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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ＤＳＴＭＯＮ（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二维时空数据模

型，提出了一种新的二维网络中移动对象的时空索引２ＤＳＴＩ及其时空查询算法。这种二维时空索引机制简

单且易于实现，支持当前轨迹数据和历史轨迹数据的大量时空查询操作。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验实现并验证

了二维时空索引机制及其时空查询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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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移动对象的研究逐渐成为时态ＧＩＳ、

时空数据库等领域的热点问题。然而，由于移动

对象复杂的时空特性，二维网络中移动对象的时

空数据模型和时空数据索引还比较少。时空数据

模型主要有 Ｖａｚｉｒｇｉａｎｎｉｓ等
［１］的时空数据模型，

Ｇüｔｉｎｇ等
［２］的时空数据模型和 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２ＤＳＴＭＯＮ）
［３］时空数据模型。网络

中时 空 索 引 主 要 有 Ｆｉｘｅ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犚Ｔｒｅｅ

（ＦＮＲＴｒｅｅ）
［４］，Ｍｏｖ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Ｔｒｅｅ（ＭＯＮＴｒｅｅ）
［５］，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ＭｉｘｅｄＩｎ

ｄ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ＭＩＳ）
［６］。此外，用于测试模型

的数据发生器［７８］也先后被提出。

１　二维时空

１．１　二维时空索引２犇犛犜犐

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基于２ＤＳＴＭＯＮ时空数据

模型，由一个Ｈａｓｈ表、一个犅ｔｒｅｅ索引和一个二

维网格索引（ＧｒｉｄＦｉｌｅ）组成。Ｈａｓｈ表记录当前

移动对象的位置、速度和方向信息，除了作为

２ＤＳＴＩ索引的一部分之外，它也被用来实现

２ＤＳＴＭＯＮ时空数据模型基于运动矢量更新算

法。犅ｔｒｅｅ索引用于索引当前移动对象所在的道

路。二维网格索引用于索引移动对象的历史轨迹

数据。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的二维网格索引如图１

所示，它将（Ｌｏｃ，犜）二维空间按照犕 行犖 列进行

平均划分，得到 犕×犖 个小矩形网格区域，记录

每一个轨迹完全或部分落在小矩形网格区域内的

移动对象。记录的结构为（ｍｏＩＤ，ｇｒｉｄ犡，ｇｒｉｄ犢，

Ｌｏｃｍｉｎ，Ｌｏｃｍａｘ，犜ｍｉｎ，犜ｍａｘ），其中ｍｏＩＤ为移动对

象的标识，ｇｒｉｄ犡、ｇｒｉｄ犢 为所在格网编号，Ｌｏｃｍｉｎ

和Ｌｏｃｍａｘ为位置的间隔，犜ｍｉｎ和犜ｍａｘ为时间的间

隔。

二维空间中常用的空间索引有犚ｔｒｅｅ索引、

Ｑｕａｒｄｔｒｅｅ四 叉 树 索 引 和 二 维 网 格 索 引 等。

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采用ＧｒｉｄＦｉｌｅ来索引移动对象

的历史轨迹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① 由于

２ＤＳＴＭＯＮ模型的轨迹折线是由多个不连续的

Ｐａｔｈ组成，Ｐａｔｈ之间有可能距离较大，则轨迹折

线的 ＭＢＢ最小外接矩形就会比折线实际范围大

得多。如果采用二维犚树作为时空索引，查询效

率较低，检索结果可能不合理。而网格索引将空

间范围分成若干个小矩形网格，记录每个小网格

中的折线，就不会存在 ＭＢＢ范围过大的问题。

②犚树及其变体是多级平衡树结构，索引的插入

和删除操作可能会引起结点的多级分裂合并及嵌

套调整以维持犚树的平衡性。因此，采用犚树及

其变体作为移动对象的时空索引，索引更新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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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的二维网格索引

Ｆｉｇ．１　２ＤＳＴＩＩｎｄ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将会很大。网格索引结构是一层的扁平结构，索

