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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了基于上下文感知的地球空间信息服务中间件体系结构，分析了各个组成部分，重点研究了空间

上下文的建模与推理等关键技术，并实现了一个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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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适计算
［１］通过感知显式或隐式包含在事物

间的各种联系，从而实现对系统行为的调整。存

在于事物间的联系被称为上下文，这种感知技术

被称为上下文感知计算。早期的普适系统大多采

用应用逻辑和上下文采集处理紧耦合的方式，系

统的重复利用性较低［２］。中间件技术可以通过对

各种感知应用需求的共性功能进行抽象，为此类

应用提供一个共享的系统平台。

由于普适计算和空间分布与移动的天然联

系，它的提出在地球空间信息领域受到了广泛的

关注［３６］。不同领域应用所侧重的上下文类型不

同，上下文感知计算的方式也存在差异［７］。地球

空间信息科学正经历着由Ｓｙｓｔｅｍ 向Ｓｅｒｖｉｃｅ的

角色转变，服务为资源共享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

的手段，同时也很好地解决了互操作和异构性等

问题。面向服务体系结构（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Ａ）通过将问题分解为较小的、彼此相

关的计算逻辑单元（即服务），从而更好地对该问

题进行构造、实现和管理［８］。

１　基于上下文感知的地球空间信息

服务中间件设计

　　基于上下文感知的地球空间信息服务中间件

主要负责地球空间环境、地球空间信息服务和上

下文感知应用三方面的交互与协同：① 发现和捕

捉空间上下文信息；② 注册和调用地球空间信息

服务；③ 结合具体的感知应用组合并推送服务。

１．１　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１）自适应性。空间上下文传感设备、应用接

收设备在计算能力、存储容量、交互手段等方面存

在着较大差异；设备在不同移动环境中，可用的网络

带宽不同；用户对于地理位置的需求多种多样。解

决这些异构性的问题要求中间件具有屏蔽计算资源

和计算能力差异性、通过监控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作

出相应调整以及通知上层应用相关变化的能力［９］。

２）可扩展性。要求中间件根据应用需求动

态地发现、接入、注册新的地球空间信息服务。

３）互操作性。空间数据类型以及构建地球

空间信息服务所基于的技术、平台各不相同，这就

要求由不同语言编写、具有不同接口和执行平台

的服务之间能够相互协作［１０］。

４）安全性。① 地球空间信息服务的安全，

保证不会受到潜在的恶意交互；② 空间数据的安

全，需要加入身份验证、角色分配以及空间数据加

密等策略，保证用户在受约束的条件下进行安全

访问，避免空间数据的非法批量下载、保密以及用

户隐私数据的访问等操作。

１．２　体系结构

中间件应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同时又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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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与系统之外的前端应用、服务器端的地球

空间信息处理应用无缝集成，屏蔽用户和前端应

用封装后台系统的细节，使用户感觉是在与一个

整体系统而不是若干个分立的空间信息系统打交

道。该中间件自上而下分为应用接口层、服务管

理层、知识层以及空间上下文接入层４个层次，如

图２所示。

图１　基于上下文感知的地球空间信息

服务中间件体系结构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ｉｄｄｌｅｗａ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１．３　关键技术

