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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阐述了从地理空间数据质量研究推进到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其次，

分析了质量、服务的定义及内涵；最后，提出了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的参考模型，该模型涵盖了地理空间信

息服务质量的各种基本概念、角色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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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ｐａ

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ＱｏＧＩＳ）是指地理空间

信息服务固有的满足用户需求的特征的程度。互

联网上有众多具有相同功能的服务，如何区别它

们并进行选择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地理空间信

息服务质量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吴华意最早注

意到了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的重要性，并提出

了“ＱｏＧＩＳ”这个概念，但受过去一直占统治地位

的自定义接口 ＷｅｂＧＩＳ的影响，其考虑的客体只

是传统的自定义地理信息服务［１］。当前的地理空

间信息服务体系结构虽然包含了众多服务接口规

范，但这些规范只包含功能性的方面，如操作的签

名、消息的模式等，尚缺乏对服务质量问题的关

注，如基于服务质量的服务选择等。

ＱｏＧＩＳ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领域，有许多研究

内容，如质量要素与质量评价、支持服务质量的服

务框架、质量控制与管理等，对这些内容本身以及

内容之间的关系，许多研究人员在认识上还比较

模糊。为正确理解ＱｏＧＩＳ的内涵，并对相关研究

进行合理区分，本文结合质量相关领域以及质量

问题的演变，对基础的概念模型进行了研究。

１　质量与服务的定义及内涵

国际标准化组织在ＩＳＯ９０００系列标准中将

质量定义为“固有满足需求的特征的程度”。该定

义不仅适合一般的产品，也适合过程、系统等几乎

所有的事件。质量不仅与产品相关，还与人、过

程、软件、网页，甚至艺术品等相关。质量语义总

与两个实体相关，即质量主体与质量客体。质量

主体是消费者，质量客体是满足质量主体需求的

对象。质量客体能满足质量主体的需要，而满足

这种需要的固有特征的程度即是质量。质量是一

个相对的概念，同一个质量客体，可能存在众多质

量主体，不同的质量主体对质量客体的需要，无论

是方向，还是程度，也不尽相同，也就是质与量都

可能不同。所以，在谈论质量，以及对质量进行评

价与评估的时候，首先需要确定质量主体与质量

客体，然后才能进行如质量构成（要素或维度）分

析、质量控制等活动。

通过分析现实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服务”，可

以确定“服务”的内涵为“满足服务消费者需求的

一系列活动，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伴随有形物品的

交流”。在信息领域，服务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术

语，例如中间件的生命周期服务、安全和事务服

务、Ｗｅｂ服务，以及ＩＥＴＦ提出的综合服务和差别

服务。分析所有这些“服务”不难发现，有的“服

务”作为一种功能执行，而有的则以一种实体存

在，甚至有的还是功能执行的模式（如ＩＥＴＦ的综

合服务）。分析目前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普遍接受

的语义可以发现，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实际上包含

两个概念：服务执行与服务实体，前者是一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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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后者是一个软件系统（或模块）。

２　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参考模型

模型澄清了与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相关的

实体的定义、概念及实体间的关系，为所有涉及地

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的问题提供概念基础。本文

提出的参考模型建立在已有的各种文献上，特别

是商业服务质量研究、软件系统质量、Ｗｅｂ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系列标准等。图１描述了本文提出的参考模

型的主要概念成分及其关系。

图１　空间信息服务质量参考模型的主要成分

Ｆｉｇ．１　Ｍａｊｏｒ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ｏｄｅｌ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１　服务实体与服务执行

