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天文台与互联网格技术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１０００１２）
崔辰州 赵永恒

摘 要 虚拟天文台是建立在当代天文探测器制造技术以及计算机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基
础上的。它将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格式、各个波段的天文数据统一利用起来，形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同时，它还将提供各种数据检索、数据计算、数据可视化、数据挖掘等各种工
具并可接受用户自己开发的程序，按照用户的要求对这些数据进行高效的处理，进而开展天
文研究工作。互联网格技术是正在兴起的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它将把整个互联网整合成一台
巨大的超级计算机，实现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专家资源
的全面共享，为用户提供一步到位的服务。虚拟天文台与互联网格技术的结合将是客观发展
的必然。网格技术为虚拟天文台的实现提供技术支持，虚拟天文台为网格技术提供试验场并
对其发展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天文学界和信息产业界的合作必将是一种双赢的合作，将大大
推动天文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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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 拟 天 文 台 （ 简 称 Ｖ Ｏ ）基本工作原理
巡天（Ｓｋｙ Ｓｕｒｖｅｙ），就是对整个天区进行观测、普查。如果利用可视化工具和望远镜巡
天得到的数据把所观测的天体再现出来，就是一个数字虚拟天空。如果综合利用γ射线巡天、
Ｘ 射线巡天、紫外巡天、光学巡天、红外巡天和射电巡天所得到的观测数据，便可以构成一
个全波段的数字虚拟天空。通过可视化软件按用户要求显示这些巡天望远镜所观测到的任何
部分的天空，这就仿佛是一架虚拟的大型望远镜。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开发出功能强大的计算
软件、检索软件、统计分析软件等各种应用工具，这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虚拟天文台。到时
天文学家要进行科研工作便只需要打开电脑、登录网站、输入几个参数、点几下儿鼠标即可。

虚拟天文台产生的天文与技术背景
两百多年来，天文研究通常都是单个天文学家或者天文学家小组进行小数目天体的观
测。在过去，天文学家花整个一生所获得的资料仅能勉强得出有统计意义的结论。加上威力
大的设备观测时间非常有限，那些需要大量数据来解决的天体物理问题就无法进行研究。
现在情况正发生着戏剧性的迅速变化。这一变化是由近年来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
所推动的。这场天文学上革命性变化的主要领域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望远镜的设计和制造、
大尺寸探测器阵列的开发、计算能力的指数增长以及通信网络覆盖和容量的不断增长。
望远镜设计和制造的进步使得大型空基天文台成为可能，为γ射线、Ｘ 射线、光学和红
外天文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新一代的大口径地面光学和红外望远镜以
及毫米波与厘米波单天线和多天线阵的建造成为可能。在光学和红外波段，这些进步已经与
极灵敏的、高分辨率而尺寸不断增大的探测器阵列结合起来。随着这些技术进步不断成熟，
功能更好、口径更大的空间和地面望远镜正在计划中。这些设备配有使用面积更大、像元更
多的探测器的先进仪器。如同 Ｍｏｏｒｅ 定律反映计算能力随时间指数增长，近年来实测天文技

术的进步使得天文发展实际也要用 Ｍｏｏｒｅ 定律来描述。
更多的地面和空间大口径和复杂仪器的天文设备的出现必将产生一个关键而必然的结
果：数据流极大地增加。比如我国将在 ２００４ 年建成的 ＬＡＭＯＳＴ 望远镜每夜观测得到的数据约
为 ２ＧＢ，目前哈勃空间望远镜（ＨＳＴ）每天大约产生 ５ＧＢ 的数据，而美国正在计划中的大口径
全景巡天望远镜（ＬＳＳＴ）每天将产生 １０ 兆兆字节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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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哈勃太空望远镜数据中心数据量的增长
除了数据增长速度外，进行观测的方式也有了变化。尽管新的地面和空间天文台还将继
续分配给单观测者／单计划的观测模式的研究相当多的观测时间，但更多的时间是用来进行
大规模的巡天。这些大的巡天计划将会产生大量质量均匀、标准统一的数据，通常会以兆兆
字节来衡量。其内容的丰富和深度是空前的，因而能为广大用户提供独一无二的机会去应用
这些数据从事各种科学问题的研究。此外，这些数据是使用昂贵的、而技术先进的设备获得
的，而大大超额的对设备使用的申请，不允许重复已经做过的观测，所有这些都要求对数据

