建立空间数据网格系统的过程

中，由于空间数据自身的分布和多样性，以及构建

数据服务的历史渐进性，使得各数据网格拥有自

身特定的数据结构、访问方法、索引机制和安全特

性等，空间数据源在存储载体、语法结构和管理机

制上呈现了显著的异构性，网格间的互操作性难

以提高，大范围的空间数据利用较为困难［２］。

本文研究了在中国ＳＩＧ（空间信息网格）平台

上构建基于代理的数据服务，利用ＳＲＢ（存储资

源代理）提供的异构数据网格互联接口，屏蔽网

格平台在元数据格式、数据传输模式和数据源管

理机制方面存在的差异，形成统一的虚拟数据管

理与处理环境，将分布和异构的各种数据资源进

行整合，从而提供一体化的共享和数据交换平台，

来实现空间信息的检索与查询服务。

１　数据资源代理技术

由于空间数据的时态特征和多源异构性，空

间信息的互操作与普通数据相比，实现起来更为复

杂和困难［３］。在空间信息网格中，数据管理模型可

以分为：基于目录的管理模型 ＣＤＭ（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ｂａｓｅｄ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基于代理的管理模型

ＢＤＭ（ｂｒｏｋｅｒｂａｓｅｄ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和直接管理

模型ＤＤＭ（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４］３类。

对于数据网格中间件，ＳＲＢ是一种典型的基

于代理模式的资源管理模型，提供访问网格组织

内部分布式数据集的能力，支持分布式异构存储

结构和数据组织管理［５６］。利用ＳＲＢ构建数据网

格系统，其核心部分是资源属性管理 ＭＣＡＴ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它按照逻辑属性来统一管理

存储系统中分布的数据对象和命名空间［７］。

ＭＣＡＴ实现基于属性的数据存取，确定数据对象

所加载的位置、文件属性、元数据、访问控制列表、

存储资源属性和用户数据等，使得用户在获取数

据集和资源时，无需知道数据集和资源的物理位

置［８］。通过查询 ＭＣＡＴ，客户机可以简单地查找

分布的数据对象，对数据进行复制、传输或同步，

执行复杂的查询请求，以及实现其他功能。

２　服务管理和互操作

２．１　犛犐犌中可扩展的数据服务

空间信息网格ＳＩ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ｒｉｄ）

的研究以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和ＧＲＩＤ作为主要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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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针对空间信息资源的特性，在保持对现有数

据资源不进行任何重构的前提下，探索利用网格

技术从基于服务的体系结构角度，解决数据异构

与分布带来的困难与障碍［９］。

作为数据密集型网格，资源发现和资源访问

是数据服务能力的两个重要方面，并且数据服务

模型的设计必须具备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平台无关

性。为了实现基于ＳＩＧ的松散耦合空间数据服

务模型，本文对数据资源发现和资源访问的处理

流程进行了分解和抽象，将相对集中的处理步骤

归并为同一个处理层次，对每个功能层次进行定

义，并规定了访问语言请求和响应的语法，对每个

层次的输入输出参数规范为相对标准的形式，使

得其可扩展性得以提高［１０］。

用户访问数据源所提供的 Ｗｅｂ服务，将请求

传递给数据源并分析数据源传回的响应，就可以

完成相应的功能。它减少了对空间数据分发和存

储组织特定管理机制的依赖，最大程度地保留原

有数据服务系统运行的独立性，同时又确保了异

构数据网格的互操作，为更多资源共享和协同合

作方面的用户提供一致化的服务接口和方式。

２．２　犛犐犌犛犚犅数据互操作接口

由于ＳＩＧ中的数据服务模型具有灵活性和

可扩展性，通过分析ＳＩＧ的数据管理机制不难发

现，通过重构 ＡｄａｐｔｅｒＬａｙｅｒ，可以实现数据访问

协议与ＳＲＢ访问机制的兼容，使得ＳＩＧ与ＳＲＢ

异构网格平台数据互操作接口得以实现。ＳＩＧ

ＳＲＢ数据互操作接口的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ＳＩＧＳＲＢ数据互操作接口

Ｆｉｇ．１　ＳＩＧＳＲＢ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在ＳＲＢ 的 数 据 管 理 策 略 中，对 于 每 个

