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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网络分析服务（Ｗｅｂ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ＰＳ）规范数据传输量大的缺点限制了其应用。对此，提

出了基于代码迁移的 ＷＰＳ新模型，该模型能在 ＷＰＳ执行过程中避免大量空间数据的传输，提高了 ＷＰＳ执

行效率。实验系统使用不同客户端程序验证了新模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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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数据共享与互操作方面的研究者

对 ＷＰＳ的研究刚起步
［１４］。但ＯＧＣＷＰＳ规范已

获少数开源ＧＩＳ软件支持，可以预见在不长的时

间内将被逐步推广。ＯＧＣＷＰＳ的实现规范要求

客户端和服务端频繁交换空间数据，存在数据传

输量过大的缺点，限制了 ＷＰＳ的应用及推广。

本文将着重讨论如何解决 ＷＰＳ执行过程中的数

据传输量过大与空间数据的海量特性之间的矛

盾。

１　犠犘犛现有问题与解决途径

１．１　现有问题

ＷＰＳ规范提供了一种基于 Ｗｅｂ服务的针对

空间数据处理功能的共享与互操作途径，但这种

模式在目前及可以预见的一段时期内都存在明显

的缺陷：地理空间数据往往是海量的，而网络传输

效率在现在和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都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下现有ＯＧＣＷＰＳ规范难以胜任大数据

量空间数据的分析计算服务。ＯＧＣＷＰＳ规范的

实现要求客户端和服务端频繁交换空间数据，并

且大量数据以具有极大冗余度的ＧＭＬ格式来传

输。这必然导致 ＷＰＳ只能应用于小数据量的处

理，面对大数据量的空间数据将无能为力。目前，

即使应用于１０Ｍ级的二进制数据（对应于５０Ｍ

以上的 ＧＭＬ数据），一个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 ＷＰＳ

过程在网络情况良好的情况下所花费的时间也为

十几ｍｉｎ甚至几十ｍｉｎ，基于 Ｗｅｂ服务来实现桌

面级的用户体验将不现实，至于在此前提下将细

粒度服务组合或聚合成 ＷＰＳ服务链则更不可想

象。而一项基于 ＧＩＳ的空间分析任务所用的数

据（不论是矢量或栅格数据），单图层数据通常以

ＭＢ为单位，因此，在目前网络传输每ｓ数据以

ｋＢ为单位的情况下来应用 ＷＰＳ存在巨大现实性

困难。

现有ＯＧＣＷＰＳ规范相对空间数据大数据量

的矛盾显而易见，有学者提出了基于异步方式来

实现 ＷＰＳ规范
［５］，但这种方法无法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客户端仍然需要长时间等待服务端的数

据返回，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长时间数据传

输所导致的客户端超时无反应问题。另有一些学

者研究了 ＧＭＬ数据传输过程中的数据压缩技

术［６８］，但压缩过后的ＧＭＬ数据量在网络带宽和

用户时间面前仍然是巨大的，其次压缩破坏了

ＷＰＳ服务的开放性，目前尚无一致认可的高效算

法作为标准。

１．２　解决途径

现有问题的根本是数据传输所造成的，如果

避免了空间数据传输，那么前文所述矛盾将得以

解决。如果把服务端当作加工厂，可以将 ＯＧ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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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ＰＳ的时序过程看作是为客户提供“来料加工”

