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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总体上设计能够连接分布异地多用户的协同空气污染模拟系统，重点设计了空气污染模拟中关键

步骤的协同，即数据协同、模型协同、可视化协同以及分析协同。针对珠三角区域构建了原型系统。系统测试

表明，在广域网的支撑下，能够比较流畅地达到协同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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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污染模拟包括数据准备、污染建模与数

值计算、可视化表达以及模型评估与结果分析等。

空气污染模拟涉及到地理学、大气科学、环境科

学、计算机技术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等。地

理学可以为空气污染扩散模拟提供更加符合实际

地学意义的地理边界条件（如土地利用［１，２］、地

形、建筑物等），大气科学和环境科学能够提供专

业的大气环流模型和污染扩散模型，而计算机技

术则为模拟系统的构建与实现提供支撑。采用协

同的方式，将分布异地的多学科领域专家联系在

一起，实现跨学科知识共享，有助于提高空气污染

模拟的科学性，从而为空气污染治理提供更加合

理的决策支持。

构建协同式空气污染模拟系统需要考虑两方

面的问题：① 如何将分布异地的参与者高效地链

接在一个共享的虚拟环境中；② 如何让每位参与

者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则，将自己的学科知识导入

到系统中，从而支撑其完成与之专业相关的操作。

本文主要针对第一个问题，从总体上设计空气污

染模拟的关键步骤的协同，即数据协同、模型协

同、可视化协同以及分析协同。

１　系统设计

完备的协同式空气污染模拟系统应该能够涵

盖众多数据、信息、模型等。本文主要从典型的应

用着手，在设计过程中，考虑系统的可扩展性，以

备将来对系统进行完善。因此，系统的可扩展性

是系统设计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总的设计思

路是：将数据处理、模型集成与计算、可视化表达

以及结果分析作为相对独立的模块进行考虑。模

块之间采用标准化的接口实现互联互通。系统的

整体功能设计如图１所示。

全系统（图１）采用分布式星型结构构建，其

分成核心系统和外围用户，核心系统负责全系统

最重要部分的集成，包括模型服务器（模型集成与

计算）、可视化终端（二维和三维）和系统管理。模

型服务器集成系统所需的各种模型。系统模型的

扩展可以通过丰富模型库的内容来完成。模型服

务器可以是一般的计算机，也可以是高性能计算

终端，如计算网格等。可视化终端是可移植的用

户操作环境。为了满足多用户不同的操作习惯，

操作环境同时包括了二维环境和三维环境。在二

维可视化和三维可视化环境中，同时存储了一些

基础数据，这些数据在系统运行时保持一致（如地

形）。将这些数据放置在可视化终端是为了减少

系统运行时对网络带宽的占用。系统管理节点犹

如全系统的心脏，负责全系统的安全维护、部分数

据存储中转以及系统级别的冲突检测及协调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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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协同式空气污染模拟系统功能框架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Ａｉ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核心系统通过高速局域网连接（如校园网），

