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服务网格及其在制造网络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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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向知识和面向服务是下一代网格的发展方向。本文把网格技术应用于网络化制造，
为解决制造网络中知识资源的共享和利用问题，在对制造网络的需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给出
了知识服务网格在制造网络中的应用模式，在该知识服务网格中，用户能够自主定义和管理
其对外提供的知识服务，并有偿的利用外部知识服务满足自己的应用需求。本文进一步提出
了由代理封装层和使能工具层组成的知识服务网格的架构图，给出了知识服务的建模方法，
详细描述了知识服务网格的包括注册、建模、执行在内的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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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网格是 Internet 发展的高级形式，旨在提高网络资源利用率，是最具有潜力的发展领
域之一。各国政府部门纷纷设立有关网格技术的科研项目，例如美国开展的以 Globus 为基
础的网格计算项目[1]，欧洲原子能研究机构 CERN 开展的数据网格 DataGrid 项目[2]，英国工
业部支持的 e-Science 项目[3]等等。现阶段，网格应用的主流都侧重于科学研究领域，而在
其他行业却较少见到网格应用的成果，网格的应用潜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4]

文献 将网格技术与网络化制造进行对比，认为网格技术能够很好地满足实施支持制造
企业协同的网络化制造系统的需求，因此探索将网格技术应用于网络化制造，基于网格技术
构建支持制造企业协同的制造网络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制造网络是实现企业和社
会资源共享和集成，支持企业群体协同运作的集成支撑环境，它基于网格和相关计算机与信
息技术，通过网络将分散在不同企业和社会群体（包括研究院所、中介服务机构等）中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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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制造、管理、技术和软件资源通过封装和集成，屏蔽资源的异构性和分布性，以透明的
方式为用户提供各类制造服务。在制造网络中，企业能以请求服务的方式方便地获得所有与
制造相关的服务，能够像使用本地资源一样方便地使用封装在制造网络中的所有资源，实现
各类资源的集成和优化运行。
制造网络中有很多关键技术需要解决，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如何优化利用制造网络中的知
识资源，提供知识化的服务，如何使这些知识服务协同运行。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利用知识网
格。目前世界上有一些组织正在进行知识网格的研究，例如英国的国家 e-Science 中心对知
[3]

识网格的研究主要关注它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 ；中国科学技术研究院对知识网格的研究
[5，6]

主要是想把现有的网络发展成为智能的协同工作及决策支持平台

。但是这些研究都并

非面向制造领域的需求，不能解决制造网络内知识资源的共享和利用的问题。本文就此问题，
根据制造网络中企业应用的需求，提出了制造网络中的知识服务网格的应用模式、体系结构
和运行过程。

1

网格的概念和发展趋势

[7]

网格 是构筑在互联网上的一组新兴技术，它将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
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为用户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交互性，其目的是实现
各种资源的全面共享。2000 年，Ian Foster 把网格进一步描述为“在动态变化的多个虚拟
[8]

机构间共享资源和协同解决问题 。”
[9]

网格的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代网格系统包括针对高性能计算资源共享的
所有解决方案； 第二代网格系统引入了中间件的概念来解决大规模计算能力和海量数据的
问题； 第三代网格系统采用了面向服务的方法，是元数据使能的，并且具有自治性。
下一代网格的发展趋势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0]

。一是必须解决海量数据的问题，

其关键在于把这些数据转化为有用的数据即知识，从而提高数据利用率。另一个因素是各种
信息技术，例如移动计算、无处不在的计算、本体论、P2P 等等，这些技术会影响下一代网
[10]

格的体系结构、计算模型和应用。因此，下一代网格有两个趋势

。首先，要通过对已有的

软件组件的组合和重用以及对基于知识的服务和工具的开发，简化和结构化网格应用的体
系。另一趋势是采用元数据来描述资源、服务等，同时对这些元数据进行利用和传递，从而
[10]

实现各种过程的自动化，如服务发现和谈判、应用的分解、知识发现等等
务和面向知识都是下一代网格的重点。

。因此，面向服

1.1

网格服务

开放网格服务结构 OGSA

[11]