服务实体是指具有一定能力、对外提供特定

功能的软件系统。在地理空间信息服务体系结构

下，对外提供地理空间数据、处理、绘制等功能的

服务实体，即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服务实体。地理

空间信息服务服务实体不仅指孤立的 Ｗｅｂ服务

实现，它是 Ｗｅｂ服务实现、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引擎、操

作系统、硬件等的综合体。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引擎为

Ｗｅｂ服务实现提供基础平台服务，包括生命周期

服务、安全服务、事务服务等。操作系统调度程序

的执行，实现对存储设备、网络等的控制，是所有

软件应用必须依赖的平台。虚拟化与封装是目前

分布式计算、资源重用的主要形式，这一点在网格

计算中尤为明显［２］，无论是硬件，还是数据、知识，

都被封装成 Ｗｅｂ服务，某个 Ｗｅｂ服务实体的运

行大都依赖其他控制域范围内的 Ｗｅｂ服务实体。

因此，如果把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引擎、操作系统等

Ｗｅｂ服务运行的支持设施统称为运行环境，则地

理空间信息服务服务实体的质量不仅依赖其运行

环境，也依赖其他服务实体的质量。

服务执行是服务实体实际发挥作用、传递价

值的过程。通过服务执行，实现了价值的传递、资

产的转移。对于地理空间信息服务的服务执行而

言，服务执行伴随消息的传递和地理空间数据（或

信息）的交换。

２．２　质量要素

质量要素是质量客体所具有的满足质量主体

需求的特性，通过质量要素的分析和测量可以确

定质量的高低。由于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既可以指

功能的执行过程，也可以指服务实体，所以，在确

定质量要素的时候，首先必须确定质量客体的具

体类型，是服务执行还是服务实体。

如果质量客体是服务执行，则与一般商业服

务相同，具有瞬时性、交互性、非触碰性等特性［３］。

因此，在分析服务执行的质量要素时，可以借鉴已

有商业服务质量研究的诸多成果，特别是感知服

务质量理论与质量维度（要素）模型［４］。地理空间

信息服务执行既是一个过程，也会产生一定的实

际效果，因此，其质量要素模型应该分为过程质量

和成果质量两个部分。过程质量是服务执行过程

中与实际成果无关的质量的总称，包括响应速度、

可靠性、安全等方面。成果质量是服务执行最终

结果的质量。服务执行的结果有许多种形式，如

地理空间数据服务 ＷＦＳ，服务执行的结果是矢量

数据，而对于地图绘制服务 ＷＭＳ，服务执行的结

果是以栅格图像表示的电子地图。由于服务执行

结果的多样性，成果质量的质量要素也大为不同。

但排除与具体服务类型相关联的要素，通用的要

素可以借鉴地理空间数据质量的研究成果［５］，包

括正确度、完整性、一致性、精度、时效性。

服务实体是一个软件组件，因此，其质量要素

可以借鉴软件质量研究的成果，特别是ＩＳＯ９１２６

的３层质量理论。其中，使用质量是与软件用户

期望之间的差距，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考虑的质量，

这与商业服务环境下的感知质量类似；内部质量

是外部质量的基础；而外部质量是使用质量的前

提。经过分析不难发现，３层质量理论中的使用

质量就是服务执行的质量，由此也可以看出，商业

服务质量与软件质量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

２．３　服务描述

为使服务用户能动态地发现、选择和调用地

理空间信息服务，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应该遵循开

放的服务描述标准。在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系列标准

中，ＷＳＤＬ就是服务的描述标准。地理空间信息

服务与传统的 Ｗｅｂ服务最大的特点是它们与空

间数据相关联，ＷＳＤＬ难以满足描述地理空间数

据内容及其处理的要求。为此，ＯＧＣ提出了能力

文档标准，包括了服务提供者、服务标识、服务操

作、内容等方面的信息。服务的消费者通过对能

力文档的解析，可以发现服务的功能和调用的协

议、地址等信息。虽然目前地理空间信息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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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语言为空间信息服务的互操作与应用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但由于缺少对服务质量的描述，目前

