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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顾及上下文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语义匹配方法。该方法根据空间信息服务组合的特点，

充分考虑了空间信息组合服务对内部抽象原子服务匹配的约束，以及匹配过程中各抽象原子服务上下文之

间的相互影响，应用回溯算法思想准确有效地将抽象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模型转换为工作流引擎可执行的

空间信息服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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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用户需求的日益提高，单个空间信息服

务很难再满足用户的要求，促使空间信息服务组

合的出现成为必然。国内外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

对空间信息服务组合进行了相关研究［１１４］。

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服务组合中各原子服

务功能的发现，它们将服务组合的功能分成一个

个子服务功能去发现匹配，最后通过各种质量属

性参数来衡量服务链的好坏。这种基于单个服务

的匹配选择方法，忽略了组合服务中各原子服务

之间的相互协作关系，使得每个原子服务的匹配

没有结合其上下文而独立进行，可能导致最后得

到的服务链无法执行。

本文提出了一种顾及上下文的空间信息服务

组合语义匹配方法，在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匹配过程

中，根据原子服务的上下文关系及实际的匹配情

况，应用回溯算法思想动态地语义匹配抽象服务组

合模型中的各原子服务，准确有效地将抽象的空间

信息服务模型转换成可执行的空间信息服务链。

１　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及语义匹配

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是利用网络上分布的空间

信息服务，根据用户的应用需求，在服务组合支撑

平台的支持下，选择一系列符合要求的空间信息

服务来组成满足总需求的组合服务流程，通过流

程中各个服务的协同来最终完成用户的服务请

求［４］。它分为３个阶段
［５］：① 空间信息服务组合

抽象模型的构建，通过能够描述服务功能的抽象

原子服务及服务之间的数据流和控制流来构建满

足用户需求的抽象服务组合模型。② 服务组合

匹配，对抽象的服务组合模型中的各原子服务进

行匹配，将其转换成具体服务，从而最终将服务组

合模型实例化成可执行的服务链。③ 服务链的

执行，利用支持网络服务的工作流引擎执行服务

链，返回用户的需求结果。

在第二阶段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匹配中，大多数

系统和研究将其转换为一系列独立的空间信息服

务的语义匹配，其流程一般为：首先，从空间信息服

务组合的模型中提取抽象原子服务，与注册中心中

的具体服务进行语义匹配；然后，根据组合模型中

各服务间的链接关系将各服务实例连接起来，形成

可执行的空间信息服务链；最后，通过各种服务组

合的参数属性来衡量服务链质量的好坏。

这种基于单个空间信息服务语义匹配的方法

忽略了服务组合匹配中的各种约束条件，主要包括

抽象组合服务的输入输出对原子服务匹配的约束

及原子服务之间的相互约束。组合服务的输入输

出是描述用户功能需求的参数，用户通过组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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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输入约束开始原子服务的输入，用组合服务

的输出约束结束原子服务的输出。组合服务中的

抽象原子服务不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在抽象原子

服务匹配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前置服务匹配的服

务实例的输出参数来约束它的输入参数，同时利

用后继服务的输入参数对它的输出参数进行约

束。其中，在服务组合模型中，当原子服务犃 的

输出参数与原子服务犅 的输入参数具有直接的

数据流传递关系时，本文称服务犃是服务犅 的前

置服务，或称服务犅是服务犃 的后继服务。

２　顾及上下文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

语义匹配方法

２．１　算法步骤

本文提出了一种顾及上下文的空间信息服务

组合语义匹配方法，实现步骤见图１。该方法在

单个空间信息服务语义匹配的基础上，考虑了服

务组合中上下文对原子服务的影响，应用回溯算

法的思想，对空间信息服务组合进行匹配。其方

法为：通过前置服务的匹配结果的输出类型缩小

原子服务的输入参数匹配类型，及后继服务的输

入要求约束原子服务的输出参数类型。然后，以

抽象原子服务为模板与注册中心的具体服务进行

匹配，并从服务实例列表中选取最佳服务实例。

如果原子服务匹配成功则用原子服务实例的输出

类型缩小后继服务的输入类型，进行后继服务匹

配；如果原子服务匹配失败，则回溯到其相应的前

置服务，进行前置服务的重新匹配。如此循环回

溯，直到原子服务匹配成功为止。

２．２　服务组合语义匹配的参数

服务组合的匹配实际上就是服务组合中各种

语义参数之间的匹配。本文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

语义匹配算法中包括６种参数匹配：① 原子服务

的输入参数与组合服务的输入参数之间的语义匹

配；②原子服务的输出参数与组合服务的输出参

图１　顾及上下文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匹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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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之间的语义匹配；③ 原子服务的输入参数与前

