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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 ＭＤＡ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建模方法。该方法使用 ＵＭＬ设计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元

模型，利用 ＭＤＡ模型转换机制生成空间信息服务链设计器，利用设计器构建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模型。该建

模方法能很好地描述数据流和控制流，通过引入空间信息服务本体库，实现服务资源动态组合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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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越来越多的空间信息服务发布到网络

上，如何对现有的服务进行语义描述并动态组合，

以提供更复杂的功能成为空间信息领域的研究重

点。而空间数据的海量性、空间概念的繁杂性和

服务功能的多样性使得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比一般

的 Ｗｅｂ服务组合在数据流描述、概念表达、结构

控制等方面更复杂。建模是空间信息服务组合的

核心问题之一［１］，它是一种形式化的方法，对空间

信息服务组合的业务逻辑和功能进行直观描述和

形式化表达，形成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模型。总体

来说，目前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建模理论基础比较

薄弱，模型表达能力有限并缺乏动态性。国内外

主要服务建模方法是基于流程的［２４］，该方法多采

用Ｐｅｔｒｉ网，能描述服务组合中的控制流，但是不

能很好地描述数据流，而且模型层次性不清晰。

此外，模型没有解决服务的动态变化性问题。另

外一种处于初始研究阶段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服务

建模方法［５，６］能动态地生成服务组合方案，满足

业务需求的不断变化，但是由于服务链的构建基

于服务间语义的匹配，而目前服务语义描述语言

如ＯＷＬＳ，在描述服务的输入、输出、前提、效果

上还存在不足，导致此方法下服务链的构建受到

限制。本文将 ＭＤＡ（ｍｏｄｅｌｄｒｉｖｅｎ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技术引入空间信息服务领域，提出了一种基于

ＭＤＡ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建模方法。

１　基于 犕犇犃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

建模流程

　　模型驱动（ＭＤＡ）是一种描述和建立系统的

新方法，通过分离系统在特定平台上的功能实现

与功能描述，实现广泛的应用互操作［７］。它将软

件系统的模型分离为平台无关模型（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ｏｄｅｌ，ＰＩＭ）和平台相关模型（ｐｌａｔ

ｆｏｒ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ｍｏｄｅｌ，ＰＳＭ），同时通过转换规则将

它们统一起来；ＭＤＡ提供转换机制，实现ＰＩＭ模

型→ＰＳＭ模型→源代码的转换。

本文提出的建模流程如图１所示，元模型

ＰＩＭ的设计是整个流程的关键，描述了服务组合

中涉及元素、元素之间关系及元素属性，定义了组

合的规则，为建模人员屏蔽了特定平台相关细节，

提高了模型的抽象层次，降低了建模的复杂度。

其中，构建平台无关模型ＰＩＭ和生成服务链设计

器时，引用了空间信息服务本体库，为构建空间信

息服务组合模型提供了服务资源。

建模流程分为以下３个步骤：① 构建空间信

息服务组合元模型。采用ＵＭＬ分别设计服务子

元模型、控制结构子元模型、数据传输子元模型，

根据这３个子元模型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结合，

组成一个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元模型。② 生成空

间信息服务链设计器。运用 ＭＤＡ转换机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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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建模流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元模型进行转换，由平台无关

