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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论是在当前工业界还是在学术界，Web 服务都被认为将导致下一代电子商务的革
命。微软公司通过“一切都是服务”来概括 Web 服务将给当前 IT 业带来的冲击。
Web 服务的作用
在早期的分布式计算系统中，组件之间是紧密耦合的，不能有效地应用在互联网普遍存
在的 B2B 电子商务上。因为组件之间的强耦合性要求系统遵循太多的来自于不同组织的协
议和标准，而 B2B 电子商务系统是独立开发的，很难实现紧耦合的集成。未来的趋势是从
紧耦合的单一系统发展为松耦合的动态绑定组件系统，Web 服务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出现的
新的构造商务系统的技术手段。
Web 服务系统希望能使组件实现低耦合以及动态绑定。系统里的所有组件都是服务，
它们封装了自己的行为并发布消息 API 给网络上其他参与协作的组件。不难看出，Web 服
务反映了一种新的面向服务的方法，它带来的好处有以下一些：
z 实现及时（just-in-time）集成
z 减少封装的复杂度
z 能够集成遗留系统
目前 Web 服务在工业界和学术界分别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研究。工业界注重于服
务层的模块化，使之能够很快应用到商务系统中；而学术界注重于服务描述的表示。目前比
较成熟的标准包括 SOAP、WSDL 和 UDDI。其中 SOAP(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是
在分散或分布式环境中交换信息协议，它基于；WSDL(Web Services Description Language)
描述 Web 服务的接口以及服务的功能；UDDI(Universal Description, Discovery and Integration
Service )是分布式 Web 服务的信息注册规范。除此之外，各大公司或组织也分别或联合发布
了各种协议。
与工业界相比，学术界的目光要更长远一些。学术界主要致力于开发一种语言，能够把
语义 Web 的研究成果引入到 Web 服务中，实现智能的 Web 服务。

智能 Web 服务
目前工业界推出的各种用 XML 语法来描述的 Web 服务协议缺乏定义良好的语义信息，
同时也缺乏 Web 服务相互交互的表达能力，因而并不能满足 Web 服务自动发现、执行、合
成、监控和恢复的需求。为了能够让 Web 服务之间互相理解各自的内容、功能以及属性，
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在 XML 基础之上包含语义信息的描述 Web 服务的语言。
下一代Web是语义Web（Semantic Web）
，其目标是为了让计算机能够明确地解释执行任
务，而这正好能够解决Web服务自动实现的难题。实现语义Web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开发一
种丰富的、能够很好地编码和描述Web内容的语言，这样的语言必须能够定义良好的语义，
对描述复杂的交互和Web对象之间的制约关系有充分的表达能力，同时在可接受的时间和资
源的限制下，能够自动操作和推理。目前已有的语义Web语言均基于XML，包括RDF(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 Schema、DAML+OIL， 以及最近发布的Web Ontology Language
（OWL）。DAML+OIL和OWL是建立在人工智能知识表示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它们提供了
一种自然的方式来描述在Web词典间的类与子类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类与类之间（或子类与
子类之间）关系上的限制。

智能 Web 服务的目标就是以一种明确的、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述 Web 服务的功
能和内容，同时增强已经存在的 Web 服务操作的性能和鲁棒性，比如 Web 服务的发现和调
用。智能 Web 服务也将使大量的自动化任务成为可能，包括自动合成、交互、运行监控和
恢复。
目前国内外在智能 Web 服务研究方面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建一种计算机
之间能够互相理解的并能充分表示 Web 服务的内容、功能、属性、接口以及规则和限制条
件的语言；另一方面是在这种语言基础之上提出一种使 Web 服务之间能够实现自动发现、
选取、执行、合成以及交互的模型或体系结构。
现有的 Web 服务的工业标准（诸如 SOAP、WSDL、UDDI 等）能否用来描述智能 Web
服务呢？实际上这些工业标准主要能够实现 Web 服务的自动发现和调用，但是由于这些工
业标准缺乏语义信息，因此无法实现 Web 服务的自动交互和合成。因此大家的研究方向都
着眼于目前语义 Web 领域比较成熟的语言（如 RDF、RDF Schema 和 DAML+OIL），希望能
够在此基础之上开发一种新的满足智能 Web 服务需求的语言。