是目前最新的一种网格体系结构。它延伸了 web service 的

概念，把面向服务的概念引入到了网格中。OGSA 定义了“网格服务”的概念。网格服务是
一种 Web Service，该服务提供了一组接口，这些接口的定义明确并且遵守特定的惯例，解
决服务发现、动态服务创建、生命周期管理、通知等问题。网格就是可扩展的网格服务的集
合，即网格＝{网格服务}。OGSA 中实现的是对服务的共享。

以网格服务为中心的模型具有以下优点[11, 12]：所有网格服务都基于一组相对统一的核
心接口实现，便于建立具有层次结构的、更高级别的服务；使服务所有者保持对所提供服务
的所有权，同时能让其它人在适当的约束下使用这些服务；通过统一的接口和签订服务契约
的方式，使用户可以发现服务并透明地访问服务；允许根据应用需求将不同的服务进行柔性
的组合；支持系统的进化，当新的内容和技术出现时，只需要加入新的服务即可。
[10]

网格服务扩展了 Web Service 的概念，它们有以下不同点

：网格服务是动态的和短暂

的，可以随时启动或者关闭，改变其可用性；网格服务是分布式的，非集中控制的，并且不
存在全球统一的信赖关系；网格应用可能包含成百上千的网格服务，这些网格服务必须有效
地协同工作才能完成一个网格应用；网格应用通常有很长的生命周期，这就对网格服务也有
相应的生存周期的要求。

1.2

知识网格

[12]

Keith G. Jeffery 提出，网格的概念模型包含三层结构

：知识层、信息层和计算/数

据层。
z

数据/计算层：这一层主要负责计算资源的分配、调度和执行方法以及资源之间数
据如何传递。其特点是能处理海量的数据，提供高速的网络服务，使各种资源组合
成一台单一的计算机。这一层是直接建立在物理意义上的网格资源之上的。

z

信息层：这一层负责信息是如何被表示、存储、访问、共享和维护的。这里的信息
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数据。

z

知识层：这一层关注知识是如何被获取、利用、重用、共享和维护的。这里知识的
含义是可以被用来实现一个目标、解决一个问题或者做出一个决策的信息。

尽管这个三层结构已经广为接受，当前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还主要集中于数据/计算层和
[9]

信息层。第三代网格关注信息的表示、存储、获取、共享和维护。由此文献 预测下一代的

网格将关注于知识的获取、利用、重用、发布、维护等等。因此，知识层是下一代网格技术
[9]

发展成为的关键 。知识层的目标是要作为一个基础框架来支持知识的管理和应用从而实现
特定类型的目标。为此，它是建立在数据/计算层和信息层提供的服务之上的。

2

知识服务网格在制造网络中的应用模式

知识经济时代，基于网格技术的制造网络也和网格技术本身一样面临着知识化和服务化
的需求。
首先，制造网络要求实现把知识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知识资源的集成和优化利
用。企业必须基于自身的知识资源建立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依靠自身
的知识优势获得发展机会。同时还应该能够快捷地利用研究所、咨询公司、专利局等其它各
种知识密集型组织中的知识，将研究成果快速地转化成生产力。
其次，制造网络中知识资源必须以自主式服务的形式出现、能够有条件的被其它组织利
[4]

用。制造网络具有知识密集和多方协同的特征 。其中知识密集是指，制造服务中除了制造
信息和资源，还包括软件单元和智力单元等具有知识密集特征的服务。多方协同是指：在许
多情况下，单一的制造服务不能够完成用户的目标，只有通过多个服务之间的协同工作满足
用户需求。因此，属于不同组织的各知识资源以服务的形式出现，使得其它组织能够有条件
的组合利用这些知识资源。
知识服务不能停留在 web 服务的阶段，这是因为制造网络的复杂性体现在，其中的知识
服务是动态和短暂的，同时是非集中控制的，不存在全球统一的信赖关系。并且制造服务可
能包含成百上千的服务单元，这些服务必须有效地协同工作才能完成一个应用。这就要求知
识资源以网格服务的形式出现。同时，考虑到制造企业自身有盈利的需求，有知识产权的要
求，因此制造网络中的知识服务应当具有自主权，即知识服务的所有者能自主决定是否或者
以何种条件向谁提供服务。
上述需求必须利用网格技术来解决。因为网格提供了支持大范围、非集中控制的服务共
享的环境。所有成员都既提供服务，也享受服务。这种服务是动态、短暂的，同时，能够提
供不同的服务之间协作的效率，协作之后能达到非平凡的服务质量，也就是“1+1>2”的效
果，从知识网格的角度来讲也就是知识创新。

