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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常用的空间信息处理服务，分析了相关领域服务组合方法的优缺点，结合服务资源本身及神经网

络的智能性特点，提出了基于神经网络概念的服务智能组合方法，以尽可能准确高效地实现服务组合的自动

化。该方法采用面向特殊服务扩展本体表达模型，结合语义描述，利用神经网络的突触原理完成核心服务的

查找，最后通过集成索引函数实现服务的串接。实验结果表明，在保证满足应用需求的情况下，此方法缓解了

非专业用户的服务再组合障碍，提高了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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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资

源以服务的形式提供给终端用户，但目前单个服

务的功能单一，利用率低。为了提高空间信息服

务资源的利用率，将多个服务快速组合成服务链

以满足复杂应用需求成为现阶段空间信息智能服

务的研究趋势。目前，网络服务组合建模方式较

多，可分为业务流驱动和即时任务求解两类。业

务流驱动方式［１６］以业务流程为基础将可用服务

进行组合，发展比较成熟，但该方法以业务流程为

基础，建模后为绑定 Ｗｅｂ服务，存在服务组合受

控于业务流程的缺点；即时任务求解方式中，服务

组合的过程根据应用领域和工作流分析请求进

行，即时任务求解动态组合服务方式是目前研究

的一个主要方向［４，７１６］。现有的方法不但能满足

功能性的业务需求，也较好地满足了质量期望，但

在服务组合的生成过程中，以服务建模为前提，然

后完成建模问题与规划问题的映射，最后匹配服

务，时间效率不高。本文提出的空间信息处理服

务智能集成方法面向地学信息处理（ｇｅｏ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ｇ，ＧＰ）服务，该服务的输入输出参数有严格的

格式要求，服务描述严格满足 ＱｏＳ
［１７１９］。鉴于此

特点，本文方法结合人工神经元网络（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ＮＳ）算法的思想，其算法过

程为：通过语义匹配搜索核心服务，通过接口匹配

算法查找中间神经元，生成最优神经网络，通过综

合加权匹配度算法选取最优算法，从而达到处理

信息的目的。本文方法的特点是根据用户需求自

上而下地生成服务链，通用性比较强，无需特定的

模型，服务链的创建和实例化在无需人工干预的

情况下同时完成，最大限度地节约了服务执行时

间，提高了运算效率。

１　服务的语义描述与匹配算法

服务的智能集成方法主要包括服务的语义描

述、发现服务和面向应用生成服务链。为了适应

本文提出的基于 ＡＮＮＳ的智能服务集成算法的

需求，对服务的语义描述和发现的匹配算法做了

一些改进。

１．１　服务的语义描述方法

为了能准确地查找所需服务，空间信息服务

的描述显得尤为重要，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提出了若干描述空间信息的方法。结合前

人方法的优缺点，针对本文提出的智能服务集成

方法的特点，本文在创建本体的过程中，基于地理

本体的四元组构建模型。实例化服务的描述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刻画：模型分类；输入／输出；服务操

作的前提和后效。实例化服务梯状描述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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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服务＝［功能专题］＋［输入／输出数据］；功

能专题＝［名称］＋［功能］＋［分类］＋［描述］＋

［功能细化］＋［相关服务］＋［响应时间］；输入／输

出数据＝［参数个数］＋［参数信息（数据类型、数

据大小、空间参考）］＋［描述］。

功能专题包括名称、功能和描述等模块。针

对ＧＰ服务的特点，功能细化标示了 ＧＰ服务的

功能梯状分类，如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往上所属依次为

表面分析、数据分析、基础模型；相关服务标注了

与此功能相似的其他服务，主要包括与此服务有

习惯上的先后顺序关系的服务（例如，裁剪服务后

面习惯是缓冲区服务）；响应时间标注了此服务最

大执行时间（包括数据处理和传输时间）。

输入／输出数据中，参数个数是服务入口及出

口参数的个数，参数信息中标示了数据的类型和

大小，数据大小是根据最佳响应时间得出的最优

数据分配量，空间参考描述了输入／输出数据的空

间坐标，描述信息对ＧＰ服务的其他细节进行描

述，包括同步异步、稳定性等信息。

１．２　服务匹配算法

依据本体概念之间的匹配度来发现可能符合

条件的服务是查找服务的一个重要方式，目前有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匹配算法进行了研