普遍存档。
使天文学研究的特征发生变化的另一个主要的技术进步是高速互联网技术，比如第二代
互联网技术，特别是正在浮现的互联网格技术。高速的互联网传输速率加上地面和空间设备
的高效率的数据采集，使得在不同地点间的大量数据交换成为可能。这将使得广大用户能够
访问使用其中特定部分的数据，其潜在科学产出将是巨大的。
面对这样包含数亿个源的多波段数据档案，天文学界显然需要访问这些档案和分析其中
数据的工具。数据挖掘、先进的模式识别、大规模统计交叉关联、罕见天体以及时变的发现
等机会，显然都是存在的。此外，有了这样的数据集，将在天文学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将复杂
的数值模拟和统计上完备的多变量的数据进行有意义的对比。
近年来的这些技术进步汇合在一起，它将完全改变现行的大部分观测天文学的工作方
式。这些变化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它们对天文学本身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
表明，建立一种结构去有效地综合这些技术能力势在必行。
虚拟天文台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它将使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它将
成为开创“天文学发现新时代”的关键性因素。虚拟天文台将是独一无二的，它将兆兆字节
的数据档案、波长遍及从γ射线到射电波段的成百万个天体的图像库、高度复杂的数据挖掘
和分析工具、可访问带有千兆兆字节存储容量的每秒运算次数达到万亿次的超级计算设备、
以及在各主要天文中心间的极高速的互联，连成一体。它使成千上万的研究者可以快速查询
各个达兆兆字节大小的档案；使埋藏在庞大星表和图像数据库中的多变量图案可视化；增加
发现复杂图案和稀有现象的机会；鼓励多个研究小组间的实时合作；允许进行大型的统计研
究，这些研究将首次使数据库的内容和复杂精密的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比。虚拟天文台将促
进我们对许多决定宇宙演化的天体物理过程的理解。它会用更经济的投资产生新的、更好的
科学。虚拟天文台将作为一个协调性的和操作性的机构促进工具、协议和合作方面的发展，
去充分实现未来天文数据库的科学潜能。

虚拟天文台的技术框架
虚拟天文台将成为“天文学发现”的一个发动机。虚拟天文台将是技术上可行的，是以
科学来推动的。为了确保其持续的生命力，虚拟天文台必须包含几个主旨思想：
l
虚拟天文台必须是进化的 。由于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这种进化的特性将成为
虚拟天文台自始至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l
虚拟天文台本质上必须是分 布 式 的 。不管是天文数据、各种应用工具软件还是
虚拟天文台的组织管理机构都将在全球范围内分布。
l
虚拟天文台必须是集成的 。它将向用户提供统一的、一体化的服务。资源的管
理也许会通过全新的网络操作系统负责。研究中的网格操作系统将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l
虚拟天文台必须为 公 众 服 务。通过虚拟天文台可以得到巨大的数据集和附带的
分析工具，它们将给教育领域和公众领域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l
虚拟天文台必须面 向 全 球 需 要。虚拟天文台使用的数据将来自世界各国的天文
观测项目。同时，它提供的服务也要向全世界开放。
l
虚拟天文台必须提 供 一 条 通 向 未 来 的 道 路。它将是一个起催化和促进功能的机
构，为天文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虚拟天文台的实施涉及到许多重大的技术挑战。这包括现有的天文数据归档工作的协调
以及新能力和新结构的发展。虚拟天文台的主要技术组成包括数据档案、元数据标准、数据

访问层、查询和计算服务，以及数据挖掘应用。这些能力的发展要求与信息技术界的密切合
作。
实施虚拟天文台所面临的技术挑战是如何来解决相互对立的需求。一方面数据是广泛分
布的，另一方面虚拟天文台的大型科学前沿研究需要巨大的计算资源和快速的数据本地访
问；一方面要采用复杂的元数据标准和访问协议将分布的档案和网络服务连为一体，另一方
面还要使小型档案接入虚拟天文台简便可行，以鼓励人们发表新收集的数据；一方面数据收
集和计算服务是广泛分布的，另一方面还需要尽可能统一的系统接口以使数据和服务尽可能
地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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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对虚拟天文台的使用

数据档案
数据档案里存储着数据集（如星表、图像和光谱），组织成逻辑相关的数据集合，也存
储着描述数据档案及其数据保存的元数据。用户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访问，如 ＷＷＷ、ＦＴＰ，
或其它访问协议。

元数据标准
元数据是描述虚拟天文台的一些要素的结构化信息。元数据用来描述档案、档案提供的
服务、其中的数据集合、每个数据集合的结构和语义、以及数据集合中每个数据集的结构和
语义。典型的天文数据集是星表、图像或光谱等数据对象。