在制造网络中应用知识服务网格，就是利用制造网络内部的一系列知识服务，通过知识
服务之间的协同，完成组织成员需要的应用。

制造网络中的知识服务网格与其它知识应用相比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采用知识服务网
格不仅实现了整个制造领域内知识资源的共享，还能支持动态知识联盟，从而支持知识创新。
知识联盟并不是简单地利用其它组织的知识解决自身的问题，学习和创造知识是联盟的中心
目标。知识联盟有助于组织之间的专业能力相结合创造新的交叉知识；能够使合作的双方同
时创新各自的知识能力。此外，知识联盟的参与者范围更加广泛，知识联盟参与者能够和其
它任何组织合作，只要这个组织拥有有益于参与者的专业能力。企业、经销商、供应商、研
究院所、政府、专利局等都可以形成知识联盟。支持动态的知识联盟从而支持知识创新，这
也是知识服务网格与其它现有技术相比的最大不同点。

这种知识服务网格的应用模式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知识服务网格是一个运行
在大范围分布环境下的异构系统，它包含多种实体，如制造单元、企业、研究所、咨询公司、
政府、专利局、律师事务所等。不同的实体在法律上是相互独立和对等的实体，它们既是知
识服务网格的用户，也同时向外提供知识服务。而知识资源作为这些实体的核心资源，具有
专利性、私密性和有价性，所以组成知识服务网格的各个实体必须保持自治性和谈判的能力，
即可以自主决定其知识服务是否或者以何种条件向谁提供服务。当申请者需要知识服务时，
知识服务网格将自动地筛选出满足其需求的所有知识服务，申请者需要与知识服务的提供者
进行协商，最终确定合作对象，签订使用合同，并按合同规定支付相应的费用以获得知识服
务。多个知识服务可以协同起来完成一个更复杂的应用。而知识服务自身在提供知识服务的
同时也不断地对自身进行更新。这样，在制造网络技术基础体系和制造网络运行管理系统的
支持下，就可以实现各实体所拥有的知识资源的有偿共享和集成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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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知识服务网格的应用模式

知识服务网格的应用的趋势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如图 2 所示。从应用深度上来说，网
格服务将由数据、信息的服务转变为知识的服务；从应用广度上来说，从企业内部发展到企
业间，最终发展到全球化的知识服务网格的应用；从应用规模上来说，从小规模集中式管理
的方式到分布式，最后发展为一个自组织的全球性大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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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知识服务网格应用趋势

下面以制造企业 A 进行新产品开发的场景为例，说明知识服务网格在制造网络中的应用
模式和运行过程。
制造企业 A 是知识服务网格中的注册用户。它向网格发出“新产品开发”的应用请求，
于是可以利用过程建模工具建立如图 3 所示的过程模型。

图 3 制造企业 A 开发新产品的过程
首先为了明确产品开发目的，需要对市场需求、新技术、竞争对手情况进行全面调研。

通过投资分析，确定产品开发在经济上的可行性。此后可以进行产品初步设计，即初步确定
产品的基本功能、结构、造型、原理等。详细设计就是要给出具体的产品草图。然后通过产
品原型仿真，检验该产品的性能是否能满足设计需求；通过产品制造仿真，检验产品的可制
造性，同时进行制造过程仿真与优化。在按照仿真确定的制造过程投入生产的同时还可以申
请该产品的专利。在进行了精细的广告策划之后，产品就可以投入市场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用到许多知识，并且可能是其它组织中的知识。例如，在调研阶段，
可能需要购买咨询公司所做的市场调查结果；在“初步设计”阶段，需要用到研究所或者专
利局已有的技术知识；在仿真阶段，需要利用其它企业或组织的仿真工具和优化技术。因此，
在过程模型建好之后，需要找到可用的知识服务，并与知识服务的所有者签订使用合同。
以“产品制造仿真”活动为例，产品制造仿真不仅需要昂贵的软硬件设施，同时也需要
虚拟制造、过程优化等先进技术的支持，制造企业 A 没有这样的能力，于是就需要借助别的
组织提供的服务。知识服务网格上注册的“产品制造仿真”知识服务有三个，分别是大型制
造企业 B、研究所 C 和研究所 D 提供的，根据注册服务器上的信息，B 企业比较知名，提供
的知识服务比较可靠，但价格较高，为 20 万元；研究所 C 和 D 提供的知识服务不知名，但
价格也仅为 5 万元，且 C 与 A 曾有过良好合作关系。制造企业 A 的预算是不能超过 10 万元。
于是制造企业 A 先向这知识服务 B 发出使用请求，并进行价格谈判，但 B 拒绝以 10 万元的
价格提供服务，谈判失败。于是 A 向 C 发出使用请求，并与 5 万元价格成交，签订使用合同，
即可在 C 的代理中进行使用权注册。此过程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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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制造企业 A 申请服务的过程
当所有服务申请完毕，制造企业 A 就可以开始启动和运行过程了。当任一活动开始时，
A 根据签订的合同向知识服务提出使用请求，知识服务的代理则根据合同验证此请求，如果