置服务的输出参数之间的语义匹配；④ 原子服务

的输出参数与后继服务的输入参数之间的语义匹

配；⑤ 单个空间信息原子服务的输入参数的语义

匹配；⑥ 单个空间信息原子服务的输出参数的语

义匹配。

这６种匹配都是参数之间的匹配，是根据参

数匹配的４种语义关系进行的，但它们的作用各

不相同。类型①确保原子服务的匹配是根据组合

服务的输入条件进行的，此参数匹配在算法Ｓｔｅｐ

２中进行，等价和包含关系表示匹配成功，否则表

示失败。类型②使得匹配的原子服务实例的输出

参数满足服务组合的输出要求，此参数匹配在算

法Ｓｔｅｐ６中进行，其中，等价和被包含关系表示

成功，否则表示失败。类型③保证原子服务匹配

是在前置服务匹配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原子

服务失败后，可以通过前置服务的重匹配，并根据

前置服务实例的输出参数类型缩小原子服务的输

入参数类型，促使原子服务匹配成功，该类匹配在

算法Ｓｔｅｐ８中设置前置服务为当前操作服务后，

进入Ｓｔｅｐ５时进行，其中，等价和被包含关系表

示成功，否则表示失败。类型④通过后继服务的

输入参数约束原子服务的输出参数类型，使得匹

配的原子服务实例的输出参数类型符合后继服务

的输入要求，确保原子服务的匹配充分考虑了后

继服务输入参数接收的类型，此参数匹配在算法

Ｓｔｅｐ５中进行，其中，等价和包含关系表示成功，

否则表示失败。类型⑤、⑥是目前单个空间信息

服务语义匹配的内容，通过服务输入输出参数的

语义匹配，找出一系列符合功能要求的原子服务

实例，在算法的Ｓｔｅｐ３中，根据语义参数４种关

系———等价、包含、被包含及不相关进行。

２．３　基于索引的参数语义匹配

本文算法中各种参数的语义匹配之间具有相

互影响关系，需要根据匹配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

类型的参数匹配。例如，算法Ｓｔｅｐ５中的后继服

务输入参数匹配和Ｓｔｅｐ８中的设置前置服务进

行重新匹配，需要根据Ｓｔｅｐ３中单个服务的输入

输出参数匹配成功或失败而进行。为了快速根据

原子服务的输入输出参数查找到其前置或后继服

务匹配参数，分别对原子服务的输入和输出参数

建立索引。以原子服务的输入参数为索引值，对

前置服务的输出参数建立索引，使得原子服务的

输入参数与其前置服务的输出参数一一对应。以

原子服务的输出参数为索引值，对后继服务的输

入参数建立索引，使得原子服务的输出参数与所

有后继服务的输入参数关联。

在服务组合匹配过程中，通过服务参数索引

加快后继服务和前置服务的参数查找，图２是服

务索引的应用方式。根据原子服务的输出参数，

能够直接在输出参数索引中找到对应的所有后继

服务的输入参数，然后进行类型④匹配，在算法

Ｓｔｅｐ５中得以应用。根据原子服务的输入参数，

直接在输入参数索引中查找前置的输出参数，然

后设置前置服务进行类型⑤匹配，在算法Ｓｔｅｐ７

中得以体现。

图２　服务参数索引应用

Ｆｉｇ．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ｄｅｘ

３　应用与分析

本文方法已在项目中得到验证和应用。其

中，空间信息服务语义信息的处理是利用马里兰

大学 Ｍｉｎｄｓｗａｐ实验室开发的ＯＷＬＳＡＰＩ进行

读写，及惠普公司语义实验室开发的Ｊｅｎａ推理机

进行自动语义推理。本文以一个洪水淹没的应用

实例为例进行分析。

该应用实例将洪水淹没的抽象服务组合模型

（见图３）转换为可以执行的洪水淹没服务链（见

图４），实现对鄱阳湖附近地区３个时期（涨水前、

涨水中和退水后）的洪水淹没情况进行形象的表

达和监测。其中，洪水淹没的抽象模型，包括抽象

原子服务的类型为：影像下载服务 Ｗｅｂ２Ｌｏｃａｌ，植

被指数计算服务ＮＤＶＩ，二值化处理服务Ｔｈｒｅｓｈ

ｏｌｄ，合成彩色处理服务ＲＧＢ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影像数据

发布服务Ｌｏｃａｌ２Ｗｅｂ。

图３　洪水淹没的抽象组合服务

Ｆｉｇ．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ｌｏｏｄ

在空间信息服务的组合匹配过程中，如果原

０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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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洪水淹没可执行的组合服务链

Ｆｉｇ．４　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ａｉｎｆｏｒＦｌｏｏｄ

子服务匹配没有根据其前置服务的匹配结果进

行，即使匹配成功，服务链也不一定能顺利执行。

例如，在实验过程中，对图５（ａ）中的两个抽象服

务组合模型进行匹配，ＮＤＶＩ服务匹配的服务实

例的输出类型是一个ｔｉｆ格式的图片，而 Ｔｈｒｅ

ｓｈｏｌｄ服务匹配中，最佳的服务实例的输入是一个

ｂｍｐ格式的影像图片，在这种情况下，服务链就

无法顺利执行，图５（ｂ）表示了匹配失败的现象。

应用本文的服务组合匹配算法，会使得 Ｔｈｒｅｓｈ

ｏｌｄ服务的匹配会根据ＮＤＶＩ服务匹配的服务实

例的输出结果来相应地更改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服务的输

入匹配条件，使得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服务的最佳匹配服

务实例是接收的输入为ｔｉｆ格式影像的具体服务，

图５（ｃ）为成功的匹配结果。

除此之外，当抽象服务组合模型中的抽象原

子服务与注册中心的具体服务匹配失败时，应用

本文提出的服务组合匹配方法，能够返回到其对

应的前置服务并进行重新匹配，然后根据匹配的

前置服务实例的输出参数类型修改原子服务的输

入参数类型，缩小原子服务输入参数的匹配范围，

使得原子服务匹配成功。否则一直往回循环，直

到原子服务匹配成功为止。

图５　抽象组合模型转换可执行服务链的两种情况

Ｆｉｇ．５　Ｔｗｏ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ｔｏＥｘｅｃｕｔａｂｌ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ａｉｎ

４　结　语

本文根据目前空间信息服务组合的语义匹配

研究现状，考虑了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对内部服务

查找发现的约束及组合中各原子服务实际匹配情

况之间的相互影响，应用回溯算法的思想，提出了

一种顾及上下文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语义匹配方

法，并且根据各服务参数的关系引入索引机制，提

高回溯查找的速度，最终准确有效地将抽象的空

间信息服务组合模型转换成可执行的空间信息服

务链，并通过实际应用示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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