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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结合爬行搜索技术、动态监测技术和带地理信息服务质量描述的地理信息目录服务机制，

并以网络地图服务为例实现了原型系统。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目录服务机制不但解决了传统目录服务存在

的问题，而且能较好地满足用户在操作性、体验度和检索结果满意度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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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ＴＣ２１１和开放地理

空间联盟（ＯＧＣ）的积极推动下，网络地理信息服

务的标准化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企

业甚至个人用户将地理信息资源以服务的形式发

布到互联网上。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地理信息服

务可分为地理信息数据服务和地理信息处理服务

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网络地图服务（ＷＭＳ）、网

络覆盖服务（ＷＣＳ）和网络要素服务（ＷＦＳ）等；后

者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处理服务，如缓冲区分析、

叠加分析和坐标转换等。

为了使用户能够在庞大而复杂的网络中快速

发现服务资源，研究者们将ＩＴ领域中广泛应用的

ＳＯ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面向服务的架

构）引入到地理信息领域。ＳＯＡ既是一种思想，也

是一种框架样式，具有普遍集成、松耦合、跨平台和

开放的特点［１］。ＯＧＣ制定了一系列目录服务实施

标准，如 ＣＳＷ
［２］、ＣＳＷｅｂＲＩＭ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

［３］

等。但在实际应用中，现有注册中心实例［４，５］提供

的目录服务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① 缺乏主动搜

索服务的能力，被动地等待服务提供者来注册；②

缺乏服务状态监测的能力，失效信息影响目录服务

的正常使用；③ 缺乏描述服务质量的能力，制约着

服务使用者快速查找到合适的服务。为解决上述

问题，本文结合爬行搜索技术、动态监测技术和地

理信息服务质量的理论提出了一种支持主动注册

和实时服务质量监测的地理信息目录服务框架，

并以 ＷＭＳ服务为例实现了原型系统。

１　支持主动注册和实时服务质量监

测的地理信息目录服务设计

　　本文提出的目录服务主要包括服务爬行搜

索、服务质量动态监测、服务质量评价评估和服务

质量检索四个模块，底层数据库存储结构化的地

理信息服务元信息，总体架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支持主动注册和实时服务质量

监测的地理信息目录服务

Ｆｉｇ．１　Ｃａｔａｌｏ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ＧＩ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１　爬行搜索模块

本模块根据地理信息服务在网络中存在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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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进行爬行搜索，再通过验证将有效的地理信息