通过就向 A 提供服务。在使用服务的过程中，如果 A 对服务质量不满意，可以与服务代理进
行再协商，直至最后活动完成。
知识服务网格在制造网络中的应用对整个制造网络来说，可以增强全球范围内企业及其
它组织间的协作水平，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整个社会制造和知识资源的共享和集成，提高知识
资源的利用率，实现知识服务组件跨地域、跨企业的动态集成，减少资源重复建设和资源浪
费。对企业用户来说，可以帮助企业借助全球的知识资源开展企业经营过程，使企业更富竞
争力，高效快速地应对市场变化，满足市场需求。对研究所、高校等知识密集型组织来说，
知识服务网格可以提供将知识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渠道，为以知识服务为核心业务的组织的
形成和发展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

3

知识服务网格的体系结构

根据制造网络的应用需求，本文提出了一种知识服务网格的架构图（见图 5）。该架构
通过在知识服务和用户之间建立代理封装层以及过程使能工具层，实现用户可以定义和自主
管理自己对外提供的知识服务，同时利用外部的知识服务实现自己的应用需求。

图 5 知识服务网格架构图
代理封装层的主要功能是对知识服务进行统一管理。基本的知识服务管理功能包括知识
建模、知识检索、知识发现、知识更新等在知识的全生命周期需要用到的知识服务。通过此
功能，用户可以创建自己对外提供的知识服务，使这些知识服务按照统一的接口封装，屏蔽
知识资源的异构性，将局部知识服务封装成为可供网格上所有应用共享的全局服务，以一致
透明的方式供应用对其进行访问；同时又能让知识服务的提供者能够自主管理其知识服务，

自主决定其对外提供知识服务的条件和方式。此外，代理封装层还为实现知识服务和服务协
同提供基本的功能，例如，用户授权和安全性管理、服务状态监控等。
在具有代理能力的知识服务单元的基础上，过程使能工具层提供运行知识服务网格所需
要的使能工具，例如，用户注册与管理工具、代理能力注册与服务管理工具、过程建模工具、
合作伙伴发现与协商工具、过程执行管理工具以及服务调度工具等。在这些使能工具支持下，
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利用知识服务网格中的知识服务来完成复杂的应用。在本文第 5 节将具
体介绍在知识服务网格的运行过程中这些工具是如何工作的。

在此知识服务网格的架构中，需要研究的关键技术包括：知识服务建模技术，知识服务
搜索和发现技术，知识服务协商、服务调度技术等等。而知识服务建模技术是知识服务网格
的基础，本文主要介绍知识服务的建模。

4

知识服务建模

在制造网络中，我们所指的知识服务并不是通常意义下的各种知识或文档，而是通过
知识密集型的业务过程、能够完成某个特定功能的一个企业应用。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就意
味着当一个企业或者组织中各种零散的知识单元通过一个业务过程组织起来之后，就成为了
一个知识服务，如图 6 所示。这种知识服务既可以被企业内部利用来完成更高级的业务活动，
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源或商品单独提供给其他企业或组织。知识服务与其他普通的各种应用服
务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知识服务的提供者拥有
用户需要但是自身又缺乏的知识，于是它可以提供知识服务来解决用户的个性化的问题，同
时又能为自身带来利益。

图 6 知识服务的形成
建立知识服务要分三步进行，首先必须分析和表示出企业所拥有的知识，然后把这些
知识与特定的业务过程相结合，最后用统一的标头和接口封装成一个知识服务。
首先要对企业内的知识进行分析，并表示出来，形成知识单元。知识具有领域特征，