引的插入删除等算法简单易行，且不存在结点的

分裂合并及嵌套调整等，因此，具有较小的索引更

新代价，适合索引位置经常更新的移动对象。虽

然，二维网格索引具有较多的优点，但是二维网格

索引也存在最佳网格大小不容易确定的缺点。

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更新算法如下。

１）当移动对象进入路网时。向 Ｈａｓｈ表中

添加该对象的一条记录并记下相应的位置、速度、

方向信息。向犅ｔｒｅｅ中新增一条记录，记下相应

的道路ＩＤ。

２）当移动对象改变道路时。更新 Ｈａｓｈ中

移动对象的位置、速度、方向信息，更新犅ｔｒｅｅ中

移动对象的道路信息，向二维网格索引中插入移

动对象轨迹折线。

３）当移动对象改变速度、改变运动方向（调

头）时。更新 Ｈａｓｈ中移动对象的位置、速度、方

向信息，向二维网格索引中插入移动对象轨迹线

段。

４）当移动对象出了路网时。在 Ｈａｓｈ表中

删除该对象的记录，在犅ｔｒｅｅ中删除该对象的记

录。

１．２　时空查询操作

１．２．１　查询当前轨迹数据

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更加关心某个路段或者

道路当前有哪些汽车在行驶，而很少关心路段中

某个位置当前有哪些汽车在行驶。２ＤＳＴＩ时空

索引支持当前路段／道路汽车查询和当前汽车信

息查询。① 当前路段／道路汽车查询，用于查询

当前ＰｏｌｙＩＤ＝ｐｏｌｙ犻的路段或者道路上有哪些汽

车在行驶。其查询算法为：采用犅ｔｒｅｅ的查询算

法在 ２ＤＳＴＩ索引的 犅ｔｒｅｅ中查询 ＰｏｌｙＩＤ＝

ｐｏｌｙ犻。② 当前汽车信息查询，用于查询当前汽车

ＭＩＤ＝ｍｉｄ犻的位置、速度和方向信息。当汽车在

道路中匀速运动时，查询的汽车位置为此匀速运

动开始时的位置近似代替当前位置。查询算法

为：在２ＤＳＴＩ的 Ｈａｓｈ表中查询 ＭＩＤ＝ｍｉｄ犻的记

录，并获得相应的位置、速度或者运动方向。

１．２．２　查询过去轨迹数据

１）时空窗口查询。时空窗口狑＝（狓１，狓２，

狔１，狔２，狋１，狋２）的时空查询用于回答诸如哪些汽

车在早上９点到１０间出现在空间范围（狓１，狓２，

狔１，狔２）内之类的问题。查询算法如下：① 求路网

中和窗口 狑 相交的道路集合（ｐｏｌｙ１，…，ｐｏｌｙ犻，

…，ｐｏｌｙ狀）；② 求出每条折线ｐｏｌｙｌｉｎｅ犻与（狓１，狓２，

狔１，狔２）空间范围相交的位置范围间隔（狆１１，狆１２），

…，（狆犻１，狆犻２），…，（狆狀
１
，狆狀

２
），然后求出相应的

Ｌｏｃ值 （Ｌｏｃ１１，Ｌｏｃ１２），…，（Ｌｏｃ犻１，Ｌｏｃ犻２），…，

（Ｌｏｃ狀１，Ｌｏｃ狀２）和Ｌｏｃ范围（Ｌｏｃｍｉｎ，Ｌｏｃｍａｘ）；③ 配

合时空窗口的时间间隔（狋１，狋２），构造窗口 狑′

（Ｌｏｃｍｉｎ，Ｌｏｃｍａｘ，狋１，狋２），求出所有和窗口狑′有交集

的移动对象集合 ｍｏＳｅｔ；④ ｍｏＳｅｔ中移动对象索

引Ｌｏｃｍｉｎ，Ｌｏｃｍａｘ是否和（Ｌｏｃ１１，Ｌｏｃ１２），…，（Ｌｏｃ犻１，

Ｌｏｃ犻２），…，（Ｌｏｃ狀
１
，Ｌｏｃ狀

２
）相交，若相交则添加到

查询结果集合中。

２）时空线查询———空间间隔和时间点。空

间间隔和时间点的空间线犔＝（狓１，狓２，狔１，狔２，

狋）查询用于回答诸如哪些汽车在早上９点出现在

空间范围（狓１，狓２，狔１，狔２）内之类的问题。查询

算法如下：① 求路网中和窗口狑相交的道路集合

（ｐｏｌｙ１，…，ｐｏｌｙ犻，…，ｐｏｌｙ狀）；② 求出每条折线

ｐｏｌｙｌｉｎｅ犻与（狓１，狓２，狔１，狔２）空间范围相交的位置

范围间隔（狆１１，狆１２），…，（狆犻１，狆犻２），…，（狆狀
１
，狆狀

２
），

然后 求 出 相 应 的 Ｌｏｃ 值 （Ｌｏｃ１１，Ｌｏｃ１２），…，

（Ｌｏｃ犻１，Ｌｏｃ犻２），…，（Ｌｏｃ狀
１
，Ｌｏｃ狀

２
）和 Ｌｏｃ范围

（Ｌｏｃｍｉｎ，Ｌｏｃｍａｘ）；③ 配合时间狋构造时空线犔′

［（Ｌｏｃｍｉｎ，狋），（Ｌｏｃｍａｘ，狋）］，求出所有和窗口犔′有

交集的移动对象集合 ｍｏＳｅｔ；④ ｍｏＳｅｔ中移动对

象索引 Ｌｏｃｍｉｎ、Ｌｏｃｍａｘ是否和（Ｌｏｃ１１，Ｌｏｃ１２），…，

（Ｌｏｃ犻１，Ｌｏｃ犻２），…，（Ｌｏｃ狀
１
，Ｌｏｃ狀

２
）相交，若相交则

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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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到查询结果集合中。

