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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实现面向对象数据库中常用的对象存贮概念和技术 ,展现了实现对象存贮的路

径 ,并提出一个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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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管理

目前流行的实现对象管理的方法有对象管理器及数据库系统生成器、扩展函数及语义数

据库系统、扩展关系数据库系统、面向对象数据库程序设计语言 [1, 2 ]。尽管实现对象管理的方法

很多 ,但目标是一致的: 在实现对象存贮的基础上 ,方便地建立对象间的联系 ,提供有效的查

询。这里 ,对象存贮是关键。

对象所反映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它的属性值的长度可能是固定的 ,也可能是变长的 ;可能

是集合类的 ,也可能是参照类的。参照关系使得对象之间相互嵌套成树结构 ,甚至网结构。 这

样 ,难以像关系数据库中的记录那样顺序连续存贮。对象存贮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将具有复杂嵌

套关系的对象高效、方便地存取。

存在磁盘上的对象称作持久对象。对象管理的基本要求就是提供对持久对象的描述与处

理能力。存在于内存中的对象称作临时对象 ,它仅存活于程序运行期。持久对象存在于数据库

中 ,临时对象存在于程序变量中。使一个对象持久化有 3种方法: 1)通过类型定义 (在类型定义

时 ,可将其标为持久类或一持久类的子类 ) ; 2)通过明确调用 (用户明确指定某一对象是持久对

象 ) ; 3)通过指向 (检查它是否可由某个全局的持久对象所指 )。

2　对象存贮管理实现技术

在内存中 ,多个对象是通过指针嵌套在一起的。 在磁盘上 ,不同数据块的嵌套则要通过某

种类似的地址参照方法来实现。给每一个持久对象都赋一个对象标识 ,简称 O ID,它通过某种

方式对应于这个对象的物理地址。 通过 OID可以存贮对象 ,查找对象 ,使对象间发生关系。

O ID可以替代主键。由于它由系统产生 ,有时比使用主键更方便。

由于对象标识的实现方法与数据在磁介质上的存取有关 ,所以 OID的实现方式是关系到

对象管理的大事。 存在着 4种方法: 物理地址法 ,纯逻辑法 ,结构地址法 ,类型逻辑法。

物理地址法直接以物理地址作为对象标识 ,它的优点是快 ,而缺点是在所有指向某对象的

指针被找到和修改前 ,这一对象不能移去或删除。这一方法用得不多 ,因为它不允许重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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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逻辑法通过一索引 (通常是 Hash索引 )将每一 OID与每一物理位址对应起来。 此时

O ID可由任意保证产生唯一标识的算法实现。它的存取效率低于结构地址法。

结构地址法源于 Sy stem R,它结合物理和逻辑两部分。 每个 OID的高位含段 (或文件

名 )、页地址 ,低位记录逻辑槽序号。 每一物理页的前端按序排列着一组逻辑槽 ,逻辑槽内存放

着描述对象首地址的偏移量。通过更新槽内数据 ,可以删除、移动对象。

类型逻辑法在 OID中包含类型 ID和对象 ID。它的效率与纯逻辑法差不多 ,但是可以通

过 ID决定类型 (不必实际取出对象 )。

除 O ID的实现方法以外 ,对象缓冲技术也对对象存取的效率至关重要。有两种基本手段

解决缓冲问题:一种是基于对象的属性 ,一种是基于整个对象。

基于对象属性的方法源于传统的 DBMS。它由以下几个过程构成: 1)将磁盘页拷入 DBMS

缓冲区 , 2)将对象中的一些属性从缓冲区拷入应用程序变量 ; 3)如有必要 ,进行应用程序与

DBM S之间的基本类型转换 ; 4)由于 DBMS和应用程序不在同一进程中运行 ,在索取另外相

关对象时 ,需要进程间调用 ; 5)在更新数据时 ,逆向重复上述过程。

基于整个对象的方法以 disk-image方法为代表 , Objectiv e /DB, ON TO S, O2和 Object

Sto re都使用这种方法。这种方法将对象从磁盘页直接读入应用程序所占内存 ,并直接将 OID

转换为内存中的指针。其它必要的转换也在数据读入时进行。由于 disk-image方法不需要像

传统方法那样依赖进程间调用及缓冲区与程序间的拷贝 ,一般地说 ,效率要高得多。然而 ,当对

象很大时 ,对象跨越服务器与客户机时 ,对象缓冲应考虑对象的聚合层次。

ORION /IT ASCA使用了以上两种方法的混合策略。

在实现对象的存贮任务时 ,还应该考虑属性存贮方案、聚簇策略、索引策略。这一部分的技

术可参考 [3, 4 ]。

3　一个对象存贮实现方案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设计具体的实现方案。 这里关心的主要问题包括页面管理、 O ID管