１．３．１　空间上下文建模

描述用户所处的各种地理环境或情形，寻找

适合地球空间信息上下文感知计算的上下文模

型，是构建空间上下文感知中间件的基础性问

题［１１］。目前主要的上下文建模方法有：键值对、

标记模型、图模型、对象模型以及基于本体的上下

文模型。

在信息科学领域，本体指的是共享概念模型

明确的形式化规范说明。基于本体的上下文模型

易于知识共享，而且支持本体推理和上下文重

用［１２］。另外，由于地球空间信息是一个开放的集

合，不可能一次性考虑到所有的上下文信息，而本

体建模具有开放性、可扩展性的特点。

１．３．２　空间上下文推理

１）隐含（高层）上下文的推导。空间上下文

具有较为明显的层次性，如通过ＧＰＳ信号、手机

信号所在的基站号、用户的网络ＩＰ地址等方式获

得用户所处的位置上下文，通过设备内置的时钟

获得时间上下文等都属于低层上下文。与低层上

下文相比，用户意图、操作习惯等高层上下文对于

智能计算而言更有意义，但却很难直接感知，只能

通过与低层上下文之间具有的某种内在联系推理

得到。

２）消除冲突和不确定性。同一空间上下文

可以从不同的信息源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取，上下

文获取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上下文本身也存在

一定的精度、可靠性等限制条件，这些因素导致了

获取的上下文经常发生冲突，并且存在不完整和

不确定性等问题。

１．３．３　上下文敏感的地球空间信息服务构建与

转化

上下文敏感的地球空间信息服务是指能够根

据用户的地理位置、个人偏好、业务需求等上下文

信息主动、自动和智能地提供信息的服务。但已

有的空间信息系统提供的服务由于实现技术的限

制，往往不具备这些特性，将传统的地球空间信息

服务转化为上下文敏感服务的研究包括上下文敏

感的地球空间信息服务的组成要素及形式化模

型、构建上下文敏感地球空间信息服务的关键操

作、上下文敏感地球空间信息服务的存储、组织管

理以及使用模式等内容，限于篇幅本文不作重点

阐述。

１．３．４　地球空间信息服务主动推送与动态组合

机制

地球空间信息服务中间件作为连接底层资源

和上层应用的“桥梁”，担负着中介的作用，根据用

户特征和个性化的使用需求，主动推送合适的服

务或选择恰当的服务去执行。

服务动态组合是指根据上下文信息事件的内

容调度相关服务并按一定的规则组合，为用户按

需提供动态的、复合的地球空间信息服务。

２　原型系统实现

为了验证上述中间件的体系结构和关键技术

的可行性，设计开发了中间件原型系统。考虑到

地球空间信息服务大多在移动环境中使用，用户

设备计算能力较低，因此采用了集中部署的网络

架构方式：中间件原型系统功能由服务器集中完

成，用户设备充当空间上下文传感器和服务展现

终端的角色。

２．１　模块设计

原型系统包括了上下文管理、空间信息服务

管理和空间信息服务组合与推送３个主要模块。

１）上下文管理模块：① 空间上下文建模，采

用本 体 描 述 语 言 Ｗｅｂ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ＷＬ）对空间上下文进行本体建模，模型为如下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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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组的形式：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ｓｔａｔ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其中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标识上下文

信息的来源，ｓｔａｔｅ表示传感器信息源的状态，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和ｔｉｍｅ分别是上下文发生的地点和时间。

例如 Ｍａｒｒｙ走在武汉大学校园里，描述为（Ｍａｒ

ｒｙ，ｗａｌｋｉｎ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Ｎｏｗ）。② 空间上下文推

理，基于规则知识库的推理（ＲＢＲ）是目前主流的

上下文推理方法之一，本文将案例推理（ＣＢＲ）引

入，采用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理。其中，历史

推理规则作为案例和新规则存储在规则知识库

中。新的推理过程中，通过相似度和偏离度两个

指标检索最为匹配的案例，当案例无法匹配时再

利用规则推理，有效地提高了推理的效率。③ 空

间上下文的存储以上下文模板为单位进行，不同

上下文模板对应不同场景下的空间上下文信息。

④ 用户模型管理，收集用户上下文，并针对这些

上下文进行建模存储。

２）空间信息服务管理模块：① 地球空间信

息服务的动态发现、接入以及注册，由于目前可用

的符合上下文感知特征的空间信息服务有限，我

们构建了符合ＯＧＣ规范标准上下文敏感的网络

地图服务ＴｅｌｅＷＭＳ和网络要素服务ＴｅｌｅＷＦＳ，

如图４。② 地球空间信息服务的敏感性设置，包

括上下文事件的订阅、触发监听机制的定义等。

③ 地球空间信息服务的敏感性执行，实时捕捉动

态上下文事件，利用敏感性规则设置驱动并指导

服务的选择推送。

３）空间信息服务组合与推送模块。采用两

种服务推送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① 基于模型

检查（ｍｏｄｅｌｃｈｅｃｋｉｎｇ）的服务推送，实现过程中

首先分析哪些服务约束操作符适合用于智能推送

规则的表达，总结形成相应的原则；然后调研使用

模式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设计使用模式

描述框架本体；接着研发和设计使用模式的存储、

管理、展示、执行技术及其应用方法；并在此基础

上实现主动服务推送功能。② 基于用户特征的

服务推送，自动捕获用户的使用偏爱，并建立用户

偏爱和候选服务之间的推理关联规则，用户构造

应用时根据其当前的特征和预定义的推理关联规

则完成服务推送。

图２　用户模型管理

Ｆｉｇ．２　ＵｓｅｒＭｏｄｅ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图３　接入以及敏感性设定

Ｆｉｇ．３　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２．２　实例

以模拟一位青年男性用户外出旅行通过中间

件调用服务的大致过程为例，首先收集各类上下

文信息并建模，其次通过上下文的推理寻找到合

适的服务，并最终推送给用户。用户的年龄、性

别、出行目的等静态上下文使用上下文管理模块

在中间件预定义存储，并建立用户模型档案；用户

当前地理位置、接收设备屏幕尺寸等动态上下文

由用户移动设备实时获取，实例使用移动设备为

ＧｌｏｆｉｓｈＸ８００，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ｍｏｂｉｌｅ５．０，

自带ＧＰＳ和通讯模块。

如图４所示，考虑到计算能力和网络带宽要

图４　用户设备与季节敏感性应用示例

Ｆｉｇ．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ｎＵｓｅｒ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Ｓｅａｓ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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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间件调用网络地图服务显示的地图内容较