３）时空线查询———空间点和时间间隔。空

间点和时间间隔的时空线犔＝（狓１，狔１，狋１，狋２）查

询用于回答诸如哪些汽车在早上９点到１０间到

“洪山加油站”加油之类的问题。查询算法如下：

① 求点（狓１，狔１）在路网中的哪条道路上和它在

道路的相对位置（ｐｏｌｙＩ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将（ｐｏｌｙＩＤ，

Ｐｏｓｉｔｏｎ）转换为Ｌｏｃ；② 配合时空窗口的时间间

隔（狋１，狋２）创建直线犔′［（Ｌｏｃ，狋１），（Ｌｏｃ，狋２）］；

③ 求出和犔′相交的轨迹。

４）时空点查询。时空点犘＝（狓，狔，狋）查询

用于回答诸如哪些汽车在早上９点到“洪山加油

站”加油之类的问题。查询算法如下：① 求点

（狓１，狔１）在路网中的哪条道路上和它在道路的相

对位置（ｐｏｌｙＩ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将（ｐｏｌｙＩＤ，Ｐｏｓｉｔｏｎ）

转换为Ｌｏｃ；② 配合时空窗口的时间狋创建时空

点犘′（Ｌｏｃ，狋）；③ 求出和犘′相交的轨迹。

５）道路时间段查询。道路时间段 ＲＬ＝

（ｐｏｌｙＩＤ，狋１，狋２）查询用于回答诸如哪些汽车在早

上９点到早上１０点在“珞喻路”上行驶之类的问

题。查询算法如下：① ｐｏｌｙＩＤ 的 Ｌｏｃ范围是

［Ｌｏｃ，Ｌｏｃ＋１），配合时间间隔（狋１，狋２），可以构造

出时空窗口狑（Ｌｏｃ，Ｌｏｃ＋０．９９９９９９９，狋１，狋２）；

② 求出和狑相交的轨迹。

６）道路时间点查询。道路时间段 ＲＬ＝

（ｐｏｌｙＩＤ，狋）查询用于回答诸如哪些汽车在早上９

点在“珞喻路”上行驶之类的问题。查询算法如

下：①ｐｏｌｙＩＤ的Ｌｏｃ范围是［Ｌｏｃ，Ｌｏｃ＋１），配合

时间狋，可以构造时空线犔［（Ｌｏｃ，狋），（Ｌｏｃ＋０．９９９

９９９９，狋）］；② 求出和犔相交的轨迹。

７）时间点查询。时间点犜＝（狋）查询用于回

答诸如在早上９点在路网中有哪些汽车之类的问

题。查询算法如下：① 根据时间点狋和整个路网

Ｌｏｃ的范围，构造时空线犔［（Ｌｏｃｍｉｎ，狋），（Ｌｏｃｍａｘ，

狋）］；② 求出和犔相交的轨迹。

８）空间点查询。空间点犘＝（狓，狔）查询用于

回答诸如总共有哪些汽车到“洪山加油站”加油之

类的问题。查询算法如下：① 求点（狓１，狔１）在路

网中的哪条道路上和它在道路的相对位置（ｐｏｌｙ

ＩＤ，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将（ｐｏｌｙＩＤ，Ｐｏｓｉｔｏｎ）转换为Ｌｏｃ；

② 根据轨迹图层时间的范围犜ｍｉｎ、犜ｍａｘ构造时空

线犔［（Ｌｏｃ，犜ｍｉｎ），（Ｌｏｃ，犜ｍａｘ）］；③ 求出和犔相

交的轨迹。

９）时空相交查询。移动对象的时空相交查

询用于查询哪些汽车与汽车狇曾经相遇过。在

２ＤＳＴＭＯＮ模型中时空相交查询十分容易实现，

利用汽车狇在（Ｌｏｃ，犜）空间中的轨迹折线在轨迹

数据图层中进行查询，查询到的移动对象即为与

汽车狇曾经相遇的对象。

１０）移动对象的距离查询。移动对象的距离

查询是用于查找在汽车狇运动的时间范围内哪些

汽车与汽车狇距离小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查询算法描述

如下：① 在轨迹数据中找到汽车狇的轨迹 Ｔｒａ

（狇）；② 获得轨迹折线包含的Ｐａｔｈ集合，对于集