智能 Web 服务语言
在已经发布的智能 Web 服务语言中，DAML-S 语言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认可。它是一种由
DARPA 资助的由多家研究机构共同创建的用于描述智能 Web 服务的 DAML+OIL 本体语言。
在 DAML-S 的官方网站是这样描述 DAML-S 的：DAML-S 为 Web 服务供应商提供了
一套核心的标记语言集，
使之可以以一种明确的、
计算机能够解释执行的方式来描述 Web 服
务的属性和功能。
DAML-S 是在若干 Web 服务工业标准之上开发的，同时加入了丰富的类型和类信息，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信息来描述和限制 Web 服务。而且它采用一种获取 Web 服务的控制流和
数据流的处理模型， 集成了更多的类表示。这样的语言能够把 Web 服务聚合成分类的层次
结构，并且还带有类以及类实例之间关系和限制的丰富定义。这种定义良好的语义信息通过
现有的功能强大的推理技术，就能实现对这些结构的自动操作。
简而言之，DAML-S 使语义 Web 服务的自动交互成为可能。设计 DAML-S 是针对语义
Web 服务自动执行的任务，包括自动发现、自动调用、自动交互、自动集成、自动执行监
控与恢复、自动模拟和验证。
DAML-S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
Service Profile：描述“What the services does”，指明所描述的 Web Services 的功能与接
口，以便于服务代理能够搜索与匹配该 Web 服务；
Service Model：描述“how the services works”，指明当服务被调用时的操作，以便服务
代理进一步匹配，以及服务合成和服务的协调工作和监控；
Service Grounding：指定调用服务的具体细节，比如通信协议，调用端口等。
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机构推出了智能 Web 服务的模型或者调用流程。其中最受推崇的
是由斯坦福大学 McIraith 博士提出的一种智能 Web 服务实现模型。该模型建立在 DAML-S
语言之上的，也就是说，提供 Web 服务的系统都采用 DAML-S 来描述自身的 Web 服务，各
个系统之间也通过 DAML-S 进行信息交换及服务合成。
如何把工业界和学术界对 Web 服务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把智能 Web 服务的研究成果尽
快地付诸于商业实践，是目前各大 Web 服务公司正在研究的课题之一。

Web 服务的实质就是“共享资源、交互通信、协作研究”。通过分布在全球各地 Web 上
的各种资源在某种共同认可的协议下达到共享的目的，当然，“服务”也是一种资源，它的
内涵十分广泛，从计算服务、查询与检索、信息处理都可以归结为“服务”，而智能 Web 服
务就是使得这种共享更加人性化、定制化、协调性、合理性，随着智能 Web 服务技术研究
的不断深入，社会的信息处理将进入一个可以自动完成 Web 服务查找和合成的智能 Web 服
务时代。
尤其在构建实用的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系统中，智能 Web 服务将会起着关键作用。其实，
无论什么信息系统，把“广义的服务”作为资源来考虑，在“Web 服务”的架构下，达到
共享的目的，这是现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

相关链接
Web 服务的定义
目前比较统一的对 Web 服务的定义是由 IBM 公司提出的：
“Web 服务是独立的、
模块化的应用程序，能够在网络（一般是 WWW）上被描述、发布、查找和调用。”
在 Web 服务中存在三种角色：服务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服务请求
者（Service requester）和服务代理（Service broker）。服务提供者向服务代
理发布其能够提供的服务，当服务请求者发出服务请求时，服务代理负责寻找对
应的服务并提供给服务请求者，其交互过程如图所示。

图 Web 服务调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