模型ＰＩＭ 转换成平台相关模型ＰＳＭ，最终生成

程序源代码，运行得到空间信息服务链设计器。

③ 设计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模型。使用空间信息

服务链设计器，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设计相应的

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模型。该模型是一个由一系列

抽象服务形成的抽象服务链，在服务动态匹配之

后成为可执行的具体服务链［８］。

２　空间信息服务本体库

目前在通用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建模流程

中，建模所使用的服务资源需要用户手动添加、编

辑，导致服务组合难度加大和缺乏智能化。本文

通过引入空间信息服务本体库，实现空间信息服

务资源的动态获取，简化了用户的建模工作。

空间信息服务本体库是基于ＯＷＬＳ本体规

范，按照ＩＳＯ１９１１９、ＩＳＯ１９１１５和 ＯＧＣ相关服务

标准，对空间数据和空间服务进行语义描述的概

念集合［９，１０］。空间数据的本体描述包括空间、时

间、几何、属性、单位、主题、格式、数据质量等，构

成空间数据类型本体集。空间服务的本体描述包

括Ｓ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ｇ三类本体信息，构成空间服务类型本体集。

空间信息服务本体库在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模

型的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设计空间信

息服务组合元模型时，在服务类的属性集里面增

加服务本体属性项（本体名和本体ＩＤ标识），为后

面设计服务组合模型时直接使用空间信息服务本

体资源提供基础。在设计器中连接到空间信息服

务本体库，为建模提供动态的服务资源。在空间

信息服务组合模型构建完成后，得到抽象服务链，

可以将该服务链作为模板添加进空间信息服务本

体库，不仅扩充了本体库的服务资源，而且提高了

服务的重用率和服务链的开发效率。

３　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元模型

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元模型定义了空间信息服

务组合模型的构造和规则，是定义表达服务组合

模型语言的模型［１１］。该元模型用于描述空间信

息服务组合过程中使用的各个元素、元素之间的

关系及元素属性。

空间信息服务组合与工作流技术有相同之

处，工作流技术分别从资源模式、控制模式、数据

模式三个观点分析工作流系统模型［１２］。本文设

计的服务子元模型、控制结构子元模型和数据传

输子元模型分别描述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模型的资

源交互、控制结构、数据流三个基本部分。

３．１　服务子元模型

服务子元模型定义了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时的

服务资源要素的组成和约束，由原子服务、组合服

务及其关系构成，如图２所示。

图２　服务子元模型

Ｆｉｇ．２　Ｓｕｂ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

原子服务是一个不可再分的服务，它不包含

任何子过程。原子服务主要由服务名、服务标识、

服务本体标识、服务本体名等属性和输入、输出参

数组成。按照输入执行输出的模式，一个原子

服务通过接收输入参数，执行服务功能就可以返

回输出消息。如缓冲服务是一个原子服务，通过

输入缓冲半径获得指定地物的缓冲区。

组合服务是由多个原子服务通过一系列的逻

辑控制结构组合而成的，能够完成复杂任务。组

合服务整体上看仍是一个服务，也具有服务名、服

务标识、服务本体标识、服务本体名等属性和输

入、输出参数。此外，还包括控制结构、原子服务

集、开始标记和结束标记等要素。

３．２　控制结构子元模型

服务控制结构是按照一定逻辑关系控制空间

信息服务之间调用的“块”结构。控制结构子元模

型定义了空间信息服务组合逻辑中各种基本控制

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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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及其嵌套组合，由顺序结构、选择结构、循环

结构、平行分支结构、同步结构５种基本控制结构

组成。

顺序结构是最基本的结构，表示结构中的各

个服务按先后顺序一步步地执行处理；选择结构

表示结构中的服务形成两个或多个分支，符合判

断条件的分支才被执行处理；循环结构表示若满

足所给出的条件，将会重复地执行处理过程的结

构；平行分支结构表示结构中服务形成两个或多

个分支，各分支是平行地执行的，没有先后次序之

分；同步结构与平行分支结构比较相似，不同的是

同步结构的分支在时间上是同时执行的。

图３（ａ）为控制结构子元模型的 ＵＭＬ类图，

图３（ｂ）为该子元模型中平行分支结构详细的

ＵＭＬ类图。下面详细分析平行分支结构：一个

组合服务中可包含任意个平行分支结构（ｓｐｌｉｔ）；

一个平行分支结构中包含至少两条分支（ｓｐｌｉｔ

ｂｒａｎｃｈ）；每条分支由１个或多个原子服务按一定

顺序链接构成；分支中也可以包含子平行分支结

构，即平行分支的嵌套结构。其他的类似。

图３　控制结构子元模型及其平行分支结构的ＵＭＬ类图

Ｆｉｇ．３　Ｓｕｂ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ｂ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Ｓｐｌｉ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３　数据传输子元模型