合中的每个Ｐａｔｈ以距离Ｄｉｓｔａｎｃｅ除以Ｐａｔｈ对应

道路的长度为距离作缓冲区Ｂｕｆｆｅｒ运算，得到多

边形集合；③ 判断生成的多边形是否超出道路的

范围，如果生成的多边形超出道路的范围，创建

道路范围的矩形对多边形进行Ｃｌｉｐ操作；④ 将

多边形集合进行 Ｕｎｉｏｎ运算得到一个由多个

ｒｉｎｇ组成的多边形Ｐｏｌｙｇｏｎ；⑤ 以多边形Ｐｏｌｙ

ｇｏｎ为范围进行空间查询，得到的结果即为查询

的结果。

２　实验及性能评价

在２ＤＳＴＭＯＮ原型系统的基础上，采用ＥＳ

ＲＩ的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９．０组件库，以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

ａｌＢａｓｉｃ６．０为开发语言，实现了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

及其时空查询算法，并通过一系列实验验证了其

有效性。在实验中，采用的个人计算机系统配置

为：３ＧＨｚＩｎｔｅｌＰｅｎｔｉｕｍ４处理器、５１２Ｍ 内存、

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操作系统。路网数据

采用ＥＳＲＩ提供的美国卡罗莱纳州Ｃａｒｏｌｉｎａ北部

Ｐｉｔｔ镇的交通网络（图２），该路网中有２３５５条

Ｅｄｇｅ、６５０条Ｒｏｕｔｅ。

由于缺乏路网中大量汽车真实的轨迹数据，

实验中在Ｐｉｔｔ路网中采用轨迹编辑器
［１９］分别创

建了移动对象数量为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的５

个集合，集合中每个移动对象在路网中运动的时

间在０．５ｈ左右，以１ｓ为采样频率产生位置信息

记录，对于每一个移动对象大概有１８００条汽车的

轨迹序列记录。根据模拟的轨迹数据，生成５个

相应的２ＤＳＴＭＯＮ模型（Ｌｏｃ，犜）空间中的轨迹，

如图所示３为移动对象个数为２５０的轨迹。

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采用二维网格索引作为历

史轨迹数据的索引，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占用的空间

如图４所示，对应的２ＤＳＴＭＯＮ时空数据模型占

用的空间如图５所示。从图中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①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占用存储空间小；② 时空

索引的大小与移动对象的数量成正比；③ 基于道

路的时空索引比基于路段的索引占用的存储空间

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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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Ｐｉｔｔ镇

的路网数据

Ｆ ｉｇ．２　Ｔｒａｆｆ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ＰｉｔｔＣｏｕｎｔｙ

　　　　