因此不仅要考虑通用的与领域无关的知识特性，还要考虑不同领域专有的知识特性要求。企
业内有各种各样的知识，为了能全面地分析和表示出企业内的知识，我们把知识按照层次
（level）和范畴（category）两个维度分类，从而建立一个二维的知识框架来帮助我们分
析和表示企业内大量的知识。
从知识的层次看，可以分为概念层、规则层和方法层。概念层是领域知识，即描述特
定应用领域中的主要静态信息和知识对象。规则层是推理知识，即使用领域知识的基本推理
步骤和规则。方法层是任务知识，即描述一个应用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通过将任
务分解成子任务和推理来实现这些目标。对于这三个层次的知识，可以利用 Common KADS
方法[3]的知识模型进行描述。
从知识的范畴看，可以通过把企业的各个核心功能模块中的知识按照知识领域进行分
解，所分解出来的每个知识领域下又包含多个知识目录。例如，“研发”这个功能模块覆盖
了工艺设计、产品设计等知识领域，其中工艺设计中的知识又包括设计标准、工艺模型等（图
7）。

图 7 知识范畴
将企业的知识按照这两个维度进行分类后，就可以得到如表 1 所示的二维知识框架。
层次

范畴

知识节点 K

知识节点 J

知识节点 I

……

概念层 C

（K,C）

（J,C）

（I,C）

……

规则层 R

（K,R）

（J,R）

（I,R）

……

方法层 M

（K,M）

（J,M）

（I,M）

……

表 1 知识网格
按照这个知识框架就可以把企业内的知识分析和表示出来，即把企业内的具体知识填
入知识框架中的每个方格中去。具体实现可以利用 xml。下面是一个通用的示例：
<Knowledge>
<Classification>
<CategoryPath/>
<Level/>
</Classification>

<Details>
<Description/>
<Provider/>
<References/>
</Details>
</Knowledge>

第二步是把各个知识单元与特定的业务过程结合起来。业务过程是由一系列业务活动
逻辑相连从而能够完成特定业务目标的，它可以由多个业务活动组成，也可以就是单个的业
务活动。先利用过程建模工具建立业务过程模型，即把业务过程分解为逻辑相关的业务活动；
然后对每个业务活动，找出该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单元，建立业务活动和知识单元之间的映射
关系，这样业务活动就具有了自己的知识视图。当业务过程中每个需要知识单元支持的业务
活动都具有了知识视图，也就完成了整个业务过程与知识单元间的集成。
最后一步是要用统一的标头和接口来把上述集成了知识单元的业务过程封装成一个知
识服务，从而方便用户查找和利用它。知识服务的接口是用来在用户和知识服务之间传递输
入和输出参数的。知识服务的标头则描述了该知识服务的基本信息，包括：知识服务提供者
的信息，例如名称、企业性质、联系方式等；该知识服务的功能的摘要、关键字等；该知识
服务所属功能领域；访问权限；价格；时间有效性；被使用的历史记录，包括解决的问题、
用户的评价等。当用户搜索他需要的知识服务时，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户非常明确自己
需要哪种知识服务，于是以关键字、提供商或功能领域等来进行搜索；二是如果用户自己也
不是很清楚到底需要什么知识服务，他可以输入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知识服务的历史记
录来匹配自己的需要。

5

知识服务网格的运行过程

知识服务网格的运行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1) 注册阶段
在系统投入运行前，需要将各个实体注册到注册服务器中。知识服务网格中的各实
体既要对外提供知识服务，同时也作为用户使用其它实体提供的知识服务。因此注册分
为两部分，即知识服务的注册和用户注册。知识服务的注册包括各个知识服务提供的服
务描述、接口、地址等等。知识服务通过“代理能力注册与服务管理”模块进行注册，
该模块还将定期对代理能力和接口进行验证。同时，知识服务网格中的用户和各应用系
统也需要通过“用户注册与管理”工具进行注册。此阶段中各模块之间的交互关系如图