服务搜索结果主动发布到目录服务中。本文的爬

行搜索模块采用网络爬虫技术。

１．２　动态监测模块

本模块对已注册到目录服务的网络地理信息

服务进行元信息和服务质量的动态监测与更新，

保证目录服务中服务元信息和服务质量信息的实

时性。

在动态监测过程中，程序会根据目录服务中

服务监测时间的先后顺序对各个服务的多个指标

进行周期性动态监测，并根据服务质量信息动态

调整监测周期。如果发现服务自身发生更新，则

将目录服务中该服务的元信息进行更新。对于已

经失效的服务，在多次监测确认后对服务元信息

进行注销。

１．３　评价评估模块

本模块根据服务质量定量指标的动态监测结

果和使用时用户对服务质量定性指标的评价结果

对服务进行定期综合服务质量评估。通过服务质

量定性指标的评价界面，采集服务使用者对服务

各指标的评价结果，并对服务质量定量指标的动

态监测结果进行等级化处理，供服务使用者查看

和评估时调用。采用合理的综合评价模型，可定

期对不同时间段的评价和监测结果进行综合，得

出服务质量综合评价等级。

１．４　质量检索模块

本模块为服务使用者提供支持主动服务质量

信息的地理信息服务检索功能，以便能快捷地检

索到合适的服务。

在本模块中，服务使用者可根据各项评价指

标对地理信息服务进行模糊或精确检索，并通过

可视化的地理信息服务调用客户端直接查看服务

内容。

２　地理信息服务质量指标体系和监

测评估

２．１　地理信息服务质量指标体系

作为选择地理信息服务的依据，质量指标是

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Ｏｎｃｈａｇａ
［６］与 Ｗｕ

［７，８］在国

际上较早提出了地理信息服务质量（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ＱｏＧＩＳ）的概

念。借鉴工业界和学术界的服务质量标准，如

ＩＳＯ９１２６软件质量标准、ＩＳＯ１９１１３地理数据标

准、ＩＳＯ１９１１４地理信息质量评价过程标准以及网

络服务质量模型（ＷＳＱＭ）等，可建立通用的地理

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９］，如图２所示。但

由于不同类型的地理信息服务具有不同特点，针

对具体的地理信息服务进行应用时，需对通用地

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树进行添加与剪裁操

作，形成具体指标树。

图２　地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Ｆｉｇ．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ＱｏＧＩＳ

２．２　地理信息服务质量指标监测评估

地理信息服务质量的监测评估是指周期性地

对服务状态（在线与离线）和可量测服务质量指标

进行监测，再结合服务使用者对其他类型质量指

标的评价结果进行综合评估。

在本目录服务里，每个服务都指定了监测时

间和监测周期。监测程序按监测时间的先后顺序

依次对服务进行监测。若发现服务发生变化，则

将其在目录服务中的元信息进行更新。通过比较

服务的当前质量与历史质量，进行服务监测时间

和监测周期的动态调整，如服务质量十分不稳定，

就减小监测周期，反之则增大，再计算下一次监测

时间，完成本次监测。对于过期或失效的，在多次

监测确认后注销服务元信息。

在评估过程中，系统直接从目录服务的监测

结果中提取地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中的定量

指标值，再采用统计方法汇集服务使用者的调查

结果，获取定性的地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标值。

在准备好所有评价指标数据后，选择一种合理的

综合评价方法。由于需同时对定性和定量指标进

行处理，本文选取模糊综合评价方法［１０］，其基本

过程如下：① 设置因素集；② 设置评价集；③ 用

户评价；④ 确定权重集；⑤ 按模糊模型计算；

⑥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生成评估结果。

３　支持主动注册和实时服务质量监

测的地理信息目录服务实现

　　当前，ＷＭＳ的数量和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以

ＷＭＳ为研究对象实现支持主动注册和实时服务

质量监测的地理信息目录服务原型系统。

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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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犠犕犛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树

根据前文中提到的地理信息服务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９］和 ＷＭＳ服务质量特征，裁剪掉不必要

