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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WebSphere MQ 技术在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中的应用浅谈 

丁艳丽 王立倩 

民航华北空管局气象中心 

摘要 

在 2004 年前后，二期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开发并投入运行，各个分系统之间和各

个中心之间的数据通信首次使用了消息中间件 IBM WebSphere MQ 技术，同时还以传统

的 FTP 方式作为实时交换数据的备份传输手段，这使得在国内民航气象广域网环境中，

气象情报的交换、广播更加可靠、稳定、及时，对保障民航飞行安全和提高生产运行效

率，都产生了非常积极作用。 

本文首先简单的介绍了 IBM WebSphere MQ 的基本概念，工作原理及其优点，接着

介绍了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引入 WebSphere MQ 技术的原因，然后着重介绍了 MQ 在气

象数据库系统中的详细应用，包括架构的组成和资料的流程，同时对此系统中 MQ 性能

调优所涉及的参数设置略有陈述。有助于我们对这套系统中 MQ 的日常维护和更深层次

的应用开发。 

一、引言 

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是以北京为主中心，广州、上海、成都、西安、沈阳、乌鲁

木齐六个地方为分中心的广域网，是民航气象业务的运行平台。其业务功能主要是负责

各类气象情报资料的实时采集、收集、纠错、存储和转发。这套系统以 IBM 公司的服务

器为主，但同时还包含了其他公司的硬件平台，这些硬件平台不仅仅单指服务器，还有

台式小型机。操作系统也是涉及颇多：UNIX 中的 AIX（IBM）、Solarise（SUN）、LINUX、

WINDOWS 等。这时，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不同平台、不同系统之间将民航

气象资料进行收集、转发？在二期民航数据库系统的开发过程中，我们引用了消息中间

件——IBM Websphere MQ，它是目前应用最多的消息中间件。消息中间件的出现保证了

消息传输的可靠性，高效率和安全性，同时减少了系统的开发周期。在现运行的气象数

据库系统中，IBM Websphere MQ 成为气象资料收集、转发的主要方式，使得现运行的气

象数据库系统在技术上更加成熟、先进，功能更加完善、精益，运行更加稳定、迅捷，

使得航空气象资料的交换、转发更加可靠、稳定、及时。引进 IBM Websphere MQ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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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在提高航空气象业务服务效率，改进航空气象服务质量，提高安

全保障能力等方面产生了非常积极的意义。作为跨平台、跨系统实现传输的消息中间件

的商业软件的优秀代表，IBM WebSphere MQ 是值得推广和借鉴的。 

二、WebSphere MQ 概述 

中间件处于应用软件和系统软件之间，是一种以自己的复杂换取应用简单化的可复

用的基础软件。在中间件产生以前，应用软件直接使用操作系统、网络协议和数据库等

开发，开发者不得不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如操作系统的多样性，繁杂的网络程序设计

和管理，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数据分散处理带来的不一致性，性能和效率、安全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与用户的业务没有直接关系，但有必须解决，耗费了大量有限的时间和

精力。于是，有人提出将应用软件所要面临的共性问题进行提炼、抽象，在操作系统之

上形成一个可复用的部分，供更多的应用软件重复使用。这一技术思想最终形成了中间

件产品。 

WebSphere MQ 是 IBM 公司于 2003 年 2 月推出的面向消息传递的中间件产品，是 IBM 

MQSeries 产 品 线 的 最 新 力 作 。 它 在 面 向 消 息 传 递 的 中 间 件 （ Message Oriented 

Middleware,MOM）市场中赫赫有名，是用来连接异构平台之间企业应用的专业产品。通

过 WebSphere MQ 可以屏蔽不同的通信协议之间的差别，可以最大限度地简化网络编程

的复杂性。它支持多种平台，对消息支持交易式的提交和回滚。 

（一）、MQ 的基本概念 

WebSphere MQ 是由一些对象和内部程序组成，它们构成了 MQ 进行消息传输的主要

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作为实体进行操作的，成为 MQ 对象。每一个对象都有各自

