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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是高性能计算和信息服务的战略性基础设施,它将地理上分布、异构的各种资源通过高速网络连接并
集成起来,共同完成重大的科学问题研究.它不仅能够为信息资源的获取、分布、传输和有效利用带来革命性
和结构性的巨大变化,而且将根本改变我们的研究方式、教育方式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从 1998 年国家科技部
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启动中国的“高性能计算环境”项目开始至今,网格计算已在中国经历了 8 个
年头.尤其是在国家“十五”计划期间,国家各部委先后启动了包括国家科技部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 划
(863)“中国国家网格(CNGrid)”、教育部 211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中国教育科研网格计划(ChinaGrid)”、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大专项“以网络为基础的科学活动环境研究”、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中的
“语义网格的基础理论、模型、方法及关键技术”和“虚拟计算环境聚合与协同机理研究”等在内的国家级网格
研究、开发和建设项目.这些研究项目在网格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有代表性的成果.
本次网格计算专刊瞄准网格技术及其应用相关的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关键技术问题,
以及网格技术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叉性.本专刊通过对我国网格计算的基础理论及网格应用理论当前研究状
况的基本反映,为国内众多网格研究者寻求网格技术自身的突破起到借鉴和指导的作用,同时为其他行业的领
域技术研究者如何使用网格来提高信息化程度起到示范作用.
本次专刊征稿共收到 254 篇稿件,审稿工作由 10 位本领域从事网格计算的海内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来
组织,每篇稿件均经过两位评审委员的认真评审.经评审,遴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优秀论文 16 篇.这些论文涵盖了
网格计算的方方面面,研究的内容注重先进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立足于国际上最新的网格研究和应用状况,真实
反映了当前中国的网格基础理论研究以及网格技术在我国重要科学领域的应用研究状况.
陈小武等人的《网格环境中模式复用的异构数据库访问和集成方法》以大学数字博物馆网格(UDMGrid)
作为研究背景,研究如何为网格环境的资源使用者提供异构数据库资源的全局统一视图和一致访问接口,提出
了一种网格环境下模式复用的异构数据库访问和集成方法(UDMGrid-DAI).该方法提出了一种模式复用的虚
拟数据库构建策略,定义了异构数据库资源的全局统一视图,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数据库资源注册方式和虚拟
数据库查询映射方法,为资源使用者提供了访问数据库的一致访问接口.
褚瑞等人的《一种内存网格的数据预取算法》研究在物理内存不足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内存密集型应用或
IO 密集型应用的系统性能,提出了一种面向广域网上内存资源共享的新型网格系统——内存网格.而内存网格
的应用效果取决于网络通信的开销,因此在减少或隐藏网络通信开销的情况下,其性能可以进一步提高.该文通
过对内存网格的分析,设计了一种基于“推”数据的内存网格预取机制,借助数据挖掘领域中序列模式挖掘的方
法,提出了相应的预取算法.
张煜等人的《网格环境中信任-激励相容的资源分配机制》讨论了网格环境中资源激励机制和分配机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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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依赖与制约关系,从经济、信任角度提出自适应的信任-激励相容的资源分配机制.基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
理论,该文给出了资源提供者的动态价格调整策略.提供者可以根据当前资源的供需和负载状况,制定自适应的
信任-激励相容的分配策略,遵循多贡献多分配的原则,激励节点共享出有价值的资源,最大化资源的聚合效用.
该文在 CROWN 平台中评估了该机制的效率和性能.
陈磊等人的《信息网格中基于本体的 Web 服务动态集成和重构》基于语法的 Web 服务资源组织和管理
策略不能满足信息网格中服务请求多样性和信息关联的需要,提出了一种基于本体的 Web 服务动态集成和重
构策略.该策略以本体及其推理能力为核心,复用信息网格中已有的服务,生成优化重构路径集合,完成服务集
成,满足请求多样性和信息关联的需要.通过对该策略的抽象和形式化描述,讨论了动态重构和集成规则,并设
计了动态重构和集成算法.
伍之昂等人的《基于 QoS 的网格资源管理》以在交付无缝 QoS 前提下如何提高资源分配性能为研究内
容,提出了网格 QoS 的层次结构模型,并对其中承上启下的虚拟组织层 QoS 参数进行新的分类和测量.该文利用
SNAP(service negotiation and acquisition protocol)协议对基于网格 QoS 层次结构模型的网格 QoS 参数的映射转
换过程进行分析,并设计了网格资源管理仿真系统,运用相关的网格 QoS 的研究改进了现有的 Min-Min 算法.
从而可以在满足用户 QoS 需求下有效地提高网格资源的利用率和服务请求的成功率.
杜晓丽等人的《一种基于模糊聚类的网格 DAG 任务图调度算法》针对网格环境中任务调度规模庞大、
分布异构和动态性等特点,提出一种基于模糊聚类的网格异构任务调度算法.该算法利用模糊聚类方法对目标
系统(处理单元网络)进行预处理,实现了对处理单元网络的合理划分,使得在任务调度时能够较准确地优先选
择综合性能较好的处理单元聚类,从而缩小搜索空间,极大地减少了任务调度时选择处理单元的时间耗费.此
外,就绪任务优先级的构造既隐含考虑了关键路径上节点的执行情况对整个程序执行的影响,又考虑了异构资
源对任务执行的影响.