理、持久对象与暂时对象的转换、基本索引等。 这里选择结构 OID和 disk-image缓冲技术。

首先设计物理存贮结构。一个库以一个文件方式存在 ,以一个文件名作为标识。文件头上

有 sizeo f( lo ng )× PAGE个字节作为空块记录 ,其中 PAGE是定义每页字节数的常数。在空块

记录之后 ,将文件分为多个页面。 在每页的头上设置记录数据块起始地址偏移量的槽 ( slo t)。

图 1描述了这样一个结构。

空块管理采取如下方式:如果有一个大小为 K、起始地址为 S的空块 ,则在文件头空块记

录的第 K个长整数位置写入长整数 S;如果这个位置不空 ,例如有值 S1 ,说明已经存在一个大

小为 K的空块 ,其起始位置为 S1 ,此时可以试着将 S写到 S1处 ;如果 S1处不空 ,且有值 S2 ,则

可试着将 S写到 S2处。如果空块大于 PAGE,则作为页回收 ,记在第 PAGE个长整数位置。基

于这种结构 ,系统进行分配、回收存贮空间的管理。对于长整数为 32位的机器 ,寻址范围是

4G,可支持足够大的库文件管理。地址形式可采取高位为页、低位为偏移量的结构。对象存贮

的数据流如图 2所示。

　　在这个模式里 ,有 3个基本数据形式: 1)磁盘中的对象 ; 2)内存中的对象 ; 3)内存中的非结

构数据。 3种基本数据的转换如图 2所示。

为了支持上述想法 ,设计了 3个基本类: Sto re类、 Pobject类 , PobjDa ta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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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页面结构与空块记录

Pobject类　由于希望持久对象和暂时对

象对用户透明 ,即具有同样的“方法” ,所以决

定不将持久类与临时类分别定义 ,所用用户

对象都以 Pobject类为其根类。如果一个对象

在创建时说明为持久的 ,则将对象中的持久

标识位赋真值。 如果一个对象的持久标识位

为真 ,则确定类中的私有变量 Pobject-oid的

值。

Pobject-oid是 OID结构变量。 它有 3个

分量 Sto re-id, Page-id, Slot-id,分别表示对象

所在的库文件、页号与槽号。其中 Store-id由

对象聚簇策略决定 , Page-id和 Slot-id由

Sto re类中提供的空间分配模块决定。基本分

配策略是: 在 Sto re-id表示的文件中 ,查看空

块表。如果存在大于对象所需要的空块 ,则返

回其页号给 Page-id,返回其槽号给 Slot-id。

如果不存在合适的空块 ,则分配新页。

图 2　对象存贮流

PobjData类　 PobjData类管理持

久对象与内存对象交换数据的缓冲区 ,

其私有数据只有一个 void指针。 通过这

个对象 ,可进行内存地址与磁盘地址的

交换 ,实现持久对象与内存对象的快速

转换。

Sto re类　 Store类的任务是实现对

对象库的物理管理。更具体一点说 ,它负

责库文件的维护 ,包括创建库、读写库、

分配空间、回收空间等任务。Sto re类执行的是持久对象与 PobjDa ta之间的数据交换。Sto re类

的私有属性反映库文件的物理结构。 其私有变量包括:

文件标识 Sto re-id:它是库文件的标识 ,表示文件名。

状态 Sta tus:标识文件是否打开 ,是否可访问 ,是否加锁。

空块表 Blank:描述文件的空块大小和位置。它和前述文件结构中的空块头的结构对应。

存贮内容 Sto recnt:表示具体存贮内容。它是一个二维数组 , Sto recnt [page ] [o ff set ]。其中

page表示页号 , of fset表示该页中偏移量。 在打开文件时 ,一次将库文件内容全部装入

Sto recnt是不现实的 ,因为库文件常常都很大。我们采取的方法是 ,首先将文件全部装入虚拟

内存 ,而实际一次只装入需要的页。

Sto re对象有两种创建方式。第一种 ,用 Sto re( )方法。它产生一个随机数作为 Store-id,并

以此作为新的库文件名。第二种 ,用 Sto re( i )创建对象。如果存在以 i为 Sto re-id的文件 ,则打

开它 ,并以这个文件中的值初值化这个对象 ,否则返回错误信息。如果以 i为名的文件已经打

开 ,则什么也不做。

Sto re类的方法 read ( page, of fset, si ze, data)将第 page页 ,第 of fset偏移的大小为 size的

294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 1996年



数据读入 PobjDa ta对象 data。 如果需要从磁盘中读取一个对象 ,设它的 Pobject-oid的值为

( sto reid, pageid, o ff setid ) ,则首先用 Store ( sto reid)创建 Store对象 aSto re,然后用 aSto re∷

read( pageid, of fsetid, size, da ta)完成任务。其中 size由类信息决定。

Sto re类的方法 w ri te ( page, of f set , size, da ta)将 PobjDa ta类对象 da ta写到第 page页 ,第

o ffset偏移处。 在使用它之前 , GetAddress( page, of fset)计算页号和偏移。它首先在空块表中

寻找合适的空块 ,不成功时 ,分配新的空间 ,即在当前库文件后加上一新的空白页。

disk-image方法实现如下:

首先 ,对一个对象 ,看看它在内存中与在磁盘上有什么不一样。 设有两个类: Dept和

Person,其中 Dept类有 3个属性: Pobject-oid、系名、系主任 ; Person类有 3个属性: Pobject-

oid、姓名、年龄。在 Dept类中 ,属性系主任是一 Person类对象指针。图 3描述了一个 Dept类

对象的逻辑结构、内存结构和磁盘上的物理结构。

图 3　对象的逻辑结构、内存结构和物理结构

　　比较图 3的 ( b)和 ( c) ,内存表示中

的第一个字母变成了物理表示中的物理

地址—— 文件名、页号、槽号 ;内存表示

中的指针值变成了所指对象的 Pobject-

oid的值。另外内存对象是结构化的 ,而

物理表示只是数据块。

由此 ,借助 PobjDa ta对象 ,内存数

据与物理数据间的转换主要工作就是处

理指针的地址数据与对象的 oid的交换。

PobjData∷ conv ( Pobject & po )负

责将对象 po转换成 PobjDa ta对象。 这

个函数是 Pobject类及其子类的友元函

数。

如果磁盘对象与内存对象都选择同

样的寻址能力 (例如 , O ID和内存指针都

是 32位 ) , conv ( )的工作方式如下:

将对象 po中的指针换成指针所指

对象的 Pobject-oid的值 ,然后将 po强制

转换成 PobjData对象 ( void指针 )。对一

个嵌套对象 ,将循环执行这一过程:当对

象中有指针 ,执行上述过程 ,并对指针所

指的对象重复上述过程。这样每个嵌套

层次都与一个 PobjDa ta对象对应 ,又都对应于某个文件、某页、某槽所指向的数据。

如果定义 OID的寻址范围大于内存寻址范围 (如 O ID64位 ,内存指针 32位 ) ,则要在每个

内存指针后增加一个空指针 ,凑足 64位 ,使得仍可通过强制转换技术实现快速转换。增加空指

针可由编译实现 ,使之对用户透明。

Pobject∷ conv ( PobjDa ta& pod) ,它是 PobjData类的友元 ,则执行相反的运作。每当遇到

O ID数值时 ,就申请一个内存指针 ,并将 O ID所对应的持久对象的值赋给这个指针。在每一个

嵌套层次 ,只要完成 OID与指针的转换 ,就强制性地将 pod转换为所属类型。对不同寻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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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 ,方式同前。

强制性类型转换是 C与 C+ + 提供的方便快速的工具。通过这种方式 ,而不是拆、装对象属

性的方式 ,可极大地改善运行效率。

以上讨论了对象存贮的主要因素。我们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Class类　它维护各个类的类结构、静态变量 (类变量 )、对象统计信息等。没有这些信息 ,

则无法确定读写对象时的数据块大小及转换的具体结构。每个类的类信息都是 Class类中的

一个对象 ,由一个静态的 cid标识。

对象表　对象表设计为一个 Hash表。对象在 Hash表中的键值由对象的 OID值确定。每

一项都是一个指针链 ,链接所有 Hash值相同的对象。 链中每一个结点都有变量 oid, cid, act

(是否激活 ) , di rty (是否修改过 ) , data(激活对象的 PobjDa ta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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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 Stor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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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naly sing the genera l concepts and techno log y involv ed in the sto-

rage in an object-oriented database,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o implement the

object stora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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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简 讯

由舒宁教授主持研究的国家“八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遥感图像理解的专家系统研究”最

近结题鉴定。 研制的遥感图像理解专家系统 RSST AR,包括了普通图像处理部分和专家系统

部分 ,可以进行基本的图像校正、增强、变换、分类及后处理。该研究还在图形图像叠加、专题修

改、数据转换方面作出了初步的尝试。专家们认为 ,在遥感处理与分析的智能化这一国际遥感

界的前沿课题方面 ,本研究朝着实用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该成果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

并在以图斑多边形为基础的事实库文件设计等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周 )

296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 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