究［２０２３］，服务之间的匹配关系是服务接口概念之

间的关系，大体分为精确匹配、插入匹配、包含匹

配和不包含匹配，利用服务的综合加权匹配度［２４］

（概念匹配度、时间范围匹配度、时间跨度匹配度、

空间范围匹配度、空间粒度匹配度等）来选择最优

的服务（链），为服务的发现提供定量的指标参考，

本文在不影响查全效率和查准率的前提下，采取

了以服务接口匹配为主、功能语义为辅的接口匹

配算法，将服务查找范围锁定到更小的范围。

２　基于犃犖犖犛的空间信息服务智能

集成算法

　　基于 ＡＮＮＳ的空间信息服务智能集成方法

的基本思想见图１。围绕具体的用户需求，通过

ｌｉｎｇｐｉｐｅ（ａｌｉａｓ公司开发的一款自然语言处理软

件包）解析用户语义描述请求；用户请求和所需服

务映射部分根据用户请求文本描述与 ＧＩＳ语义

对应表［２５］进行解析；利用突触原理，采用综合加

权匹配算法，将核心服务的语义描述作为筛选条

件向四周扩展，检索出所需的相应的前序和后续

服务；并采用服务智能集成索引函数（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ＣＩ）对前序和后序服务进行

索引，从而智能地生成满足应用需求的空间信息

服务链。

图１　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基于ＡＮＮＳ的服务智能集成方法的流程如

图２所示，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图２　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用户需求的语义提取。通过语义描述提

取初始状态和目标状态，初始状态主要包括完成

此任务所需的数据和处理的语义描述，目标状态

主要包括用户希望的最终结果显示方式的语义描

述。

２）查找核心服务。从初始状态构建模块中

的目标任务集合信息中，找出若干个原子服务或

服务链，根据初始状态的数据信息选择最佳的原

子服务、服务链或服务组合。

３）确定前序／后序服务。采用功能＋接口匹

配算法，根据对应服务的输入／输出语义特征，与

其他服务的语义描述（接口语义描述和功能语义

描述）不断循环匹配。查找前序服务的退出条件

是初始状态的数据信息与服务的输入信息相吻

合，查找后序服务的退出条件是目标任务集合中

的数据信息与服务的输出信息相吻合，查找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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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序服务后，采用ＡＣＩ进行索引标注。