并且可以构成相对独立的运行系统。外围用户通

过广域网接入系统，其主要负责指令的生成和结

果的显示。外围用户的使用平台类似于核心系统

中的可视化终端，只是少了系统运行过程中对中

间结果的干预。

在图１中，多用户可以通过系统管理节点实

现四个方面的协同，即数据协同、模型协同、可视

化协同以及分析协同。

１．１　数据协同

数据协同被设计成两种模式：集中式和分布

式，如图２所示。集中式协同是将数据放置在全

系统的中心节点，即系统管理节点。在此模式下，

所有针对数据的操作将通过网络传递到管理节

点，由管理节点统一执行。同时，数据操作过程中

伴随的冲突检测和解决机制也被放置在中心管理

节点。分布式数据协同是指所有的数据被分布在

各个操作终端。协同过程中产生的冲突以及解决

途径也集成在操作端。此种模式下，系统中心管

理节点只进行信息、数据以及文件的转发。需要

说明的是，两种数据协同模式并不是全部分类，在

实际应用中，可以将其进行组合，形成混合的数据

协同模式。

１．２　模型协同

通常情况下，模型具有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

的参数，而且参数的类型可以是多样的，如数值和

文件等。模型协同指的是在模型的参数设置过程

中，有多个人员从不同的操作终端对共享的模型

进行同时或非同时的设置。模型协同也可以分成

两种：并行式分组配置协同和竞争式配置协同，如

图３所示。在并行式分组配置协同时，模型的参

数将被划分成多个组，每个组由不同的操作者来

设置。当所有组设置完毕后，设置的结果将被集

中在一起，形成最终的输入参数。在这种情况下，

组与组之间不存在冲突。但是当多人参与同一组

设置时，组内成员间会存在设置冲突。对于竞争

式配置，每个参与者将会在不顾及其他参与者设

置的情况下，独立地根据自己的认识配置所有的

参数，然后将设置结果提交给系统。系统需要判

断这些设置是否存在冲突，然后将冲突的结果返

回给参与者。当冲突发生时，冲突解决机制将被

启动，从而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直至最终的设置

能够被所有参与者接受。

１．３　可视化协同

可视化协同通过虚拟视点和虚拟场景内容的

同一性表达，从而达到视觉上的一致性。在虚拟

可视化场景中，不论是二维还是三维表达，必须从

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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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数据协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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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模型协同

Ｆｉｇ．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两个方面着手才能确保其可视化协同。首先，需

要在所有的可视化终端中共享虚拟相机（视点）的

参数。通常情况下，虚拟相机的控制参数包括位

置（狓，狔，狕）、高度（犺）、俯仰角（β）、侧倾角（α）、方

位角（γ）以及视角（θ），所以，只要设置所有操作者

的虚拟相机参数（（狓，狔，狕），犺，β，α，γ，θ）为相同的

值，则视点就可以被统一。其次，要保证视场内容

的统一，即可视化场景的内容是一致的。

可视化协同过程中，只能有一个参与者处于

主控状态，而其他参与者只能担当跟随者。主控

参与者控制着虚拟相机的参数，而跟随参与者通

过接受主控参与者的相机参数来更新本地视点。

主控参与者并不决定视景内容，视景内容是由所

有参与者共同决定的，即每个参与者都可以添加、

删除、更新视景内容。每个参与者更新的内容一

旦发布，其他参与者都能够觉察并更新本地场景

的内容，从而保持场景的一致性。在可视化协同

的过程中，冲突将不可避免，如当某个参与者修改

场景中的内容时，另一个参与者却要删除该内容，

所以，可视化协同同样包含冲突检测和解决方案。

可视化协同的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可视化协同

Ｆｉｇ．４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４　分析协同

分析协同是指参与者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

利用系统提供的分析功能进行具有专业特征的分

析。如地理学家可以开展地理时空分析，环境专

家可以开展环境模型评估分析，计算机专家可以

开展系统性能分析等。协同分析是一种共享分

析，即一个参与者的分析能够共享给其他参与者。

协同分析构建在数据协同、模型协同与可视化协

同的基础之上。

２　原型系统实现

原型系统模拟珠三角典型气候（热带气旋）下

的二氧化硫（ＳＯ２）的扩散情况。模拟的气象背景

时间段选择从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９日２时至２００５年７

月２０日１时。根据历史资料显示，这段时间也是

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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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空气污染较为严峻的时期。