ＭＣＡＴ和其管理的逻辑名称空间对应的资源，称

为一个ＳＲＢ自治区域（ＳＲＢｚｏｎｅ）
［１１］。这样，两

个异构网格平台之间的交互实际上成为两个

ＳＲＢ自治区域间的数据互操作。通过在ＳＩＧ端

部署ＳＲＢ服务器并配置相应的ＭＣＡＴ，所有ＳＩＧ

平台中的数据资源属性信息都将注册在 ＭＣＡＴ

的目录里。这样，两端的ＳＲＢＳｅｒｖｅｒ便可以进行

控制命令的传输和数据的交换，完成两个异构网

格平台之间的互操作。ＳＩＧＳＲＢ数据互操作接

口基于代理的方式进行数据管理，执行两端的指

令通讯和数据交换，两个平台间的数据资源信息

得以交换和互操作。在其实现上，ＳＩＧＳＲＢ数据

互操作接口的设计基于ＪＡＲＧＯＮ
［１２］，它是一套

提供ＪＡＶＡＡＰＩ的开发程序，可以用于处理ＳＲＢ

中间件平台中的数据文件Ｉ／Ｏ、网格接口的封装、

数据的查询和 ＭＣＡＴ的修改等。

由于空间数据源的异构性，不同的数据服务系

统大都具有异构的元数据体系。当对数据服务提

供者进行网格化封装时，网格代理接口中必须包含

本地元数据与 ＭＣＡＴ 元数据目录之间的转换，而

必须构建一种合理的映射关系，它选择用户使用较

频繁，且在主要元数据系统中都被定义的内容。基

于这种关系机制，在新的数据集加入时，服务提供

者不必考虑复杂的注册和转换工作。用户发出请

求后，代理程序向各个网格资源中可以找到的数

据服务发出基于ＳＲＢ的查询要求，然后通过元数

据转换接口翻译成为本地查询条件。

２．３　基于犛犚犅犛犐犌接口的数据互操作流程分析

本文以ＳＩＧ与Ｐｕｒｄｕｅ大学ＴｅｒａＧｒｉｄ中ＰＴＯ

（ｐｕｒｄｕ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数据集互操作为例，

进一步分析了ＳＩＧＳＲＢ接口实现数据互操作的工

作流程。ＰＴＯ 数据目前包括 ＧＯＥＳＧＶＡＲ 和

ＭＯＤＩＳ传感器的数据，超过２５种对地观测数据产

品，分布在１０多个集群节点上进行处理。

在设计上，本文将ＰＴＯ中的数据资源信息

注册在ＳＩＧ端的ＳＲＢ服务器中，物理上处于两个

分散位置的异构数据资源形成了相应的ＳＲＢ自

治区域，并用一个统一创建的元数据目录进行维

护和更新，实现ＰＴＯ与ＳＩＧ两个异构平台间的

数据查询和跨域访问的消息通信。当用户或应用

程序提交查询请求时，ＭＣＡＴ将检索所有注册的

节点信息，并重定向至满足条件的节点。用户可

以使用统一的接口检索和访问ＳＩＧ和ＰＴＯ中的

对地观测数据集，实现资源的互操作，如图像文件

的查询和浏览等。这种结构并没有改变原有两个

平台的数据管理机制，而是在其之上，利用代理机

制构建了一个数据虚拟层，实现网格系统间的资

源共享和互操作。

ＳＩＧ与ＰＴＯ的数据互操作流程如图２所示，

消息传输和交换的步骤可以归纳如下。

１）用户或者应用程序提交查询请求，并将该请

求条件提交至ＳＲＢ服务器端。代理服务对信息进

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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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认证，并验证相关资源信息是否注册在ＭＣＡＴ中。

图２　基于ＳＲＢＳＩＧ数据互操作接口的工作流示例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Ｄａｔａ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代理程序处理查询请求，在 ＭＣＡＴ中执