的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基础设施还不能完成基于服

务质量的发现与选择等高级、智能的操作。因此，

必须在目前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描述语言中增加服

务质量的内容。

２．４　质量评价

地理空间信息服务具有两种形式，地理空间

信息服务服务实体与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服务执

行。虽然不同的形式有具体不同的评价方法和思

路，但总的评价逻辑是一致的，即首先选取质量客

体的质量要素及其可以度量的独立指标，其次再

制定一定的需求等级（或规模），然后才能实施评

价，最终得到质量评价结果。

对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服务实体的质量评价，

可以是来自服务提供者，也可能是来自第三方机

构，所选取的质量要素模型及需求等级都基于某

一标准规范。对地理空间信息服务服务执行的质

量评价则来自服务用户或者服务水平协议（ｓｅｒｖ

ｉｃｅｌｅｖｅ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ＳＬＡ）仲裁者，质量要素模

型及需求等级也基于用户自己的期望或者ＳＬＡ。

２．５　角色及活动

角色是与地理空间信息服务生命周期各阶段

相关的人或者组织。与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相

关的角色包括注册服务管理者、服务提供者、服务

开发者、服务用户、ＳＬＡ 仲裁者、领域标准化组

织。下文将以地理空间信息服务的生命周期为序

阐述上述角色。

２．５．１　需求分析、设计与开发阶段

在此阶段，服务提供者根据对服务用户的调

查和分析，确定服务的总体需求，如服务的功能、

应达到的质量要求等。同时，为保证最终实现的

服务遵循标准，必须了解目前行业领域内所涉及

的标准及规范，而这些标准或规范由领域标准化

组织制定。确定目标后，服务提供者把服务的开

发工作交由服务开发者。为保证服务的功能与质

量目标的实现，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开发者签署开

发协议（如果提供者与开发者是同一个人或组织，

则没有必要采取这一步）。整个过程所涉及的角

色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２．５．２　服务发布与发现阶段

为方便服务用户查找需要的服务，服务提供

者发布服务描述到注册服务中，服务用户通过注

册服务的查询接口，根据这些服务描述来查询服

务。注册服务管理者负责维护已注册服务的元信

息，并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保证注册服务中信息

图２　需求分析、设计与开发阶段角色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ｏｌｅｓｉｎＰｈａｓｅｏｆ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的安全。随着空间信息服务应用领域的扩大，对

服务质量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因此，注册服务应该

提供对服务质量的支持。注册服务对服务质量的

支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提供支持服务质量

的内部信息模型，另一方面要提供基于服务质量

查询的接口。为了保障注册服务最终返回服务实

例的可用性，同时也是保证注册服务自身的服务

质量，注册服务还应该提供一定的机制，删除不可

用的服务。以注册服务为基础，提供基于服务质

量的发布、发现、选择机制，是对当前“出版发现

选择”模型的一种提升。

２．５．３　服务协商与绑定阶段

为从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得收益，服务提供

者向服务用户收取费用，费用的高低与服务质量

直接相关。例如，某个 ＷＭＳ服务提供者根据提

供地图的范围把服务分为两类，一类服务只提供

局部区域的地图，另一类服务则提供全球范围的

地图，提供全球范围地图的服务费用高于提供局

部区域地图的服务。为了保证服务提供者与服务

用户双方的利益，签署某种契约是必然的，在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领域，这种契约也叫

ＳＬＡ。达成ＳＬＡ需要服务提供者提供某种协商

接口。协商接口与业务接口（Ｗｅｂ服务操作）不

同，它可以是离线的方式，如电话联系、人工联系

等。一旦达成ＳＬＡ，服务用户就可以通过其代

理，绑定到地理空间信息服务的业务接口。为减

少纠纷与保障公平性，ＳＬＡ中不仅包括当事双方

（指服务提供者与服务用户），还应该包括他们相

互信任的、起仲裁作用的第三方（个人或者组织），

在本文中，以ＳＬＡ仲裁者表示。

２．５．４　服务运行及管理阶段

服务用户的代理绑定到服务实体后，通过消

息的传递来调用服务。为使ＳＬＡ得到履行，服务

提供者采取一定的服务质量保证和管理机制。

ＳＬＡ仲裁者根据实际服务执行的记录数据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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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是否符合ＳＬＡ的内容。

由于服务是由网络来传递的，ＳＬＡ仲裁者在服务

仲裁系统的帮助下，不仅在服务提供者端，也应该

在服务用户端部署软件代理，以保证测量的数据

是公正和客观的。

２．５．５　ＳＬＡ

服务用户与服务提供者达成的ＳＬＡ是确定

双方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契约。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技术

的成熟，使许多组织或企业开始提供 Ｗｅｂ服务，

供外部组织或公众使用。为保障服务提供者与服

务用户的合法权益，澄清权利与义务，Ｗｅｂ服务

也需要某种形式的电子合同。相对于传统的

ＳＬＡ，Ｗｅｂ服务的ＳＬＡ还应该包括调用方法的

签名、使用时间与期限、质量要素度量指标及测量

方法、第三方信任机构等内容。采取ＳＬＡ模式来

推进地理信息空间服务的商业化，其前提是所有

人对各种词汇与术语有一个概念上的把握。

３　结　语

虽然地理空间数据质量的研究已经比较深

入，然而在面向服务计算日益普遍与盛行的今天，

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本文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ＱｏＳ、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服务质量、商

业服务质量等相关领域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质

量、服务、服务质量的定义及内涵，并提出了地理

空间信息服务质量的参考模型，该模型勾画了整

个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的基本内容与范畴，包

括基本关系、角色与术语等。未来的工作将是在

地理空间信息服务质量评价与评估、组合地理空

间信息服务质量计算、顾及服务质量的地理空间

信息服务体系结构等方面作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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