为简洁，仅包含了道路网和用户关注的兴趣点（旅

游景点为主），反映了对于用户设备的敏感；图４

（ａ）和图４（ｂ）分别是季节上下文为春夏和秋冬的

条件下显示的地图样式，从冷暖色调的角度反映

了对季节的敏感性。

参　考　文　献

［１］　ＷｅｉｓｅｒＭ．Ｔｈｅ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Ｃｅｎ

ｔｕｒｙ［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１９９１，２６５（３）：４３５０

［２］　杨少华，王洪翠，熊锦华，等．上下文感知中间件［Ｊ］．

信息技术快报，２００６，４（３）：６２７０

［３］　Ｚｉｐｆ Ａ．Ｕｓｅｒ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ａｐｓ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ＢＳ）ｆｏｒＴｏｕｒｉｓｍ［Ｃ］．Ｔｈｅ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

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２，Ｉｎｎｓ

ｂｒｕｃｋ，Ａｕｓｔｒｉａ，２０００

［４］　凌云，陈毓芬，王英杰．基于用户认知特征的地图可

视化系统自适应用户界面研究［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５，

３４（３）：２７８２８２

［５］　岳玮宁，董士海．普适计算的人机交互框架研究［Ｊ］．

计算机学报，２００４，２７（１２）：１６５７１６６３

［６］　史云飞，李霖，张玲玲．普适地理信息框架及其核心

内容研究［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４

（２）：１５０１５３

［７］　ＣｈｅｎＧｕａｎｌｉｎｇ，ＫｏｔｚＤ．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ＣｏｎｔｅｘｔＡ

ｗａｒｅ 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Ｄｅｐｔ．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Ｒ２０００３８１，２０００

［８］　ＥｒｌＴ．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ｅｅＰｔ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Ｍ］．Ｃｒａｗｆｏｒｄｓｖｉｌｌｅ，Ｉｎｄｉａｎ

ａ，ＵＳＡ：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ＰＴＲ，２００５

［９］　ＳｔｒａｎｇＴ，ＬｉｎｎｈｏｆｆＰｏＰｉｅｎＣ．Ｓｅｒｖｉｅｒ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

ｂｉｌｉｔｙ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Ｌｅｖｅｌｉｎ 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ｅｅｏｎＡｄ

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Ｅｌｅｅｔｒｏｎｉ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ｄｕｅ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ｅ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ｅＴｅｅ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ｍｅｔ，Ｉｔａｌｙ，２００３

［１０］ＡｂｄｕｌｂａｓｅｔＧａｄｄａｈ，ＴｈｏｍａｓＫｕｎｚ．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ｗａｒｅ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ｆｏｒＭｏｂｉ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Ｒ］．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ＣＥ０３１６，２００３

［１１］Ｃｈｅｎ Ｈ．Ａ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Ｂｒｏｋｅｒ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ｆｏｒ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Ｄ］．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ｒｙｌａｎｄ，２００４

［１２］姜丽芬，卢桂章，辛运帏．基于ＲＦＩＤ普适计算环境

的形式化上下文模型［Ｊ］．计算机工程，２００７，ｖｏｌ３３

（１１）：１７３１７５

［１３］边馥苓 ，石旭．普适计算与普适 ＧＩＳ［Ｊ］．武汉大学

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６，３１（８）：７０９７１２

第一作者简介：王少一，博士生，主要从事面向地球空间信息服务

的普适计算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ｗｓｈａｏｙ１００＠１２６．ｃｏｍ

犇犲狊犻犵狀犪狀犱犐犿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犌犲狅狊狆犪狋犻犪犾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犛犲狉狏犻犮犲狊

犕犻犱犱犾犲狑犪狉犲犅犪狊犲犱狅狀犆狅狀狋犲狓狋犪狑犪狉犲狀犲狊狊

犠犃犖犌犛犺犪狅狔犻
１，２
　犇犝犙犻狀犵狔狌狀

１，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ｉｄｄｌｅｗａｒ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Ｓｅｖｅｒａｌ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ｌｉｋ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ｒ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ｏｎ．ａ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ｗｉｔｈ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ｈｉｃｈａ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ｕｂｉｑｕｉｔｏｕｓｏｒ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ｉｄｄｌｅｗａｒｅ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ｙｉ，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ｍａｉｌ：ｗｓｈａｏｙ１００＠１２６．ｃｏｍ

３９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