的定性和定量评价指标可获得如图３所示的

ＷＭＳ服务质量评价指标树。

图３　ＷＭＳ服务质量要素要素

Ｆｉｇ．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ＷＭＳ

３．２　支持主动注册和实时服务质量监测的地理

信息目录服务

目录服务中的 ＷＭＳ爬行搜索器是基于开源

软件ＮＷｅｂＣｒａｗｌｅｒ扩展的。按照 ＯＧＣ规范所

开发的标准网络地理信息服务都实现了ＧｅｔＣａ

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接口，因此，只要从网页内容中搜索到

服务的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接口的请求链接就发现了

服务本身。比较多种 ＷＭＳ服务发布软件后发

现，并不是所有 ＷＭＳ服务都完全规范实现，而且

不同软件的服务接口还存在较大差异，如ＧｅｔＣａ

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接口的请求参数就有很大不同。因此，

在分析核心内容后，本文中的 ＷＭＳ搜索器采用

“ｓｅｒｖｉｃｅ＝ｗｍｓ”和“ｒｅｕｑｅｓｔ＝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为

搜索关键字进行 ＷＭＳ服务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接口

的请求链接搜索。

动态监测模块与评价评估模块是持续运行的

后台程序，没有图形化用户界面。评估算法采用

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方法［１１］。

本目录服务的Ｂ／Ｓ客户端是地理信息服务

质量示范系统，主要功能包括质量检索、服务内容

查看和服务质量评价。本客户端采用Ｆｌｅｘ开发，

具有较为美观的图形界面。地理信息服务示范系

统界面如图４所示。通过浏览器，服务使用者可

以根据自己的质量需求进行检索。通过检索结果

显示界面（图４（ａ）），用户可以查看 ＷＭＳ服务的

各项质量指标。用户还可以通过本客户端提供的

ＷＭＳ显示界面中的评价界面（图４（ｂ））进行相应

的定性评价指标打分。

４　实验与分析

实验环境为：浪潮服务器ＮＦ２９００２，Ｉｎｔｅｌ（Ｒ）

图４　地理信息服务示范系统界面

Ｆｉｇ．４　ＧＵＩｏｆＱｏＧＩ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Ｘｅｏｎ（Ｒ）ＣＰＵＥ５４０５＠２．００ＧＨｚ１．９９ＧＨｚ，８

ＧＢ内存，操作系统为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ｅｒｖｅｒ

２００３，互联网入口代理为中国电信。

原型系统的爬行搜索器的初始站点设定为著

名的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网站的

首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ｓｇｅｏ．ｏｒｇ／，爬行搜索线程设

定为５个。爬行搜索器运行了４８ｈ，搜索了８６９６

个链接，网页下载量为４７３ Ｍ，搜索到可用的

ＷＭＳ服务共４７７个。

原型系统的动态监测模块持续对目录服务中

的 ＷＭＳ服务进行实时服务质量监测，初始监测

周期设定为２４ｈ。监测周期以倍数进行调整，但

不能小于１ｈ和超过４８ｈ。经过１２０ｈ监测后，

３３１个 ＷＭＳ的监测周期为４８ｈ，表明服务质量

稳定；而剩余的１４６个 ＷＭＳ的监测周期小于２４

ｈ，表明服务质量不定。对地理信息服务示范系

统（ｈｔｔｐ：／／ｑｏｗｍｓ．ｗｈｕ．ｅｄｕ．ｃｎ：８０８０／ＱｏＷＭＳ／

ＱｏＷＭＳ．ｈｔｍｌ）进行用户调查，调查对象为２５个

ＧＩＳ专业平均年龄为２４岁的学生。第一项调查

针对检索方式的操作性和体验度，评价有三个等

级（好（１）、一般（０）、不好（－１）），总得分范围为

－２５～２５分。调查结果为：１４人好，９人一般，２

人不好，总得分为１２，属中高得分。第二项调查

针对用户检索结果的满意度，每个用户任意进行

４次多条件检索（共１００人次），评价的三个等级

同前，总得分范围为－１００～１００分。调查结果

为：４７人好，３２人一般，２１人不好，总得分为２６

分，属中上等得分。两项调查结果表明，本原型系

统能较好地满足用户在操作性、体验度和对检索

结果满意度方面的要求。

分析如下：

１）原型系统的爬行搜索器在４８ｈ内成功搜

索到４７７个可用 ＷＭＳ服务，是因为本文采用了

针对 ＷＭＳ服务Ｇｅｔ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接口请求的搜索

方式和准确有效的搜索关键字。通过验证过滤失

效的 ＷＭＳ服务也是保证服务有效的关键步骤。

２）原型系统的动态监测结果表明，在１２０ｈ

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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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部分 ＷＭＳ服务质量稳定，但仍有３０％的

ＷＭＳ服务质量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可能是由

网络因素导致的。

３）基于Ｆｌｅｘ开发的Ｂ／Ｓ客户端和 Ｏｐｅｎ

Ｌａｙｅｒｓ地图控件的使用是提高用户体验度的直

接因素。在主题、关键字、摘要等条件的基础上，

原型系统增加一些其他的 ＷＭＳ服务质量检索条

件是提高用户检索结果满意度的关键原因。

５　结　语

本文提出将网络爬行搜索技术、动态监测技

术和地理信息服务质量理论融入到地理信息目录

服务中，并通过友好的界面提供用户更好的检索

体验。实验证明，这种新思路不仅可以有效解决

目前地理信息目录服务缺乏主动搜索服务、监测

服务状态和准确描述服务质量的问题，而且可以

提高 ＷＭＳ服务的检索准确度。但在本目录服务

中，用户反馈信息利用得不够充分，下一步的研究

将结合机器学习等智能数据分析技术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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