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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 GIS空间数据库的有效索引结构 QR-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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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 R-树索引问题的基础上 , 提出了一种面向大型 GIS 空间数据库的 QR-树索引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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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数据一般可用多属性的一条记录来描

述。但传统的数据库系统不能有效地支持空间数

据处理 ,因为:①空间数据的数据量大 ,结构和关

系复杂;②空间目标不规则 ,目标之间的关系复杂

(相交关系 、相邻关系和包含关系),空间操作与计

算比传统的关系运算代价高;③不能像传统数据

库那样用某种命令对空间目标进行分类 、排序。

因此 ,空间数据处理必须采用特定的索引技术 。

1　R-树的空间索引结构分析

1.1　R-树的数据结构

R-树
[ 1]
是基于最小包围矩形 MBR(最小的包

围矩形)的索引方法。它是 B-树在多维空间的扩

展 ,是一种平衡的树结构 (所有的叶结点出现在

同一层上),且保证空间利用率至少在 50%以上 。

其数据结构如下:

叶子结点:(数 , 水平 , <OI ,MBR>, <OI ,

MBR>, … , <OI ,MBR>)

非叶结点:(数 , 水平 , <CP ,MBR>, <CP ,

MBR>, … , <CP ,MBR>)

R-树的叶子结点存储了一组结构为(OI ,

MBR)的数据项 ,其中 OI为空间目标标识 ,MBR为

该目标在 k 维空间中的最小包围矩形;非叶结点则

存储了一组结构为(CP , MBR)的索引项 ,其中 CP

为指向子树根结点的指针 ,MBR代表其子树索引

空间 ,为包围其子树根结点中所有索引项或数据项

的MBR的最小包围矩形。“数”指示结点中用到的

索引项或数据项个数(即该结点的“孩子”个数),

“水平”指示该结点在树中的层数(0表示叶结点)。

插入一个空间目标 ,从 R-树的根结点开始 ,

找到使索引空间(MBR)的“面积”增量最小 、增量

相同情况下“面积”最小的索引项 ,再对该索引项

所对应的子树重复以上的查找操作直至叶结点。

如果叶结点不“满” ,则直接插入该目标 ,然后向上

依次调整其父结点对应索引项的MBR ,直至对根

结点实施完调整操作;否则需对该叶结点进行分

裂(切分)操作 ,产生一个新叶结点 ,然后插入到其

父结点 。如父结点又“满” ,还需对其进行分裂操

作。

如要查询所有与一指定区域相交的空间目

标 ,则需从根结点开始 ,遍历所有 MBR与查询区

域相交的索引项所指的子树直至叶结点 。如果叶

结点数据项中的 MBR 与查询区域相交 ,则根据

OI找到对应的空间目标 ,并计算其是否相交 。

从树中删除一个空间目标 ,首先需找到存放

该目标的叶结点 , 如果删除该目标后叶结点“下

溢” ,则需重新插入该叶结点中剩余的所有数据

项 ,然后释放此叶结点的存储空间 。同样 ,如果叶

结点的删除导致其父结点的“下溢” ,还需删除其

父结点 ,然后插入剩余的所有索引项于树中的同

一层 。图 1 举例说明了 R-树的结构 。

1.2　R-树的索引结构存在的问题

R-树的查找效率主要取决于 R-树的深度及

子树索引空间的重叠程度。R-树的深度越低 ,查

找过程中访问的结点数就越少;子树索引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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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R树的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R-tree

