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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已有的时空数据库研究集中在模型和语言上，缺乏时空数据库的系统实现。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

种应用Ｉｎｆｏｒｍｉｘ数据刀片技术进行时空数据库系统实现的方法，论述了底层的时空数据模型、时空数据刀片

的实现过程以及实验结果。

关键词：时空数据库；数据刀片；Ｉｎｆｏｒｍｉｘ

中图法分类号：ＴＰ３１１．１３；Ｐ２０８

　　时空数据库经过近１０年的发展，在时空语

义、时空数据模型、时空索引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

果［１～６］。目前，时空数据库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之一是缺乏有效的时空数据库系统实现方

法［７］。其原因可归纳为两个：① 许多时空数据模

型过于复杂，难以采用现有技术实现。② 缺乏实

现的平台以及相关技术。

解决时空数据库系统实现问题，首先需从时

空数据模型入手，设计既具备时空表达能力，又容

易实现和应用的时空数据模型，然后进一步进行

系统实现。文献［８］提出了一个基于对象关系数

据模型的时空数据模型（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ＴＯＲＭ）。该模型既具备丰富

的时空表达能力，又可以转换到对象关系数据库

管理系统上实现。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ＳＴＯＲＭ模型的实现，阐述基于对象关系数据库

技术的时空数据库系统实现方法。

１　基于犐狀犳狅狉犿犻狓数据刀片的时空数

据库系统实现

　　ＳＴＯＲＭ 以Ｉｎｆｏｒｍｉｘ数据刀片的形式实现

（仍命名为ＳＴＯＲＭ），实现工具为ＩｎｆｏｒｍｉｘＤＢ

ＤＫ和ＶＣ＋＋，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０，底层

的对象关系 ＤＢＭＳ为Ｉｎｆｏｒｍｉｘ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ｒｖｅｒ

９．２１。

１．１　犐狀犳狅狉犿犻狓数据刀片的实现过程

一个数据刀片是一系列用户定义数据类型

（ｕｓｅｒｄｅｆｉｎｅｄｔｙｐｅ，ＵＤＴ）、用户定义数据操作

（ｕｓｅｒｄｅｆｉｎｅｄｒｏｕｔｉｎｅ，ＵＤＲ）以及一些其他文件

的组合体。Ｉｎｆｏｒｍｉｘ数据刀片的开发和部署过

程如图１所示。整个开发使用了Ｉｎｆｏｒｍｉｘ提供

的ＤａｔａＢｌａｄ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Ｋｉｔ（ＤＢＤＫ）。ＤＢＤＫ

包含三个主要的工具：① ＢｌａｄｅＳｍｉｔｈ：管理Ｄａｔａ

Ｂｌａｄｅ的整个开发过程，包括 ＵＤＴ和 ＵＤＲ的增

加、修改等；② ＢｌａｄｅＰａｃｋ：根据Ｂｌａｄｅｓｍｉｔｈ开发

的各 种 文 件 生 成 可 安 装 的 ＤａｔａＢｌａｄｅ 模 块；

③ＢｌａｄｅＭａｎａｇｅｒ：将一个已安装的ＤａｔａＢｌａｄｅ部

署到指定的数据库上。部署之后，该数据库就可

使用ＤａｔａＢｌａｄｅ中的ＵＤＴ和ＵＤＲ了。

图１　Ｉｎｆｏｒｍｉｘ数据刀片的开发和部署过程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ｓｔａｌｌｉｎｇ

ａｎＩｎｆｏｒｍｉｘＤａｔａｂｌ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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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ＯＲＭ中主要包括了时空ＵＤＴ（ＳＴＵＤＴ）