服务，加工完成后再将成品送回客户。但 ＷＰＳ

的实现目的是对客户端空间数据进行处理，而不

是获取数据，因此，该过程可以修改为工厂派“技

术员”为大型客户提供“上门服务”，“原料”放在客

户端并不需要迁移。

借鉴移动代理（ｍｏｂｉｌｅａｇｅｎｔ，ＭＡ）的思想，

本文提出了基于代码迁移的 ＷＰＳ模型和方法，

以实现“上门服务”的新 ＷＰＳ模式。在该服务模

式中，服务端服务器根据请求派出代码（“技术

员”）到客户端，在客户端程序模块内实例化形成

可执行 ＷＰＳ模块，由客户端主程序调用该实例

化代码提供的标准服务向 ＷＰＳ模块以ＧＭＬ格

式传递参数，最终得到 ＧＭＬ格式的处理结果。

有别于 ＭＡ模型需要所有终端均安装特定的运

行环境，本文的新 ＷＰＳ模型中迁移到客户端的

代码不需要特定运行环境，满足跨平台特性。

２　基于代码迁移的 犠犘犛模型

本文提出了基于代码迁移的 ＷＰＳ服务，与

之相适应，同时也对ＯＧＣＷＰＳ规范进行了扩充。

２．１　模型

基于代码迁移的 ＷＰＳ模型尽量不改变ＯＧＣ

ＷＰＳ模型架构，充分利用ＯＧＣ已有接口。为与

ＯＧＣ规范兼容，该模型所提出的代码迁移方式作

为可选方式，具体模型见图１。

图１　基于代码迁移的 ＷＰＳ模型

Ｆｉｇ．１　ＷＰＳ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ｄ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基于代码迁移的 ＷＰＳ模型修改了 ＯＧＣ

ＷＰＳ服务流程中的第三步（ＯＧＣ原有方式保留

不变），避免了空间数据传输。客户端只需通过

ＫＶＰ形式提交请求，得到服务端返回的脚本代码

（小数据量），便可在客户端本地将代码实例化，再

将要处理的空间数据以ＧＭＬ格式传递给实例化

代码对象的标准接口进行计算，从而得到 ＧＭＬ

处理结果。在新的模型中，避免了客户端与服务

端空间数据的传输，节约了大量带宽和传输时间。

在此模型中，应当保证一般情况下迁移到客户端

的代码具有跨平台性。

２．２　请求操作

原有ＯＧＣＷＰＳ规范“Ｅｘｅｃｕｔｅ”接口请求参

数的描述可参见文献［３］。这些参数可以通过

ＫＶＰ形式或ＸＭＬ文档形式以 ＨｔｔｐＰｏｓｔ方式提

交至服务端。为实现基于代码迁移的 ＷＰＳ，可在

原有参数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见表１），以

便用户选择。由于没有改变表１的参数，新的请

求标准与原有标准兼容。

表１　基于代码迁移的 犠犘犛请求参数

Ｔａｂ．１　Ｅｘｅｃｕｔ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ｅｓｔｉｎＷＰ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ｄ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名称 定义 数据类型和值 用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ｍ
定义响应类型：“ｒａｗｄａｔａ”、

“ＸＭ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或者“ｓｃｒｉｐｔｃｏｄ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ｍ”类型 ０或１（可选）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传输方式，数据迁移或代码迁移 字符串，“Ｃｏｄｅ” １（可选）

２．３　返回内容

对 ＷＰＳ的“Ｅｘｅｃｕｔｅ”操作，其返回值依据请

求参数“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Ｆｏｒｍ”而不一样，可以为“ｒａｗ

ｄａｔａ”或“ＸＭ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为了满足代码迁移的

需求，新增返回类型“ＳｃｒｉｐｔＣｏｄｅ”，该类型为文本

字符串格式。

为标准化调用返回结果（即代码），返回代码

满足图２的类结构。当客户端接收到返回程序代

码后，在容器（浏览器或桌面程序）中实例化并返

回给容器一个命名为“ｗｐｓＥｘｅｃｕｔｅｒ”的对象，该对

象具有一个以ＧＭＬ字符串为参数的方法，执行

该方法，将要处理的内容以ＧＭＬ格式传递给处

理服务并得到ＧＭＬ格式的处理结果。

图２　ＷＰＳ返回代码的类结构

Ｆｉｇ．２　Ｃｌａｓ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ｄｅ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ｂｙＷＰＳ

３　实验系统的实现与分析

３．１　系统实现

本文选取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作为代码编码标准，实

１７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３月

现了一个实验系统。系统中，ＷＰＳ服务端基于

５２ｎｏｒｔｈＷＰＳ平台开发。为验证该模型在不同环

境下的工作情况，除 ＷＰＳ服务端程序外实现了基

于ＨＴＭＬ５＋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脚本、Ａｐｐｌｅｔ和ｕＤｉｇ（Ｕｓ

ｅｒ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Ｄｅｓｋｔｏ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ＧＩＳ）插件３种不同