的属性，不同的属性决定了对象的特性和工作方式。下面对其主要对象进行简要介绍。 

1.消息（Message） 

是 WebSphere MQ 中最小的概念，本质上就是一段数据，它能被一个或多个应用程

序所理解，是应用程序之间传递的信息载体。消息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应用数据体

和消息数据头。 

2.队列（Queue） 

队列可以简单地被看成一个容器，用于存放消息。队列按其定义可以分成本地队列、

远程队列、别名队列和模型队列。其中，本地队列是真正意义上的队列实体，可以存放

消息。远程队列和别名队列只是一种队列定义，指向另一个队列实体。模型队列描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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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属性，当打开模型队列的时候，队列管理器会以这个定义为模型，创建一个本地队

列，被称为动态队列。其中，远程队列和本地队列是消息传输所需设置的对象。 

3.队列管理器（Queue Message） 

队列管理器构建了独立的 WebSphere MQ 的运行环境，它是消息队列的管理者，用

来维护和管理消息队列。一台机器上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队列管理器，每个队列管理器

有各自的名字，通常情况下，它不能与网络中的其他队列管理器重名。如果把队列管理

器比作是数据库，那么队列就是其中的一张表，消息是表中的一条记录。 

4.通道（Channel） 

是两个队列管理器之间的一种单向的点对点的通信连接，消息在通道中只能单向流

动。如果需要双向交流，可以建立一对通道，一来一去。在通道上可以配置不同的通信

协议，这样就使得编程接口与通信协议无关。通道两端的配置必须匹配，且名字相同，

否则无法连通。 

5.应用程序（MQ Application） 

应用程序可以是商业的或用户自行开发的含有对 WebSphere MQ 操作的程序。MQI

提供了支持的有平台的通用编程接口，只要能够调用相应的库函数，它就可以操作

WebSphere MQ。 

以上几个对象是 MQ 进行传输时不可或缺的组成，上面只是对其基本概念进行了简

要介绍，如果要熟练使用 MQ，还需要对其进行深入学习。 

（二）、MQ 的工作原理 

WebSphere MQ 的工作原理的核心是存储转发。在单个队列管理器的环境中，队列可

以用于存储应用间传递消息，从而使应用程序在各自环节上进行处理，并通过队列形成

环环相扣的处理流程。在多个队列管理器的环境中，消息可以跨平台进行流动，从而使

整个处理流程在分布式计算环境中完成。 

在图 1 中，MQ 实际为应用程序提供了一种异步通信方式。一个应用以一个队列作

为中转与另一个应用相互通信，而且这个队列相对于该应用而言既可是本地的也可以是

远程的。当应用 A 需要和应用 B 通信时，A 只需 PUT 一条消息到一个和 B 相联系的队

列(A1)上，应用 A 然后可以干别的事。它似乎感觉不到通信的发生，通信以及对通信错

误的恢复是由队列管理器完成的。同时当应用 A 通过向队列(A1) PUT 一条消息来申请应

用 B 的服务时，应用 B 不一定必需在运行。而且应用 A 可以通过向不同的队列 PUT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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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来实现和应用 B、应用 C 的通信。虽然应用 A 和应用 B 运行于同一系统 A 上，但它

们不需要直接的通讯。应用 A 向队列 A1 发送一条消息，而当应用 B 需要时就可以得到

该消息。如果消息传输的目标改为在系统 B 上的应用 C，这种变化不会对应用 A 产生影

响，应用 A 向队列 AB1 发送一条消息，系统 A 的 MQ 发现 AB1 实际上是在系统 B 上，

它会将消息放到本地的一个特殊队列——传输队列 AB。系统 A 的 MQ 然后建立一条到

系统 B 通讯联接——通道，传递这条消息到系统 B 的 B1，并等待确认。只有系统 A 的

MQ 接到系统 B 成功地收到消息的确认后，才从传输队列中移走消息。如果通讯线路不

通，或系统 B 不在运行，消息会留在传输队列中，直到被成功地传送到目的地。  

三、MQ 在民航气象数据库中的应用 

新一代民航数据库系统正式运行时间为 2004 年，而 IBM 公司推出 WebSphere MQ 是

在 2003 年初，MQ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商业产品。初时使用比较陌生，但经