和时空ＵＤＲ（ＳＴＵＤＲ）的扩展，分别对应于模型

中的 时 空 抽 象 数 据 类 型 和 时 空 数 据 操 作。

ＳＴＵＤＴ 以Ｉｎｆｏｒｍｉｘ中的 ＯｐａｑｕｅＴｙｐｅ实现。

一个ＯｐａｑｕｅＴｙｐｅ是一个完全封装的扩展数据

类型，其内部结构对用户完全屏蔽，用户程序必须

通过定义在 ＯｐａｑｕｅＴｙｐｅ上的函数才能存取它

的内部数据。ＯｐａｑｕｅＴｙｐｅ比较符合ＳＴＯＲＭ

中的ＳＴＵＤＴ，因为用户访问时空数据时，并不需

要直接去存取它的内部结构，而只希望系统返回

时空数据的某个特性（如返回ｒｅｇｉｏｎ的面积）。

基于ＯｐａｑｕｅＴｙｐｅ的ＳＴＵＤＴ扩展的关键是定

义各个ＳＴＵＤＴ的内部结构。如ｓｔｃｒｅｇｉｏｎ类型

的内部结构被定义为４个可变长字符串类型，分

别代表４个函数，再加上一个ｐｅｒｉｏｄ类型。

ＳＴＵＤＲ的扩展首先需要编写各个操作对应

的函数（通常是用Ｃ语言）。如下面的例子将ｈｔ

Ｗｈｅｎ（ｍＨＴ，Ｉｎｓｔａｎｔ）操作注册到Ｉｎｆｏｒｍｉｘ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ｅｒｖｅｒ中，其中 Ｗｈｅｎ＿ｈｔ是相应的包含实

际程序代码的Ｃ函数。

Ｃｒｅａｔ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ｔＷｈｅｎ（ｍＨＴ，ｉｎｓｔａｎｔ）

ＲｅｔｕｒｎｓＨｔｓｔａｔ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ｎａｍｅ “＄ＩＮＦＯＲＭＩＸＤＩＲ／ｅｘｔｅｎｄ／ｓｔｏｒｍ．

１．０／ｓｔｏｒｍ．ｂｌｄ（ｗｈｅｎ＿ｈ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

Ｇｒａｎｔｅｘｅｃｕｔｅ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ｔＷｈｅｎ（ｍＨＴ，ｉｎｓｔａｎｔ）

ｔｏｐｕｂｌｉｃ；

１．２　时空数据刀片的实现结构

ＳＴＯＲＭ的实现结构采用了基于对象关系数

据库的扩展型实现结构。整个实现框架如图２所

示。

图２　ＳＴＯＲＭ的实现框架

Ｆｉｇ．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ＳＴＯＲＭ

ＳＴＯＲＭ的实现以Ｉｎｆｏｒｍｉｘ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ｒｖｅｒ

为底层的ＯＲＤＢＭＳ。其中，Ｃ函数库是实现时空

数据类型和时空操作的代码库，可以在运行时被

链接到Ｉｎｆｏｒｍｉｘ中。时空ＤａｔａＢｌａｄｅ提供了对对

象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时空支持，一旦被注册

到底层的Ｉｎｆｏｒｍｉｘ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ｒｖｅｒ中，就成为了

Ｉｎｆｏｒｍｉｘ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ｒｖｅｒ内核的一部分，不需要

提供任何的外部模块来完成对时空数据的支持。

时空ＤａｔａＢｌａｄｅ一般用Ｃ语言编写，并且依赖于

Ｃ函数库。它也可以包含一些由过程式ＳＱＬ语

言编写的函数。时空ＤａｔａＢｌａｄｅ被注册后，用户

应用就可以通过ＳＱＬ方便地获得时空数据管理

的支持，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工作。

２　实例研究

由于ＳＴＯＲＭ 的实现相当于数据库的一种

插件，其本身并没有显式的界面，因此，下面通过

一个例子数据库ｓｔｏｒｍ＿ｄｅｍｏ来说明ＳＴＯＲＭ 的

实现过程以及对时空应用的支持。在该例中，斜

体文字都是时空ＤａｔａＢｌａｄｅ中的时空数据类型或

时空操作。

首先将时空数据刀片ＳＴＯＲＭ 安装到Ｉｎ

ｆｏｒｍｉｘ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ｒｖｅｒ上，并注册到例子数据库

ｓｔｏｒｍ＿ｄｅｍｏ中（见图３）。

图３　将ＳＴＯＲＭ部署到ｓｔｏｒｍ＿ｄｅｍｏ数据库上

Ｆｉｇ．３　ＩｎｓｔａｌｌｉｎｇＳＴＯＲＭ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ｏｒｍ＿ｄｅｍｏ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然后创建地块表ｌａｎｄ（ｌａｎｄ＿ｉｄｉｎｔ，ｂｏｕｎｄａ