４）选择最优服务链。根据综合加权匹配算

法从众多的服务链中选取最优服务链。

５）绑定数据源。在此算法中，数据流作为独

立的对象存在，通过赋值将服务的数据输入与数

据源进行绑定。

在查找前序／后序服务时，特别是存在多个核

心服务时，查找的过程是并行无序的。为了将发

现的服务链有序地串行或并行执行，本文利用服

务智能集成索引函数标示各个服务的相关次序。

ＡＣＩ＝＜犎，ＩＯ，犛＞由三部分组成：犎 表示核心

服务的执行顺序，赋值从１到狀；ＩＯ表示核心服

务的前序／后序服务，当值为０时，表示是核心服

务，当值为１时，表示是前序服务，当值为２时，表

示是后序服务；犛表示以核心服务为中心开始的

第几个服务。

前序／后序服务的查找规则与核心服务的个

数有关。

１）核心服务有一个时，采用规则一。接口匹

配算法的初始条件为数据源，终止条件为用户需

求结果的语义描述，语义查找中间服务，其ＡＣＩ＜

犎，ＩＯ，犛＞中ＩＯ的取值为０、１、２。

２）核心服务有多个时，采用规则二。第一个

核心服务的接口匹配算法的初始条件为数据源，

终止条件为下一个核心服务的输入，其ＡＣＩ＜犎，

ＩＯ，犛＞中ＩＯ的取值为０、１、２；最后一个核心服务

的初始条件为本核心服务的输出，终止条件是用

户需求结果的语义描述，其 ＡＣＩ＜犎，ＩＯ，犛＞中

ＩＯ的取值为０、２；其他核心服务的初始条件是本

核心服务的输出，终止条件是下一个核心服务的

输入，其ＡＣＩ＜犎，ＩＯ，犛＞中ＩＯ的取值为０、２。

不断查找匹配，动态地生成面向应用的服务链，例

如ＡＣＩ＜３，２，１＞中，３代表第三个核心服务，２代

表核心服务的后序服务，１代表核心服务的第一

个后序服务，为服务链的执行提供标示。

在服务的查找过程中，匹配度的计算是查找

服务是否是所需的一个定量指标。本文方法中主

要涉及三个方面的服务匹配算法，首先是核心服

务的匹配算法，其次是核心服务前、后序服务的匹

配算法，最后是服务链的优化匹配算法。对于核

心服务，采用服务功能描述与目标任务进行匹配

的方法；前、后序服务的匹配算法采用接口匹配算

法，首先将服务按功能进行分类，再进行输入输出

参数的匹配，包括参数个数、数据类型和大小进行

匹配，匹配的初始条件和终止条件与前后两个核

心服务的参数有关，选取匹配度较高的服务作为

服务链的一部分；生成众多服务链后采用综合加

权匹配度算法，选取概念匹配度和数据匹配度（主

要包括原始数据和目标数据）作为主要的指标参

考，即根据前面的概念语义匹配和接口匹配（数据

匹配）分别设置的权重，综合计算选取值最大的服

务链作为最优服务链。

３　研究实例

３．１　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以海表面温度数据获取与分析为例进行

了实验。用户需求为“南海区温度变化曲线图”。

以表层漂流浮标（加拿大 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ｉｃｅ提供）和 ＡＲＧＯ数据（美国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ｃｅａｎＤａｔａ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提供）信息

为主，通过插值处理获取海表面温度数据。相关

的服务和服务链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　服务信息表

Ｔａｂ．１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名称 个数 服务描述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５０ 系统自动生成

Ｍａｐ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０ 系统自动生成

ＧＰＳｅｒｖｉｃｅ ８６
多个ＧＰ服务链、原子服务的描述，

详见表２

Ｄａｔａ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３
数据的日期、时间范围、空间范围、

数据格式、空间参考等信息

表２　犌犘服务信息表

Ｔａｂ．２　ＧＰ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服务 描述

ＣｌｉｐＧｐ服务（原子服务） 使用多边形切割数据

ＢｕｆｆｅｒＧｐ服务（原子服务） 执行空间缓冲区操作

ＳｉｂｓｏｎＧｐ服务（原子服务） 执行自然邻域法插值

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ａｌｕ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服务（原子服务）
计算输入数据的平均值

ＩＤＷＴａｂｌｅＧＰ服务

（服务链）

计算ＩＤＷ插值，计算结果转

换成数据表

ＬｉｎｅＣｈａｒｔＳｅｒｖｉｃｅ服务

（原子服务）
提供折线图方式展示数据

ＣｌｉｐＢｕｆｆｅｒＧＰ（服务链）
使用多边形切割图形，缓冲区

默认是１ｋｍ

ＩＤＷＧＰ服务（原子服务） 执行ＩＤＷ插值

ＲａｓｔｅｒＴｏＴａｂｌｅ（原子服务） 执行栅格数据转换为数据表计算

３．２　实验环境及方法

实验采用Ｐｒｏｔéｇé３．５作为领域本体建模工

具，服务的描述采用系统自动生成和人工标注，根

据服务类型进行了分类。服务使用者对服务通过

ｐｒｏｆｉｌｅ提供的信息进行查找，当用户通过框选选

择了相应区域的数据，根据数据源分析需要，采用

自然邻域插值方法能较好地完成数据插值处理任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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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将结果用折线图显示，流程见图３。