数 据访 问 层
数据访问层（ＤＡＬ）将提供统一的界面来访问虚拟天文台中所有的数据、元数据和计算
服务。

查询和计算服务
当数据访问层和元数据标准允许虚拟天文台连接档案和访问数据时，就需要查询和计算
服务来支持信息发现和提供数据挖掘所需要的统计相关和图像分析的能力。

数据挖掘应用程序
虚拟天文台应该提供这些工具，包括大型的多变量数据集的可视化和统计分析工具，让
用户在极其丰富的数据海洋里产生新的成果。

信息系统研究
在存储技术、信息管理、数据处理、分布和并行计算、高速网络、数据可视化和数据挖

掘等各个领域，虚拟天文台将突破现有技术的限制。这就要求学术界和工业界携起手来共同
研究和开发虚拟天文台所需要的信息系统技术；要求与其它科学分支和与超级计算机中心进
行合作，来开发元数据处理、数据处理和分布式计算的标准。数据挖掘是一个需要天文学家、
计算机科学家、数学家和软件专家一起合作才能解决的多学科问题。

教育和普及
虚拟天文台具有基于互联网的内禀性质，因此能够在前所未有的社会和地理范围内提供
各式各样的高质量的科普和教育方法。 职业教育和普及人士（教育家、天文馆和科学展览
馆的工作人员、科普作家和科学记者等）将广泛地使用这些资源创建科普网站，编写课程教
材和制作精美的演示等等。

国 际 Ｖ Ｏ 的发展现状
虚拟天文台的概念设想首先是在美国名为“新千年中的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科学展望
中以首要位置提出的。概念已经提出便得到了世界各国天文学界乃至信息产业界的高度重
视，纷纷提出自己的虚拟天文台计划。目前，有些虚拟天文台计划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经费
支持并开始启动。当前在世界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虚拟天文台计划主要有美国的国家虚拟天文
台计划、欧洲的天体物理虚拟天文台计划、英国的天文网格计划、加拿大天文数据中心发展
数据挖掘技术的计划。

美 国 国 家 虚 拟 天 文 台 （ＮＶＯ ）
国家虚拟天文台是完全建筑于天文数据库和网络信息技术之上，需要强大的计算机与网
络的软硬件支持，以及开发新的数据分析技术和知识发现工具。其利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
数据存储和分析技术，将来自地面和空间观测站的天文观测数据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目标是
最大化来自这些观测数据的科学潜力，将数据以统一的标准的格式提供给专业研究者、天文
爱好者和学生。该项目已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立项，获得一千万美元资金资助，历时五年。
主要科学目标包括：多观测参数空间的探索、稀有天体与新型天体的发现、多波段天文
学和统计天文学的崛起、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

欧 洲 天 体 物 理 虚 拟 天 文 台 （ＡＶＯ ）
天体物理虚拟天文台项目是由欧洲南方天文台（ＥＳＯ），法国斯特拉斯堡天文数据中心
（ＣＤＳ），空间望远镜欧洲协调机构 ＳＴ－ＥＣＦ，巴黎天体物理研究所，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等联
合提出的。他们将历时三年来进行虚拟天文台的设计和应用的研究（ Ａ 阶段）。该提议于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份提交，如今已批准并得到近三百万英镑的启动资金。工作组决定于 ２００２ 正式启动，
主要集中在科学要求，科学互动和新的技术领域，Ａ 阶段将为 Ｂ 阶段（预计需要六千万英镑）
的完全可操作的虚拟天文台打下坚实的基础。
Ａ 阶段主要发展目标有：
１． 制定细致全套的科学要求文档，用以设计、应用、操作虚拟天文台，配套以分布的、
逐步升级的网格计算设施。
２． 构造恰当的平台和界面，把来自地面和空间观测设备的天文数据库有机地统一到虚
拟天文台的数据库中。
３． 推动天文学家与计算机软硬件工程师的合作。在虚拟天文台和网格技术的主要领域
（例如计算机网络、数据库设计和存储管理等方面），发展与欧洲工业界的对话。
４． 与一些要建立虚拟天文台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加强合作与交流，最终
创建全球性虚拟天文台。