重叠越少 ,查找过程中遍历的子树就越少 ,访问的

结点数也就越少 。

由于 R-树的深度只与索引空间目标的数量

有关 ,所以 ,R-树构造的关键就是尽量减少子树索

引空间的重叠。在 R-树的构造算法中 , Guttman

将索引空间的“面积”作为惟一的度量 ,将空间目

标总是插入使索引空间“面积”增量最小的子树

中 ,以期尽量缩小索引空间的覆盖“面积” ,减少索

引空间的重叠程度及缩短查找路径 。但是 ,由于

构造算法的动态性 , R-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

的索引空间重叠和“死空间(不包含空间目标的索

引空间)” ,从而导致效率下降 。

许多索引构成 , 如 R
＊
-树

[ 2]
、Ployhedral 树

(Jagadish ,1990)和X-树
[ 3 〗
,被设计在中间的结点

中 ,减少重叠的区域 ,多样的搜寻路径仍然是 R-

树的一个争议 。R
+
-树的非叶结点不允许索引空

间重叠 ,但空间目标需要重复存储 ,这会浪费存储

空间 ,增加树的深度 ,导致插入 、删除算法的复杂

化。R
＊
-树在构造算法中不仅考虑了索引空间的

覆盖“面积” ,而且考虑了索引空间的重叠 ,对结点

的分裂算法进行了改进 ,并采用了“强制重新插

入”的方法 ,使树的结构得到了优化 ,但仍然不能

有效地降低索引空间的重叠程度 ,尤其是在数据

量较大 、空间维数增加时。Berchtold 等作了详细

的试验比较 ,发现索引空间的重叠随索引空间维

数的增加而剧增 ,从而导致 R
＊
-树的性能下降 。

综上所述 ,基于 R-树的主要问题是索引空间

的重叠 ,且重叠程度随数据量或空间维数的增加

而剧增。

2　QR-树

当空间目标的数量增加 ,重叠在 R-树的中间

结点快速地增加 。因此 , 首先利用四叉树

(quadtree)将空间划分成一些子空间 , 然后在各子

空间内使用许多 R-树索引 , 改良空间目标的重

叠。这种结构称为 QR-树。

2.1　描述

实际上 ,QR-树可以看作是一棵特殊的四叉

树(2k 叉树 , k 为空间维数),这棵四叉树的每个

结点均指向一棵与其对应索引空间相关联的 R-

树。如图 2 ,用深度为 2 的四叉树将整个索引空

间(IS0)划分成 4 个子索引空间(IS1 , IS2 , IS3 ,

IS4),四叉树的每个结点均与一索引子空间(ISi)

和一棵 R-树(RT i)相关联。另外 ,QR-树也可以看

作是一群 R-树的集合 ,这些 R-树分别索引不同空

间的目标实体 。两种特殊情况是:①当四叉树的

深度为 1时 ,QR-树即为 R-树;②当所有 R-树的深

度均为1或 0时 ,QR-树即为空树。

在构造 QR-树时 ,将空间目标插入到哪棵 R-

树 ,遵循如下规则:对于空间目标 r ,设其MBR为

b ,包围 b 的最小索引空间为 IS i ,则 r 应插入到

与 IS i 相对应的 R-树 RT i 。如 r2插入与 IS0相

对应的 RT0 , r1插入与 IS1相对应的 RT1。

QR-树的数据结构也是 R-树和四叉树的数据

结构的一个组合 。R-树结点的结构如前所述;四

叉树采用线性的存储结构 ,其结点结构可描述为

〈MBR ,PR〉, MBR 存储对应的 R-树的索引空间 ,

PR为与MBR关联的 R-树。

2.2　算法

设 R-树的插入 、删除 、查找算法分别为:

R_INSERT(R ,或):R为 R-树的根结点 , “或”

为要插入的空间目标。该算法将“或”插入到 R-

树的相应叶结点。

R_DELETE(R ,或):R为 R-树的根结点 , “或”

为要删除的空间目标。该算法将“或”从 R-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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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QR-树结构示意图

Fig.2　Structure of QR-tree

相应叶结点中删除。

R_SEARCH(R ,W):R为 R-树的根结点 ,W为

查找窗口 。该算法递归地遍历 R-树并返回所有

与W相交的空间目标 。

又设求包围空间目标ORi 的MBR的最小子索

引空间的算法为GET_SPACE(ORi),求与子空间 ISi

相关联的 R-树的算法为GET_RTREE(ISi),求与四叉

树结点 Q i 相对应的 R-树的算法为 GET_RTREE

(Q i),则QR-树的插入 、删除 、查找算法如下。

插入算法 QR_INSERT(OR):
IS x = GET_SPACE(OR);

Rx =GET_RTREE(IS x);

R_INSERT(R x , OR)。

删除算法 QR_DELETE(OR):
IS x=GET_SPACE(OR);

Rx=GET_RTREE(IS x);