庄毅等人的《基于数据网格的书法字 k 近邻查询》提出了一种在数据网格环境下的书法字 k 近邻查询方
法.当用户在查询结点提交一个查询书法字和 k 时,首先以一个较小的查询半径,在数据结点进行基于混合距离
尺度的书法字过滤,然后将过滤后的候选书法字以“打包”传输的方式发送到执行结点,在执行结点并行地对这
些候选书法字进行距离(求精)运算,最终将结果书法字返回到查询结点.当返回的书法字个数小于 k 时,扩大半
径值继续循环,直到得到 k 个最近邻书法字为止.该方法在减少网络通信开销、增加 I/O 和 CPU 并行、降低响
应时间方面具有较好的性能.
申德荣等人的《支持多领域动态数据集成的数据库网格系统》提出了一个采用 SOA 思想、支持多应用领
域数据共享的数据库网格系统 DS_Grid,实现用户按需、透明地访问和使用丰富的数据资源.DS_Grid 采用一种
基于 P2P 多 Chord 的网络体系结构,实现数据资源的分布存储、查询处理和动态集成.系统基于文本相似性,可
分领域地注册数据资源,实现资源的快速发现;根据领域本体知识和推理规则,实现基于语义的智能查询;采用
多根节点多点维护的数据资源副本管理机制,提高系统可靠性;基于关键字过滤的数据集成策略,减少通信代
价;采用分布式聚类技术,实现大数据量信息的概要显示.
袁平鹏等人的《一种基于 Cache 的网格任务反馈调度方法》针对目前网格环境下的自治性、动态性、分
布性等特征,提出了一种动态的网格调度技术——基于 Cache 的反馈调度方法.该调度方法依据 Cache 中所存
放的最近访问过的资源信息,如最近一次请求提交时间、任务完成时间等信息进行反馈调度,将任务提交给负
载较小或性能较优的资源来完成.该方法不但可以有效减少不必要的延迟,而且在任务响应时间的平滑性、任
务的吞吐率及任务在调度器等待调度的时间上要优于随机调度等传统算法.
郭得科等人的《一种 QoS 有保障的 Web 服务分布式发现模型》研究了基于 QoS 约束的服务发现,以及如
何提高服务发现系统的可用性问题.在研究 Web 服务的三维 QoS 模型基础上,设计了基于 QoS 约束的服务选择
算法,提出了集成服务选择算法的 UDDI 兼容扩展模型,并运用可扩展 Kautz 图和 Bloom Filters 理论,提出分布
式 UDDI 的实现机制.该模型的原型系统在国家地质调查网格中得到应用,扩展的 UDDI 模型具有很高的查准
率、响应率以及较好的负载均衡能力,而模型的分布式实现机制在保障查询性能的前提下,提高了发现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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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和可用性.
郭勇等人的《面向服务的网格软件测试环境》分析并研究了面向服务的网格软件测试关键技术,重点从网
格服务测试、网格性能测试以及网格软件测试管理 3 个方面探讨了网格软件测试环境的构建.
王勇等人的《服务质量感知的网格工作流调度》在网格工作流中引入服务质量,使得网格中的资源更好地
围绕用户的要求进行组织和分配.服务质量为工作流执行过程中选择成员服务提供了依据.工作流服务质量的
估算和服务质量感知的工作流调度是实现服务质量感知的网格工作流的两个关键问题.该文基于一种网格工
作流模型,讨论了网格工作流的服务质量参数体系,提出了工作流服务质量的估算算法和网格工作流调度数学
模型,并提出了基于遗传算法的调度方法.
林伟伟等人的《树型网格计算环境下的独立任务调度》讨论了在网格资源计算能力和网络通信速度异构
的树型计算网格环境下,独立任务的调度问题.与实现最小化任务总执行时间不同,该任务调度采用整数线性规
划模型,得到最优任务分配方案——各计算节点最优任务分配数.基于最优任务分配方案,构造了两种动态的需
求驱动的任务分配启发式算法.
董剑等人的《一种基于 QoS 的自适应网格失效检测器》研究了构建可靠的网格计算环境所必需的基础组
件之一——失效检测器.由于网格中存在大量对失效检测有着不同的 QoS 需求的分布式应用,因此,对于一个网
格失效检测器来说,为保持其有效性和可扩展性,应该既能准确提供应用程序所需的失效检测 QoS,又能避免为
L
满足不同 QoS 而设计多套失效检测器产生的多余负载.该文基于 QoS 基本评价指标 (TDU , TMR
, TMU ) ,采用 PULL

模式主动检测策略实现了一种新的失效检测器,同时支持多个应用程序定量描述的 QoS 需求,而不需要关于消
息行为和时钟同步的任何假设.
李志洁等人的《一种基于序贯博弈的网格资源分配策略》提出了一种基于序贯博弈的优化用户时间的网
格资源分配策略.该策略将正比例资源共享的网格环境中多用户竞争同一计算资源的问题形式化为一个多人
序贯博弈,通过寻求该序贯博弈中各个阶段博弈的纳什均衡解预测资源负载,然后利用此负载信息生成所有用
户的最优出价组合和资源的优化价格,最后根据各用户出价按比例分配资源的计算能力,实现资源的优化分配.
该策略能够降低资源占用时间,即总的作业执行时间,更好地适应网格环境下异构资源的动态性.
魏宇欣等人的《智能网格入侵检测系统》结合智能检测技术,并采用先进的网格体系结构,提出了一种智
能网格入侵检测系统.该系统采用基于神经网络的检测技术,为了实现各数据分析引擎的负载平衡,采用基于资
源可用度的调度算法决定任务的分配;为了减少告警数量,采用基于乘性递增线性递减的动态窗口调整算法进
行警报合成.该入侵检测系统不仅能够充分利用网格上的资源进行入侵行为的发现,而且实现了资源使用的负
载均衡,解决了传统的分布式入侵检测系统在网络流量大的情况下效率下降的问题,并采用先进的告警融合方
式提高系统的总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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