过对业务人员进行培训及几年来不断摸索和经验的积累，WebSphere MQ 已成为民航气

象数据库系统中跨平台资料传输的主要途径。与 MQ 同时存在于气象数据库系统中的还

涉及到另外两种传输模式：CPI-C 和 RPC。CPI-C 是一个同步的对话通信模式。参加通

信的某一程序发起一次对话，并控制信息的流动，发起者可随后向对方发送数据，而对

方可接受数据，数据也可反向流动。而 RPC（远程过程调用），是一种同步的、对话方

式的模型。一个调用程序向服务器提出申请，该调用被一个负责通信的转接器发向远端

系统。调用者和被调用者的关系是固定的，很难实现对等通信。和 CPI-C 一样，由应用

程序处理错误，并且在申请的服务得到响应之前，服务申请者被阻塞。与上述两种模式

相比，MQ 通信的方式和使用的传送协议无关。因为应用程序感觉不到通信的发生，因

而可以使用各种标准协议，比如 TCP/IP，SNA 或者其他局域网协议。同时，由于应用程

序只是对于队列和消息进行操作，不直接与另外应用程序进行通信，所以使用 MQ 技术

可以实现一个程序通过不同队列与多个程序通信。 

（一）、北京主中心和各个分中心远程 MQ 通信的实现 

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引用 MQ 技术将北京与六个分中心联系起来进行气象资料的收

集与分发。它的基本资料流程是：以北京为中心，将所收集的资料向六个分中心转发；

同时六个分中心将本中心的资料向北京发送，由北京汇总后再决定向哪个分中心转发。

MQ 在其中起到传输桥梁的作用，在北京和六个分中心分别创建以中心四字代码为名称

的队列管理器，在北京中心 MQ 队列管理器中，分别创建到六个分中心的远程队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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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队列和发送通道，在六个分中心 MQ 队列管理器中，创建接收通道和本地队列，接收

通道的名称和北京端发送通道的名称一致，这些对象创建完毕，可以实现北京到六个分

中心的传送。同理，分别在六个分中心的队列管理器中创建到北京的远程队列、传输队

列、发送通道，在北京端创建接收通道和本地队列，可以完成六个分中心到北京的传送。 

以北京到广州例，北京发送一份资料到广州，先将这份资料放到本地队列管理器中

的远程队列（到广州）中，实际存放到传输队列中，然后经由北京端的发送通道到广州

端的接收通道交给本地队列；广州到北京传输，流程与此相反。参看图 2。 

 

 

图 1  MQ 通信简单示意图 图 2  北京—广州 MQ 通信示意图 

（二）、MQ 调优浅涉 

在将 MQ 技术应用民航气象数据库分的考虑系统中，还充到 WebSphere MQ 的性能

调优问题，以期将此软件的功能发挥到最大。对于 MQ 性能调优问题，主要是通过对于

MQ 对象的各种属性的设置及配置文件的参数值设置实现的。例如，针对消息，将其设

为永久性消息，因为永久性消息的可靠性是可以保证的，即在发生故障，如当系统重启

或队列管理器重启时，可以保证不丢失；对于队列，要在配置文件 qm.ini 中设置参数队

列文件的大小（DefaultQBufferSize）和为每一个队列的非永久性消息保留的内存大小

（DefaultQFileSize）。设置此两值的原因在于当设定的 buffer 不够时，要进行磁盘交换，

速度就会减慢，把它扩大后，若不进行硬盘交换，读取队列的速度就会快；再如，队列

管理器日志大小、通道和应用程序接口的使用和设置对 MQ 性能的影响，在此，就不一

一列举了。总之，在使用 MQ 技术时，如何使其发挥最大效用，确保气象资料的实时、

准确的传输，是这几年的实践中需要不停总结和探索的重点。 

四、结束语 

MQ 在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中的首次综合应用，极大地提高了航空气象情报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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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和效率。本文希望通过对 WebSphere MQ 在民航气象数据库系统应用的探讨，能达

到启迪应用思路，指导维护策略的作用。如有不足之处，笔者真诚希望得到专家的批评

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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