8 所示。

使能工具

用户

注册
验证和管理
客户应用

代
理

知识服务

代
理

知识服务

代
理

知识服务

用户注册
与管理
注册
验证和管理
代理能力注册
与服务管理

客户应用

图 8 知识服务网格的运行——注册阶段
2) 建模阶段
在系统实际运行时，当应用层提出一个应用请求时，首先由“过程建模工具”对该
应用进行过程建模，把该应用请求分解成逻辑相关的、可以由各知识服务所提供的服务
完成的子任务。然后过程建模工具到“代理能力注册与服务管理”模块中查找和确认服
务，获得知识服务的相关信息。这些知识服务就是应用过程所需的资源。过程建模工具
把这些知识服务资源与应用过程关联起来，把服务的接口与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关联起
来，即进行服务资源建模。建好的模型将保存下来，便于重用。由于知识服务网格非常
庞大，其中会有很多相同的知识服务，但这些知识服务分属于不同的实体，而各实体都
有其自身特殊的利益要求。此时就需要使用“合作伙伴发现与服务协商”模块，知识服
务需求者与知识服务提供者之间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谈判，最终达成一致。此阶段中各模
块之间的交互关系如图 9 所示。

使能工具
应用过程建模

应用请求

过程建模工具

用户

查找服务

代
理

知识服务

代
理

知识服务

代
理

知识服务

合作伙伴发现
与服务协商

代理能力注册
与服务管理

图 9 知识服务网格的运行——建模阶段
3) 执行阶段
模型建好后，用户通过启动过程实例来启动对应用请求的执行过程。这个启动可以
是自动的，也可以是手动的。过程实例启动后，“过程执行管理”模块负责在各个子任
务间导航。对某个子任务，过程执行管理工具根据模型中记录的该子任务需要用到的知
识服务，通知“服务调度管理”模块，使它创建一个线程来负责从服务启动到服务终止
整个过程中对该服务的一系列操作。服务结束或死亡时，该线程把执行结果返回给“过
程执行管理”模块。在过程实例执行过程中，用户还可以通过“过程执行管理”模块对
该实例进行监控和管理。调用知识服务时的安全性验证将由“用户授权与安全性管理”
模块根据建模阶段中双方经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判断用户是否有启用该服务的权限。此
阶段中各模块之间的交互关系如图 10 所示。
使能工具
过程导航

启动

启动
监控和管理
用户

过程执行管理

代
理

知识服务

服务调度
管理

图 10 知识服务网格的运行——执行阶段

6

结语

未来的制造网络将能够克服空间上的距离给不同企业间的协同带来的障碍，在最大程度
上实现设计、制造、信息、技术资源的共享，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优化利用制造网络中的

知识资源。为了实现在不同的企业和组织间共享知识，并使它们协调运行从而完成复杂的制
造领域的应用，传统的知识管理技术的研究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本文提出利用知识网格来解
决这一问题。通过知识网格，不仅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整个社会制造和知识资源的共享和
集成，可以帮助企业借助全球的知识资源开展企业经营过程，使企业更富竞争力，还可以提
供将知识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的渠道，为以知识服务为核心业务的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奠定良好
的技术基础。
本文不仅探讨了知识服务网格在制造网络中的应用模式，还给出了具体的知识服务网格
的体系结构。在系统运行的注册、建模和执行的三个阶段中，该架构下的各个模块能够协调
运行，使得知识服务的所有者定义和自主管理自己对外提供的知识服务，同时支持用户利用
外部的知识服务实现自己的应用需求。在此架构中有许多关键技术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
仅仅讨论了知识服务的建模问题，在知识服务的搜索技术、协商策略与调度问题等方面还有
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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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Service Grid (KS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anufacturing Networki
Huang Chen，Fan Yushun
（CIMS ERC,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Knowledge-oriented and service-oriented is two major trend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Grid.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and technologies of Grid are introduced into manufacturing field to
resolve the problem about the sharing and utilizing of knowledge resources in manufacturing

network.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manufacturing network,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Service
Grid (KSG) is presented and its application mode in manufacturing network is proposed
afterwards. With KSG, users can define and manage their own knowledge services autonomously
and utilize the knowledge services provided by others conditionally. A scenario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product is taken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to interpret KSG specifically.
Furthermore, the architecture of KSG, which mainly consists of the agents and enabling tools, is
given in detail. The modeling of knowledge services is presented as well as the whole running
process of KSG, which includes three phases: registration, modeling and running.
Key words: Manufacturing Network; Knowledge; Service;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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