２．１　系统描述

１）该系统是一个分布式的集成平台，其功能

包括数据准备和预处理、模型设置与高性能计算、

计算结果的可视化表达、基本的时空分析以及协

同。

２）模型与模型服务器。环境模型采用中尺

度大气模式（ＭＭ５），其计算结果被用来驱动污染

扩散模型ＳＹＳＵＭ
［３，４］。由于模型的高复杂性和

高耗时性，本研究采用香港中文大学的计算网格

（ＣＵＧｒｉｄ）为模型提供高性能计算
［５，６］。

３）可视化终端。同时采用二维和三维的方

式对系统配置、过程运行以及模拟结果进行可视

化表达［７，８］。

４）系统配置。系统的核心放置在香港中文

大学 的 两 个 单 位，一 个 是 大 学 的 计 算 中 心

（ＩＴＳＣ），另一个位于太空与地球信息科学研究所

（ＩＳＥＩＳ）。ＩＴＳＣ是ＣＵＧｒｉｄ的核心单位，且 ＭＭ５

被配置在ＣＵＧｒｉｄ上。ＩＳＥＩＳ是系统管理终端和

内部集成化终端（包括系统管理、数据维护、模型

维护、二维可视化和三维可视化）。外层用户可以

利用二维或三维可视化终端，通过广域网连接到

系统中来。

５）系统实现。系统的核心部分构建在高速

局域网上（１Ｇ）。ＣＵＧｒｉｄ是由双核联想桌面电

脑和高性能计算机组合而成的。可视化终端是

Ｄｅｌｌ笔记本电脑（主频双核２．４Ｍ，内存２Ｇ），管

理终端是 Ｄｅｌｌ服务器。ＣＵＧｒｉｄ操作系统采用

Ｌｉｎｕｘ，其他平台采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在软件实

现上，采用 ＶＣ＋＋与 ＯｐｅｎＳｃｅｎｅＧｒａｐｈ实现三维

可视化平台，采用Ｃ＃与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实现二维可

视化平台，采用Ｊａｖａ实现网络通信和Ｌｉｎｕｘ环境

下的 ＭＭ５控制与计算。数据存储采用文件和

Ａｃｃｅｓｓ两 种 方 式 实 现。系 统 管 理 节 点 采 用

ＶＣ＋＋和Ｊａｖａ进行混合编程完成。

２．２　模拟过程协同与性能测试

有４位参与者分别从香港和广州加入系统，

每个参与者在登录系统时，会被要求设定角色。４

位参与者分别代表４个角色，即政府管理人员、计

算机技术人员、地理专家以及环境专家。其中，政

府人员控制着污染源的配置，同时监督每一步的

运行以及协同操作污染结果的分析。地理专家负

责与地理空间有关的操作，包括污染区域的设定、

污染结果的地学可视化以及时空分析。环境专家

负责环境模型和污染模型的配置。计算机技术人

员则负责基于网格的高性能计算。当选定角色之

后，参与者将分配相对应的操作权限。每位参与

者的操作过程能够被其他参与者看到。系统实现

的模拟过程将按照空气污染模拟本来的步骤进

行，如图５所示。在前６步中，每一步只有一个参

与者进行操作，而其他参与者充当旁观者。在分

析时，政府管理人员、地理专家和环境专家三人同

时进行分析。

图５　空气污染协同模拟过程

Ｆｉｇ．５　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ｏ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Ａ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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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是系统运行时的界面效果图。在协同模

式下，利用分析功能替换可视化界面中的三维场

景内容，多个参与用户可得到一致的协同分析结

果。

图６　协同效果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Ａｉ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在模拟过程中，对系统进行了初步的测试，主

要测试协同响应时间和系统可视化的流畅性。测

试结果显示，协同的响应时间基本在３ｓ之内。

可视化协同过程中，图形帧频能达到１５帧／ｓ以

上，图像比较流畅。

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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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语

本文从总体上构建了协同式空气污染模拟系

统平台，主要研究系统的设计和初步实现，重点设

计数据协同、模型协同、可视化协同和分析协同。

同时，面向珠三角区域构建原型系统，协同模拟空

气污染物的时空扩散过程。在后续的研究中，将

进一步扩展数据（包括空间数据）、模型、可视化以

及分析等，并将其集成在一个协同的虚拟地理环

境中，用于支持分布异地的多用户之间的协同、复

杂地理过程的模拟以及优化决策等。同时，将考

虑协同过程中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即如何让每位

参与者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则，将自己的学科知识

应用到系统中，从而支撑其完成与之专业相关的

操作，如多学科语义差异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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