R_DELETE(Rx , OR)。

查找算法 QR_SEARCH(Q ,W)(Q指向四叉树

结点):
Rx =GET_RTREE(Q);

IF MBR(Rx)OVERLAP W

THEN R_SEARCH(R x ,W);

FOR Q x IS SON(Q)DO

QR_SEARCH(Q x ,W)。

从上面的算法描述可知 ,QR-树的插入 、删除

算法除了要先求出空间目标对应的 R-树外 ,其余

与 R-树完全相同。查找算法则相对复杂 ,给定查

找矩形区域 SR ,查找所有与SR重叠的空间目标 ,

必须对所有与 SR相交的子空间所关联的 R-树进

行查找操作 ,需要遍历所有的四叉树结点 ,在多棵

“小”R-树中进行查找操作 。

3　QR-树的性能分析

QR-树的存储空间开销与其四叉树的深度成

正比 ,比一般的 R-树大 。QR-树中的一些 R-树可能

包含很少的数据矩形。如在图 2 中 , RT2 、RT3 和

RT4都只包含一个数据长方形 ,这就浪费了一些存

储空间。如此 ,QR-树的存储开销比 R-树更大 ,QR-

树的代价通常比 R  树高。但随着四叉树的深度

增加 ,QR-树在存储开销方面的优势越来越小。

在R-树中 ,搜寻整个的数据空间 ,而在QR-树

中 ,通常只搜寻整个空间的一部分 。如在图 2

中 ,寻找所有与 SR相交的数据矩形 ,仅仅只涉及

RT0 和 RT4的索引空间 。如此 ,QR-树的搜寻表现

通常比 R-树好 。QR-树的插入和删除只涉及部分

数据空间的“矮小”R-树 ,因此 QR-树的插入和删

除性能优于 R-树。

为了评估QR-树的性能 ,笔者编制了 R-树和

QR-树的试验程序 ,并通过均匀分布的随机数据

和实际地图数据 ,对 R-树及四叉树深度不同的

QR-树分别从空间开销和访问磁盘页次数两个方

面进行了性能测试(试验中 , 1 页=1 024bytes)。

对于二维随机数据 ,测试结果如图 3所示(Level_i

表示深度为 i的 QR-树)。

　　对于如图 4 所示的二维实际地图数据 ,其测

试结果如图5所示。从试验结果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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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二维随机数据测试结果曲线

Fig.3　Random Two-Dimensional Data

图 4　欧洲道路分布(数据矩形数为 110 979个)

Fig.4　Roads of Europe(Number of MBR:110 979)

　　1)QR-树在插入 、删除和查找效率(尤其是查

找效率)方面优于 R-树 。QR-树的表现与四叉树

的深度成正比 。四叉树的深度越大 ,性能越好。

2)在大部分情形下 , R-树的存储开销比 QR-

树小(尤其是那些四叉树深度比较高的情况),

QR-树的存储代价与四叉树的深度成正比 。

3)尽管 QR-树总是要求较多的存储开销 ,但

只要选择适当的四叉树深度 ,就能够换取更高的

查找性能 ,且索引目标数越多 ,QR-树的整体优势

越明显。这一点对于大型的GIS空间数据库系统

来说 ,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

图 5　二维实际地图数据测试结果

Fig.5　Real Two-Dimensional Map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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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四叉树和 R-树在GIS系统软件及空间数据库

系统中(如 Arc Info8、Informix 、Oracle 等)均有应用 ,

但当索引数据量增加时 ,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出现数

据存贮量及索引空间重叠区域增大 ,从而导致查询

效率降低的问题。为此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R-

树与四叉树空间层次划分的空间索引结构 QR-树。

试验证明 ,与 R  树相比 ,QR-树可以在略大的空

间开销的前提下 ,换取更高的查找性能 ,且索引目

标数越多 , QR-树的整体性能优势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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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atial indexing techniques can efficiently improve the storage and query efficiency.IN the

large spatial database of GIS , the traditional spatial indexing structures , the R-tree has the problem that

with the growing dimensionality and data number , the searching function will decrease greatly.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R-tree ,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spatial indexing structure for GIS with very

large spatial database-the QR-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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