ｒｙｓｔｄｒｅｇ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ＨＴ），并插入若干条记录

（见图４）。插入的数据对应图５中的例子。

图４　创建ｌａｎｄ表，并插入初始记录

Ｆｉｇ．４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Ｌａｎｄ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ｎｇＩｎｉｔｉ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

例１　 查询例子（空间拓扑查询）：查询

“１９９９１２３１”与地块１００２相邻的所有地块的地

７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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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图４对应的地块例子

Ｆｉｇ．５　Ｌａｎｄ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Ｆｉｇ．４

块号和边界。

Ｓｅｌｅｃｔｂ．ｌａｎｄ＿ｉｄ，ｂ．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Ｆｒｏｍｌａｎｄａ，ｌａｎｄｂＷｈｅｒｅ

ｍｅｅｔ（ｗｈｅｎ（ａ．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１９９９１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０″′），

ｗｈｅｎ（ｂ．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１９９９１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ａｎｄａ．ｌａｎｄ

＿ｉｄ＝１００２

例２　时空变化表示（空间变化———单个地

块的时空变化）：在“２０００１２３１”，地块１００６的边

界扩大为“（２，１），（９，１），（９，３），（２，３）”。

ＵｐｄａｔｅｌａｎｄＳｅ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Ｒｅｐｌａｃｅ（ｓｔｄｒｅｇｉｏｎＯｕ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ＮＯＷ′，′″２０００１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０００１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ＮＯＷ２１９１９３２３′Ｗｈｅｒｅｌａｎｄ＿

ｉｄ＝１００６

例３　时空变化表示（历史拓扑）：在“２００１

１２３１”，地块１００６分裂为两个地块。

ＩｎｓｅｒｔＩｎｔｏ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１００７，′″２００１１２３１００：００：

００″ＮＯＷ２１５１５３３１２１′，′３″２００１１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６，ＮＵＬＬ′）；

ＩｎｓｅｒｔＩｎｔｏｌａｎｄＶａｌｕｅｓ（１００８，′″２００１１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０″

ＮＯＷ５１９１９３５３５１′，′３″２００１１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６，

ＮＵＬＬ′）；

ＵｐｄａｔｅｌａｎｄＳｅ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Ｒｅｐｌａｃｅ（ｓｔｄｒｅｇｉｏｎＯｕ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ＮＯＷ′，′″２００１１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３″２００１１２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ＮＵＬＬ，１００７１００８′

Ｗｈｅｒｅｌａｎｄ＿ｉｄ＝１００６

发生以上两次时空变化后，对应的地块如

图６所示，数据库中的数据见图７。

图６　两次时空变化后的地块

Ｆｉｇ．６　Ｌａｎｄ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ＡｆｔｅｒＴｗｏ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例４　时空查询：查询地块１００６在１９９９０１

０１到２００３０１０１之间的空间变化。

图７　数据库中的地块数据

Ｆｉｇ．７　Ｌ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１９９９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３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ｐｅｒｉｏｄ）ａｓｓｔ＿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ｌ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ｉｄ＝１００６

例５　时空查询：查询地块１００６在１９９９０１

０１到２００３０１０１间的历史拓扑变化信息。

Ｓｅｌｅｃ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９９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３

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ｐｅｒｉｏｄ）ａｓｓｔ＿ｃｈａｎｇｅＦｒｏｍｌａｎｄＷｈｅｒｅ

ｉｄ＝１００６

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基于ＳＴＯＲＭ 模型的时

空数据刀片可以有效地存储时空数据和时空变

化，并能够有效地表示时空查询。同时，由于时空

数据刀片基于对象关系数据库，时空应用通过

ＳＱＬ语言就可以存取时空数据库，因此，基于

ＳＴＯＲＭ模型的时空数据刀片可以有效地支持时

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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