数据传输是组合逻辑中某个空间信息服务接

收数据以及将服务处理后的数据发送到另一个服

务中的关系。数据传输子元模型定义了服务组合

时各服务之间的数据流向关系，由服务的输入输

出参数及其数据传输方式构成，如图４所示。

图４　数据传输子元模型

Ｆｉｇ．４　Ｓｕｂ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参数类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表示服务组合时所用参数

具有的一般属性（ｎａｍｅ、ＩＤ、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Ｔｙｐｅ等，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Ｔｙｐｅ表示在空间信息服务本体库中参

数的数据类型，如一个参数是点坐标数据，其数据

类型定义为ｐｏｉｎｔ）。输入参数类Ｉｎｐｕｔ和输出参

数类Ｏｕｔｐｕｔ继承自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类。Ｐｒｏｃｅｓｓ为通

用的服务类，一个服务类有１个或多个输入参数

类和输出参数类，输入参数负责接收数据供服务

类使用，输出参数负责保存服务执行结果。参数

之间设计了三种数据传输方式。

１）组合服务输入参数到原子服务输入参数

的数据传输方式（ＣｉＡｉ），表示组合服务的某个输

入参数赋值给原子服务的输入参数。ＣｉＡｉ型有

三个约束特征：①源约束，传输的方向必须是由组

合服务到原子服务。② 类型约束，必须是同类型

的输入之间的传输。③ 数量约束，一个组合服务

的输入可以传给一个或者多个原子服务的输入。

图４中Ｉｎｐｕｔ与自身的关联关系ＩｍｐｏｒｔＦｒｏｍ即

表示ＣｉＡｉ方式的数据传输。

２）原子服务输出参数到原子服务输入参数

的数据传输方式（ＡｏＡｉ），表示原子服务的某个

输出参数赋值给另一个原子服务的输入参数。

ＡｏＡｉ型与ＣｉＡｉ型有相同的数量约束和类型约

束特征。而源约束则与原子服务的执行路径相

关，必须从先执行的某个原子服务的输出到后执

行的某个或多个原子服务的输入。图４中Ｉｎｐｕｔ

与Ｏｕｔｐｕｔ的关联关系 ＡｓｓｉｇｎＦｒｏｍ 即表示 Ａｏ

Ａｉ方式的数据传输。

３）原子服务输出参数到组合服务输出参数

的数据传输方式（ＡｏＣｏ），表示原子服务的某个

输出参数赋值给组合服务的输出参数。ＡｏＣｏ型

也有三个约束特征：① 源约束，传输方向必须是

由原子服务到组合服务。② 类型约束，必须是同

类型的输出之间的传输。③ 数量约束，只能是一

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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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原子服务输出到一个组合服务的输出。图４中