行查询过程，并分析是否满足用户提交的需求。

３）如果代理程序确定结果数据信息属于远

程ＳＲＢ服务器管理时，该代理会将请求条件和验

证信息发送到远程服务器中。

４）两个相应的代理程序进行通讯，执行查询

任务并返回结果。

５）代理程序收集结果数据的资料信息，整理

后返回给用户。

当执行完毕后，两个数据平台间的数据就实

现了共享和互操作。异构数据格式的翻译和匹配

是这个数据互操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

ＳＩＧ中数据服务模型的参数和配置文件具有平台

无关和高度可扩展性，通过修改相应的配置文件，

不同平台间的元数据格式转换得以实现。由此可

以看出，基于代理的数据管理模型能够建立一种

相对透明的分布异构数据集成环境，实现空间信

息的共享、交换和应用。

３　实验分析

在ＳＩＧ实验床上，构建了基于ＳＲＢ的测试环

境，与 ＴｅｒａＧｒｉｄ的ＰＴＯ进行互操作实验研究。

安装了版本为ＳＲＢ３．４．２的ＳＲＢ服务器，配置

ＭＣＡＴ和数据库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８．１．５。通过Ｊａｒｇｏｎ

ＡＰＩ重构ＳＩＧ的 ＡｄａｐｔＬａｙｅｒ，构建了ＳＩＧＳＲＢ

数据互操作接口，实现了浏览和检索远程ＰＴＯ

系统中的数据资源。用户不仅可以查询所在ＳＩＧ

中的数据信息，还可以在安全认证授权的基础上

实现跨域数据访问和交换，并且在ＳＲＢ的客户端

ｉｎＱ上查看到相关的资源。图３是通过ＳＩＧＰｏｒ

ｔａｌ提交查询请求和返回结果列表的相关示例。

图３　ＳＩＧＰｏｒｔａｌ上的查询界面和返回结果

Ｆｉｇ．３　Ｑｕｅｒｙ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于存在并发访问用户、数据量统计等情况，

以及利用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本身的效率问题，使

得在ＳＩＧ示范验证平台的实际运作中，需要采取

措施来提高服务响应的速度与效率。为此，本文

选择几种典型的空间数据，对其进入数据互操作

平台的服务响应能力进行分析，考察响应速度与

服务类型、数据量大小的关系。空间数据样本如

表１所示。

表２列出了不同大小数据文件（主要集中目

前所提供的不超过１００ＭＢ大小的地理数据）的

数据服务响应时间值。

表１　实验数据信息描述

Ｔａｂ．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Ｄａｔａ

数据类型 图像格式 数据文件大小／ＭＢ

Ｌａｎｄｓａｔ数据Ａ ＧｅｏＴＩＦＦ １８．７

ＭＯＤＩＳ数据 ＨＤＦ ４９

Ｌａｎｄｓａｔ数据Ｂ ＧｅｏＴＩＦＦ ７６．６

表２　不同大小地理空间数据的服务响应时间／ｓ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ｅｏＤａｔａ

地理数据

大小（Ｍ）

进入ＳＩＧ数

据互操作

平台

数据查询

Ｑｕｅｒｙ

获取数据

图层

Ｇｅ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获取图层

浏览操作

ＧｅｔＭａｐ

１８．７ ２．７ ３．７ ２５．３７ ２．５

４９ ２２．３１ ２．０４ ２６．１９ １．４９

７６．６ ２４．５５ ２．１９ ２４．８７ ２．３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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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基于ＳＲＢ的代理数据管

理模型可以实现异构网格平台之间的数据互操

作，提高对地观测数据的利用率。ＳＩＧ数据服务

的可扩展性为数据互操作服务的响应、访问速度

提供了保证。数据进入ＳＩＧ平台前，服务响应能

力与数据量大小相关；而通过ＳＲＢＳＩＧ接口进入

平台后，服务响应时间与数据量大小并无直接联

系。通过ＳＲＢ接口可以实现远程数据与本体数

据的统一检索和处理。这种数据服务模型的建

立，既可以发挥空间信息分布和异构特性的优势，

保持空间数据运行平台原有的管理机制和独立

性，又可以促进数据网格平台之间信息的交换和

服务能力的提高。通过研究基于代理的数据服务

模型，可以增加用户对于数据选择的机会，实现空

间信息的快速处理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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