英国天文网格
在英国，2003 年和 2005 年两个新的数据爆炸点即将到来，即当 ＵＫＩＲＴ ＷＦＣＡＭ、ＶＩＳＴＡ
项目正式上马，每晚将产生成百上千 ＧＢ 的数据。英国在 Ｘ 射线、太阳、空间等离子体物理
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随着新的数据的到来，给英国天文界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要想保
持自己的领先优势，他们提出了天文网格来应对这个挑战。这个项目是英国天文界组织的将
历时三年的天文服务网格项目，PPARC e-science 项目分配资金两千六百万，其中五到六百
万用以天文研究，大多数用于天文数据网格。
项目目标主要包括：
１：建立用以处理英国主要天文数据的数据网格。
２：开发高效的数据库查询，数据挖掘工具。
３：提供一个标准的数据库查询和数据挖掘的软件接口。
４：实现同时检索多个数据库的能力。
７：实现用户上传算法进行数据挖掘。

加 拿 大 天 文 数 据 中 心 （ＣＡＤＣ ）发展数据挖掘技术的计划
加拿大天文数据中心决定发展从大的科学数据库中进行数据挖掘的工具，于是提出发展
数据挖掘技术的提案，该项目历时三年，直接费用一百五十万美元。ＣＡＤＣ 在过去十年在数
据存储、加工、存档、分布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是首家使用 ＷＷＷ 界面服务器，同时又是第
一个使用 ＣＤ－ＲＯＭ 技术的场所，而且与国际上许多单位都有过成功的合作关系，在计算器软
件方面成果斐然。在各国争相出笼虚拟天文台的形势下，加拿大天文学界为保持其在国际方
面的领先优势，增加该国天文学家的工作效率，提出了在加拿大天文数据中心发展数据挖掘
中心的提案，为逐步过渡到全球性虚拟天文台做准备。
计划的主要目标：（决定在 ２００３ 年结题）
１：加强加拿大在发展 ＴＥＲＡＰＩＸ 数据管道方面的作用，包括图像处理、图像分析和数据
库建立。
２：对 ＴＥＲＡＰＩＸ 和所有其它 ＭＥＧＡＣＡＭ 数据，建立 ＴＢ 量级的数据库。
３：提高对 ＴＥＲＡＰＩＸ 数据进行数据挖掘的能力，如对 ５ 千万个天体快速查询、提取、可
视化、统计分析、与其他的数据库交叉证认，创建多波段数据库交叉证认的工具雏形。
４：提高利用用户提供的子程序对 ＴＥＲＡＰＩＸ 的图像进行再现的能力。

网 格 （Ｇｒｉｄ ），第三代互联网技术
从上世纪 ６０ 年代末开始研究计算机分组交换技术到今天，互联网已经走过两代历程。
第一代是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主要的成就是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计算机用 ＴＣＰ／ＩＰ 协议连
接起来，主要的应用是电子邮件。第二代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主要成就是把成千上万网站上
的网页连接起来，主要的应用是 Ｗｅｂ 信息浏览以及电子商务等信息服务。目前正处于从第二
代互联网向第三代互联网过渡的转型期。第三代互联网可称为信息服务网格（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ｒｉｄ），其主要特点是不仅仅包括计算机和网页、而且包括各种信息资源，例如数
据库、软件以及各种信息获取设备等，它们都连接成一个整体，整个网络如同一台巨大无比
的计算机，向每个用户提供一体化的服务。简单地讲，传统互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硬件的连通，
Ｗｅｂ 实现了网页的连通，而网格试图实现互联网上所有资源的全面连通，包括计算资源、存
储资源、通信资源、软件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等。
国外媒体常用“下一代互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２”、“下一代 Ｗｅｂ”等词语来称呼与网格

相关的技术。要注意的是，“下一代互联网”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２”又是美国的两个具体科研项
目的名字，它们与网格研究目标相交，但研究内容和重点有很大不同。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李
国杰院士认为，网格实际上是继传统互联网、Ｗｅｂ 之后的第三个大浪潮，可以称之为第三代
互联网。
物质与能量原则上只能分享，一吨水、一度电你使用了我就不能使用。而信息的最大特
点是可以共享，不会因使用同一信息资源的用户多而被耗尽。在过去几年的信息化建设中，
我们往往忽视了“信息应该共享”这一最本质的应用要求，把信息当成物质与能量一样使用
这已造成极大的浪费。
第三代互联网要解决的信息共享不是一般的文件交换与信息浏览，而是要把所有个人与
单位连接成一个虚拟的社会组织，实现在动态变化环境中有灵活控制的协作式信息资源共
享。信息服务网格与 Ｗｅｂ 最大的区别是一体化，即用户看到的不是数不清的门类繁多的网站，
而是单一的入口和单一系统映象。比如一个用户打算出去旅游，只要向网格系统一次性输入
出游人数、出游地点和时间以及其他特殊要求，不必分别与航空公司、铁路、旅行社、旅馆、
气象部门、商店等单位联系，信息服务网格将自动与各有关部门协调，给用户完整的旅游方
案并做好全部预订手续。由于信息资源的需求与供给都在动态变化而且分布在全国甚至世界
各地，完成用户要求的一项服务可能要调用北京的超级服务器、上海的数据库或安装在西安
的某台计算机上的软件，因此对服务器的响应时间、网络的带宽、特别是网格管理软件的复
杂性与灵活性以及网络上各种设备的互操作性都有很高的要求。