Ｏｕｔｐｕｔ与自身的关联关系ＡｓｓｉｇｎＴｏ即表示Ａｏ

Ｃｏ方式的数据传输。

３．４　子元模型结合

以上设计的３个子元模型分别从资源、数据

流、控制结构三个方面描述了空间信息服务组合

模型的构造和规则。这３个子元模型相互协同，

按照一定的业务逻辑相互结合，共同组成了空间

信息服务组合元模型。服务子元模型与控制结构

子元模型的结合表现为组合服务中包含控制结

构，服务子元模型与数据传输子元模型的结合表

现为服务具有输入输出参数，如图５所示。

图５　子元模型结合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Ｍｅｔａｍｏｄｅｌ

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元模型从空间信息服务组

合的过程维（组合流程的业务逻辑）和资源维（组

合流程包含的空间信息服务和数据）出发，不仅描

述空间信息服务组合模型，而且可以方便用户理

解服务组合过程，从而开发出有效的服务组合建

模工具。

４　空间信息服务链设计器的实现与

实例

　　本文建模方法的实现采用了图形建模框架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ＧＭＦ）。 在

ＧＭＦ框架之下，以上设计的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元

模型作为一个域模型，经过图形定义模型、工具定

义模型、映射模型转换，最终得到生成器模型［１３］。

此生成器模型为一个平台相关模型ＰＳＭ，由该模

型生成代码，编译得到空间信息服务链设计器。

该设计器是一个有效的建模工具，通过在设计器

中链接空间信息服务本体库，以服务树形式显示

在设计器界面上，可直接为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建

模提供服务资源。构建的服务组合模型是一个抽

象服务链，在经过服务匹配之后，变成可执行的具

体服务链。

下面以洪水淹没服务组合模型的构建为应用

实例，说明本文建模方法的特点。该实例的目标

是分析和展示某地区不同时期洪水淹没面积的变

化，主要通过以下五种服务进行组合：ＬｏａｄＩｍａｇｅ

影像下载、ＮＤＶＩ植被指数计算、Ｂｉｎ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二

值化、Ａｌｌ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彩色合成和 ＧｅｔＲｅｓｕｌｔＩｍ

ａｇｅ影像导出。组合方式为：首先指定组合服务

开始的输入参数集；然后调用ＬｏａｄＩｍａｇｅ服务下

载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同一波段的两幅影像，分别

调用ＮＤＶＩ服务进行植被指数计算和Ｂｉｎ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服务进行二值化处理，再调用ＡｌｌＣｏｌｏｒＩｍａｇｅ

服务将处理后的不同时期洪水淹没的黑白影像合

并为一幅彩色图像；最后调用ＧｅｔＲｅｓｕｌｔＩｍａｇｅ服

务导出彩色影像。

在构建洪水淹没服务组合模型过程中，建模

所需的原子服务从服务本体库动态选择获得；洪

水淹没前后，两组影像处理过程采用两条平行分

支结构进行控制流的描述；各服务之间输入输出

参数的流向也得到了清晰的描述；整个模型层次

性强，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很好的验证。图６为构

建洪水淹没服务组合模型实例。

图６　服务链设计器构建抽象服务链

Ｆｉｇ．６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ａｉｎＵｓ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ｈａｉｎＤｅｓｉｇｎｅｒ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建模的方

法，设计了空间信息服务组合元模型，运用 ＭＤＡ

技术，由该模型生成空间信息服务链设计器。该

建模方法有效描述了控制流和数据流，提高了组

合模型的层次化程度，通过引入空间信息服务本

体库，支持了服务资源的动态选择。另外，自动组

合是目前空间信息智能服务的一个瓶颈和难点。

本文提出的建模方法为空间信息服务的自动组合

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通过扩展服务组合元模型，

添加更多的空间信息服务语义信息，使得建模后

的原子服务能够理解自己是什么，实现空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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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自动组合，这部分工作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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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导航定位系列课程教学团队获评国家级教学团队

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卫星导航定位系列课程教学团队由刘经南院士和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高扬担任顾问，负责

人李征航教授。卫星导航定位系列课程已经形成一个良性的课程生态群落：可进行ＧＰＳ原理及其应用、ＧＰＳ测

量与数据处理、卫星导航定位算法与程序设计等的双语教学以及相应的实习课程。其核心课程“ＧＰＳ原理及其

应用”２００６年获评国家级精品课程，出版的核心课程教材已成为我国测绘专业的通用教材。国家级教学团队的

最显著优势在于教学，该团队通过优化完善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和手段、加强教学改革研究，使他们在教学

表现上更为出色。国家级教学团队的获批让他们以前的工作更加系统化，目标更为远大。团队成员对团队所承

担的系列课程的教学各有侧重，责任到人，明确了各自的职责，保证了团队的高效运行。该团队良好的教学改革

成果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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