技术构建的客户端。系统可根据选择按 ＯＧＣ

ＷＰＳ标准模式或基于代码迁移的新模式工作。

结合一个简单的空间分析———某区域水体多

边形分布重心计算，来说明实验系统的工作流程。

图３（ａ）、３（ｃ）和３（ｅ）为３种客户端的界面及分析

结果，图３（ｂ）、３（ｄ）和３（ｆ）为３种客户端的 ＷＰＳ

服务过程界面。ＷＰＳ服务均按以下步骤执行：输

入 ＷＰＳ服务地址，获取服务列表，获取服务描述

并生成参数输入界面，选择 ＷＰＳ执行模式（ＯＧＣ

模式或基于代码迁移的模式），最后执行得到处理

结果并可视化。

图３　ＷＰＳ服务实验系统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ＷＰＳ

３．２　效率分析

本文提出的基于代码迁移的 ＷＰＳ方式能够

有效节省 ＷＰＳ网络传输成本。表２比较了使用

ＯＧＣ标准 ＷＰＳ模式与本文的基于代码迁移模式

的不同数据传输成本。表２中第１项是３．１中所

举的水体分布重心计算实例，数据源为 ＥＳＲＩ

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文件，大小为５３５ｋＢ。在现有标准情况

下，客户端需向服务端提交ＧＭＬ格式数据２８８４

ｋＢ，并接收１ｋＢ大小的ＧＭＬ结果；使用代码迁

移模式，不需要向服务端提交空间数据，而服务端

也仅需向客户端发送１１ｋＢ的脚本代码。表２中

其他项为不同大小的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数据在进行分布

重心计算时在两种工作模式下所需要传输的数据

量大小比较。

表２　两种 犠犘犛模式下的数据传输量对比

Ｔａｂ．２　Ｄａｔａ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ｍｏｕ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ＷＰＳＭｏｄｅｌｓ

序号

原始数

据量

（ｓｈａｐｅｆｉｌｅ）

ＯＧＣ标准数据传

输量（ＧＭＬ）

代码迁移模式数据传

输量（ＪａｖａＳｃｒｉｐｔ）

提交空间

数据量

结果

返回

提交空间

数据量

结果

返回

１ ５３５ｋＢ ２８８４ｋＢ １ｋＢ ０ １１ｋＢ

２ ３１４０ｋＢ １７１３３ｋＢ １ｋＢ ０ １１ｋＢ

３ ６６６７ｋＢ ３６６６４ｋＢ １ｋＢ ０ １１ｋＢ

　　由表２可见，现有ＯＧＣ规范定义的 ＷＰＳ模

式网络数据传输量极其巨大，该例中空间分布重

心计算返回结果为一个单一的重心点坐标的

ＧＭＬ表示，因此返回数据量只有１ｋＢ。如果该

服务换为其他诸如缓冲区分析等计算，则返回结

果为多要素内容，返回数据量与请求数据量大约

在同一个数据级，也是非常巨大。因此，相对于

ＯＧＣ现有 ＷＰＳ模式而言，本文提出的基于代码

迁移的 ＷＰＳ模式在数据传输成本方面有明显降

低，对于ＧＩＳＷｅｂ服务因ＧＭＬ数据传输数据量

大而应用困难的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意义。

４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代码迁移的 ＷＰＳ模

型，该模型区别于现有 ＯＧＣ规范，在请求服务

时，不需要向服务器传输ＧＭＬ格式的空间数据，

仅通过ＫＶＰ参数请求服务端得到代码，并通过

代码的动态实例化与动态执行就可在客户端得到

处理结果。基于代码迁移的方式用代码迁移取代

现有规范中的数据迁移，明显有效地减少了网络

传输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同时保证了服务执行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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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靠性。本文根据所提出的模型给出了实验系

统实例，验证了所提出的相关理论和技术。当然，

基于代码迁移的 ＷＰＳ服务还有一些新的问题需

要探讨，如执行效率的优化、多种语言代码迁移的

可能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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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基于视觉反差的显著图生成与目标检测　　　　　　　　　　　　　李德仁，等

 基于增广参数Ｋａｌｍａｎ滤波的ＧＰＳ多路径效应处理方法 戴吾蛟，等

ＦＹ２卫星ＳＶＩＳＳＲ数据几何纠正研究 刘良明，等

 应用ＪｏｎｅｓＴｒｙｏｎＫａｌｍａｎ滤波器对在轨ＧＰＳＲｂ钟进行状态监测 张清华，等

 测量的广义可靠性研究 张正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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