互联网格的发展目标
现有的 Ｗｅｂ 信息服务器就好像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世界上一个个孤立的小岛。虽然这些“小岛”
之间暂时还有充足的带宽资源可用，但大量的信息还是被“锁”在各个小岛的中央数据库
里，各 “孤岛”之间并不能按照用户的指令进行有意义的交流。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
是建立跨越 Ｗｅｂ 的信息分布和集成应用程序逻辑——信息网格。
信息网格是要利用现有的网络基础设施、协议规范、Ｗｅｂ 和数据库技术，为用户提供一
体化的智能信息平台，其目标是创建一种架构在 ＯＳ 和 Ｗｅｂ 之上的基于互联网的新一代信息
平台和软件基础设施。在这个平台上，信息的处理是分布式、协作和智能化的，用户可以通
过单一入口访问所有信息。信息网格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能够做到服务点播和一步到位的服
务。简单地讲，网格是把整个互联网整合成一台巨大的超级计算机，实现计算资源、存储资
源、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专家资源的全面共享。
第三代互联网的兴起将改变传统的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和 Ｃｌｉｅｎｔ／Ｃｌｕｓｔｅｒ 结构，形成新的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Ｇｒｉｄ 体系结构。客户端是各种各样的上网设备，而连在网上的各种服务器将组
成单一的逻辑上的网格。
第三代互联网的本质特征表现在应用上。信息服务网格的服务包括文件消息、计算、信
息内容、事务处理和知识服务等，因此信息服务网格可大致分为数据网格、计算网格、信息
网格与知识网格。
网格技术的产生、发展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计算资源的广域分布、网络技术（特
别是互联网）以及不断增长的对资源共享的需求。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只有很少
数量的大型计算机，它们通常被安装在相互独立的计算中心内，多个计算机用户通过使用终
端来共享一台大型机的资源，但却不能同时共享多台大型机的计算资源。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展，多台大型计算机可以在局域网内互连，用户通过网络便可以同时使用多台计算机的资源。
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使得网格计算技术的产生成为可能。图 ４ 显示了计算资源共享的
发展过程。

图 ４ 计算资源共享的发展过程
网格系统可以分为五个基本层次：构造层、连接层、资源层、汇集层和应用层。
构造层和连接层与传统互联网中的连接层、互联层和传输层的功能基本相同。
资源层是构成网格系统的硬件基础，它包括各种计算资源，如超级计算机、贵重仪器、
可视化设备、现有应用软件等，这些计算资源通过网络设备连接起来。
汇集层是指一系列工具和协议软件，其功能是屏蔽网格资源层中计算资源的分布、异构
特性，向网格应用层提供透明、一致的使用接口。汇集层也称为网格操作系统，它同时需要
提供用户编程接口和相应的环境，以支持网格应用的开发。
应用层是用户需求的具体体现。在网格操作系统的支持下，网格用户可以使用其提供的
工具或环境开发各种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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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网格技术和虚拟天文台的对应关系

互联网格的发展现状
网格作为互联网的第三次浪潮，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目前国外各
大公司都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尽管各公司、各种学术团体采用的术语不同，但追求的目标
都是攻克第三代互联网的关键技术。计算机方面的世界级大公司竞相推出了网格技术基础平
台和相关的协议标准。
在国外，最著名的网格计算研究是 Ｇｌｏｂｕｓ 项目和 Ｌｅｇｉｏｎ 项目。他们现在都已经推出了