图３　２ＤＳＴＭＯＮ

轨迹数据

Ｆｉｇ．３　２ＤＳＴＭ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图４　２ＤＳＴＩ时空

索引占用的存储空间

Ｆｉｇ．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ｐａｃｅｏｆ２ＤＳＴＩＳｐａ

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ｄｅｘ

　　　

图５　２ＤＳＴＭＯＮ时空

轨迹占用的存储空间

Ｆｉｇ．５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ｐａｃｅｏｆ

２ＤＳＴＭＯＮＳｐａｔｉｏｔｅ

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ｄｅｘ

小。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支持较多的时空查询操作。

查询当前轨迹数据的执行时间很少，下面仅对部

分历史轨迹时空查询操作执行时间进行分析。

时空窗口查询执行时间受到空间窗口的大

小、时间间隔大小和移动对象数量的影响。三个

变量中固定其中的一个使之为最大值，采用其他

两个变量的不同组合进行时空窗口查询，它们的

执行时间如表１所示。从表中可以发现，时空窗

口查询的消耗时间主要受空间窗口大小影响，受

时间间隔和移动对象数量影响不大。

表１　时空窗口查询的执行时间

Ｔａｂ．１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ＷｉｎｄｏｗＱｕｅｒｙ／ｍｓ

窗口大小（％）／时间间隔（％）

５ １０ ２５ ５０ ８０ １００

移
动
对
象
的
个
数

５０ １０９／３８４３ ２９７／３８２７ ９０７／３７９５ １６８７／３７５６ ３３９１／３７８０ ３８１２／３８１２

１００ １１０／３７９５ ２５０／３８１１ ７１９／３８１１ １５１６／３８４２ ３１０９／３８５８ ３８２８／３８２８

１５０ １４１／３９０５ ２９６／３８２７ ８７５／３８１１ １８１３／３８１２ ３２９２／３７８０ ３８５９／３８５９

２００ １４０／３８５３ ２３４／３７９０ ８４４／３８５３ １７３５／３８８４ ３５６３／３８５２ ３８８４／３８８４

２５０ １３８／３８２８ ２６７／３８４４ ８５７／３８４４ １６７５／３９０６ ３３５４／３８７５ ３９１２／３９１２

　　时空点查询和空间点时间段查询的时间消耗

如图６所示，查询的主要时间消耗在空间点从

（犡，犢）变换到线性参考（ＲｏｕｔｅＩＤ，Ｐｏｓｔｉｏｎ）的过

程中，它们受移动对象数量变化影响小。

图７给出了时空相交查询的执行时间。它们

直接在２ＤＳＴＭＯＮ 轨迹数据中查询，不需要在

（犡，犢）和线性参考间变换，时空查询需要的时间

比较短。

时空距离查询的执行时间如图８，图８（ａ）为

不同轨迹长度的移动对象执行时空距离查询的时

间，图８（ｂ）为采用不同查询距离执行时空距离查

询的时间。

图６　时空点查询和空间

点时间段查询的执行时间

Ｆｉｇ．６　ＰｏｉｎｔＱｕｅｒｙ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Ｑｕｅｒｙ

　　

图７　时空相交

查询的执行时间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Ｑｕｅｒｙ

　　　　　　　　

图８　距离查询

Ｆｉｇ．８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Ｑｕｅｒｙ

３　结　语

本文基于２ＤＳＴＭＯＮ时空数据模型提出了

一种新的路网中移动对象的时空索引２ＤＳＴＩ。

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由一个 Ｈａｓｈ表、一个犅ｔｒｅｅ索

引和一个二维网格索引组成。Ｈａｓｈ表记录当前

移动对象的位置、速度和方向信息；犅ｔｒｅｅ索引用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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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索引当前移动对象所在的道路；二维网格索引

用于索引移动对象的历史轨迹数据。２ＤＳＴＩ时

空索引支持大量当前轨迹和历史轨迹的时空查询

操作。通过实验证明，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具有索引

简单、占用存储空间小、时空查询操作效率高等优

点。下一步，将对２ＤＳＴＩ时空索引的时空查询操

作作进一步的研究，设计包括最近邻近查询在内

的更多时空查询算法。另外，具有未来逻辑查询

的时空索引机制也是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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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ＥＮＢｉｙｕ，ｍａｓｔｅ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ＧＩＳａｎｄＧＩ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ｂｉｙｕ＠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３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