具体过程为：根据用户提出的请求、数据源的

特征和服务的语义描述，查找出核心服务包括

ＩＤＷ插值、计算平均值和曲线图显示；根据其输

入／输出数据的语义描述，参考各个过程的匹配规

则，通过索引函数的标示来查找和标示其前序／后

序所需的服务；通过匹配算法找出最优服务链，此

时的服务链已经实例化；可行性的检查主要是通

过语法检查，包括两个方面是否含有孤立点（有输

入无输出，无输入有输出等）和是否存在局部回路

（服务链从头至尾顺序查找，默认同一服务不能连

续出现两次）；丰富模型库，将可行性服务链以服

务的形式发布，供以后查找使用，所需服务和ＡＣＩ

赋值如图３所示。

图３　服务及ＡＣＩ值

Ｆｉｇ．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ＡＣＩＶａｌｕｅ

实验流程如图４所示。

图４　实验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３．３　实验结果对比分析

１）时间效率。本文将基于ＡＮＮＳ的智能服

务集成与基于遗传算法的自动化服务组合方法［９］

（根据用户提交请求，基于遗传算法自动生成服务

链）进行对比。当用户提出相同的请求时，两者产

生的服务链不尽相同，本文方法产生的服务链多

基于已有的服务链（ＩＤＷＴａｂｌｅＧＰ），而基于遗传

算法的组合方法多基于原子服务（ｒａｓｔｅｒｔｏｔａｂｌｅ，

ＩＤＷＧＰ），其返回结果完全一致，证明了本文方法

的可行性。为了证明时间上的优势，进行了以下

实验：从Ａｒｇｏ数据和表层浮标数据（总计２９７４４６

个点）中提取ＳＳＴ值做插值运算，计算各个时间

段的平均ＳＳＴ。在同等条件下，通过改变数据量

和空间范围进行了多次实验，对结果进行平均，得

出时间列表，如表３所示。

表３　时间对照表

Ｔａｂ．３　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

数据量 ＡＮＮＳ／ｍｓ 基于遗传算法的服务组合算法／ｍｓ

２９７４４６ １３８７５８ ２３４５７７

１５８６６５ １０００１５ １９５４２１

１０２５５６ ８９７２０ １８０２１１

９５２４１ ８５９２３ １７８８１９

８３３０７ ８２１５４ １７０５８７

５８１４５ ７９６５２ １５７５８０

犜１ ＝
１３８７５８＋１０００１５＋…＋７９６５２

６
≈

　９６０３７ｍｓ （１）

犜２ ＝
２３４５７７＋１９５４２１＋…＋１５７５８０

６

　 ≈１８６１９９ｍｓ （２）

犖 ＝
犜２
犜１
＝１．９４ （３）

　　由加速比犖＞１可知，本文提出的方法明显

优于基于遗传算法的自动化服务组合方法，原因

为：虽然两者都自顶向下地智能自动化匹配算法，

但遗传算法的服务匹配和组合算法标示和选择最

优服务组合的过程是一个迭代的过程（犗（狀２）），

相对本文方法的非线性随机组合（犗（狀）），过程较

复杂。

２）正确性。利用基于ＡＮＮＳ的智能服务集

成和ＡｒｃＧＩＳ的桌面功能多次计算南海区平均温

度，通过改变数据源和数据量，利用Ａｒｇｏ数据和

表层浮标数据分别计算海表面温度，通过显著性

犜检验得出本文方法与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得到的结果

完全一致，验证了本文方法的可行性。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神经网络的思想提出了一种服务智

能组合方法，该方法以服务的语义描述为基础，通

过服务匹配算法查找服务，最终由ＡＣＩ将所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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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链接起来，执行服务链，完成用户的请求。ＡＣＩ

函数为处理复杂任务时多个无序的服务组合和计

算机的有序执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匹配算法

将接口和功能语义描述相结合，最大限度地避免

了不同的服务具有相同的输入、输出所造成的查

找可靠性低的弊端。本文方法的缺点为：在服务

链实例化的过程中，数据流从服务链的开始进入，

到结束输出，没有考虑服务链中间某些原子服务

需从外界输入数据的情况。这也是进一步研究的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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