各自的网格软件。
微软的．ｎｅｔ 技术宣称是超越浏览器、超越网站的具有革命性的新技术，其基本理念是：
不再关注单个网站和与互联网连接的单个设备，而是让所有的计算机、相关设备和服务商协
同工作，提供更广泛和丰富的解决方案，使人们能够控制信息并让它在指定的时间以指定的
方式传送给自己。据悉，除了．Ｎｅｔ 以外，微软内部正在开发全面支持网格的下一代视窗操
作系统，计划在 ２００５ 年完成。
ＩＢＭ 公司倡导的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是一种较成熟的商业计算服务共享解决方案，它可以使全
球范围内的采购商、供应商和交易市场以低廉的价格共享商业服务。
Ｓｕｎ 公司利用其在跨平台语言方面的优势，以 Ｊａｖａ 为核心推出了相应的 Ｊ２ＥＥ 平台规范。
Ｏｒａｃｌｅ 在其最新版本的应用服务器 Ｏｒａｃｌｅ９ｉＡＳ 中推出了全新的 Ｏｒａｃｌｅ Ｐｏｒｔａｌ （Ｐｏｒｔｌｅｔｓ）
技术。这些都是面向信息网格的新一代技术和解决方案。
同时，支持信息网格的关键协议如 ＸＭＬ、ＳＯＡＰ、ＵＤＤＩ、ＷＳＤＬ 都逐渐成熟并成为各种平台
支持的基本协议。
我国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计算所
就建立了专门的网格研究队伍，开始研究与网格相关的技术，并开发成功了多个版本的信息
一体化平台。
从 １９９９ 年底到 ２００１ 年初，中科院计算所联合国内十几家科研单位，共同承担了“８６３”
重点项目——“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的研发任务。该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计算资源广域
分布、支持异构特性的计算网格示范系统，它把我国的 ８ 个高性能计算中心通过互联网连接
起来，进行统一的资源管理、信息管理和用户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多个需要高性能计
算能力的网格应用系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今后五年内，我国的信息网格将初步
建立。

建立在网格构架上的虚拟天文台
从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利用网格技术作为基础来发展虚拟天文台将是必然
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虚拟天文台的建立和实现需要网格技术的支持。
虚拟天文台的最终发展目标就是实现全球天文数据的高级共享，同时提供一整套的智能
化工具。ＴＢ 量级甚至 ＰＢ 量级大型天文数据产出项目的不断涌现，对数据存储、数据管理、
数据传输、数据检索等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如此海量分布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
究，就必须有全新的数据共享、数据互操作、作业调度、数据可视化、数据统计分析、数据
挖掘、数据安全管理等工具的支持。
虚拟天文台的这些需求正是网格技术要实现的目标。网格技术将实现把整个互联网整合
成一台巨大的超级计算机，实现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数据资源、信息资源、知识资源、专
家资源的全面共享，为用户提供一步到位的服务。因此，虚拟天文台把网格技术作为自己的
技术基础将是可行而明智的选择。
另一方面，虚拟天文台将为网格技术的发展提供最好的实验场。
天文数据有着其他学科数据无法比拟的特点：
１． 天文数据绝大部分是开放数据。国际上的许多大型天文观测项目的观测数据都会及
时在互联网上公布，并可以免费下载或者向项目索取。这为数据共享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
２． 天文数据的数据量非常大。现有的以及即将实施的天文项目每天都会产生 ＧＢ 甚至
ＴＢ 量级的数据。天文数据中心的存贮容量已经达到 ＴＢ 量级，并开始向 ＰＢ 量级扩展。

３．

天文数据有比较好的归档。当前，世界上已经有多家天文数据中心在天文数据归档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比如 ＡＤＳ 和 ＣＤＳ。这为数据库的建立、
元数据标准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４． 天文数据的格式多种多样。在天文界，数据的内容主要有星表、星图、光谱等。数
据的格式则各种各样。不管是以文本文件存贮还是以图像文件存贮，其内部格式都
依不同的天文观测项目而变化。格式的多样化为数据共享和互操作提出挑战。
５． 天文数据是全波段的数据。从伽玛射线、Ｘ 射线、紫外、光学、红外到射电波段都
有观测项目在工作。多波段数据的证认为海量数据计算和挖掘提出很高的要求。
虚拟天文台要实现对这样数据的融合。这样的发展目标为网格技术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试
验场。从网格基础设施的构建，到网格操作系统的开发，最后到网格天文应用工具的实现，
虚拟天文台为网格技术提供了一整套的应用需求。
虚拟天文台的实现不可能仅是天文学家的事情，必须与计算机、网络、数学等领域的专
家共同努力。这无论对天文学还是对信息科学、数学都是双赢甚至多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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