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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ＨＲ树基础上分别融入了 ＨＲ＋树、ＳＥＳＴ时空索引与快照增量索引结构思想，对共享指针与非共

享指针进行了区分，增加了增量与事件的索引数据结构。提出了基于 ＨＲ树扩展的时空索引模型，为实现高

效、统一的时空查询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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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时空索引都是在空间

索引Ｒ树及其各种变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１］，

如 ＨＲ树
［２］、ＲＴ树

［３］、ＭＶＲ树
［４］和 ３ＤＲ树

［５］

等；以及 Ｒ树与其他索引结构的联合，如 ＱＲ

树［６］、ＶｏｒｏｎｏｉＲ树
［７］、线性树［８］等，它们主要用

于基于时间点与时间间隔的查询［９］。其中，ＨＲ

树为了节省存储空间，采用了共享节点的方法；为

了避免通过不同根节点多次访问 ＨＲ树同一节

点，ＨＲ＋树时空索引区分了非共享与共享节

点［１０］；基于快照增量的时空索引区分时空对象

的产生与消亡［１１］；ＳＥＳＴ索引
［１２］采用了日志数

据结构索引事件。以上空间索引方法未能实现多

种高效查询方式系统中的统一。

空间索引技术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

探讨［１３］，其最终解决有待于全新数据思想的出

现［１４］。本文在分析 ＨＲ树时空索引原理基础上，

引入ＨＲ＋树区分节点、ＳＥＳＴ索引事件以及快照

增量索引增量的方法，提出了基于ＨＲ树扩展的多

种查询方式统一的时空索引机制（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ＨＲ

ｔｒｅｅ，ＥＨＲｔｒｅｅ），在保留ＨＲ树时空索引特点的基

础上，扩展了基于时间间隔与事件的索引能力。

１　基本概念

１．１　时空索引基本概念

时空索引是由时间与空间位置到时空对象的

映射关系。时空索引为时空搜索提供一种合适的

数据结构，以提高搜索速度。时空索引技术的核

心是：根据搜索条件，比如一个矩形与时间，迅速

找到与该矩形相交的在时间范围内的所有空间对

象集合。当数据量巨大，矩形框相对于全图很小

和时间间隔很短时，这个集合相对于全图数据集

大为缩小，在这个缩小的集合上再处理各种复杂

的搜索，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所谓时空索引就是

依据时空实体的位置、形状和时间或时空实体之

间的某种时空关系，按一定顺序排列的一种数据

结构，其中包含时空实体的概要信息如对象的标

识、外接矩形、时间及指向空间实体数据的指针。

１．２　时空模型基本原理

时间的本质是变化，空间数据随时间不断发生

变化。本文以土地变化为例说明时空演化过程。

该数据库拥有４个时间点犜０、犜１、犜２与犜３对应的

快照，犜０快照拥有地块１、２与３。在犜１时刻，地块

３发生分割事件，并生成地块４与５；犜２时刻，地块

２与４发生合并事件，并生成地块６；犜３时刻，地块

１与６发生复杂变化，并生成地块７与８。一个要

素在其生命周期中，可以发生多次空间几何变化和

属性变化事件。任何时刻的快照等于前一快照加

上变化量（图１），其中变化量包括对象的增量以及

对象发生的事件，增量分为新增与消亡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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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增量与快照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２　基于犎犚树扩展的时空索引

２．１　犈犎犚树时空索引模型

对时空索引的研究主要分布在快照、增量与

事件索引３个方面，目前尚未构建统一的时空索

引机制。基于 ＨＲ树扩展的时空索引模型由３

部分组成：① 时间片，以确定索引的时间；② 基

于快照的 ＨＲ树索引，每个快照对应一个时间

片；③ 基于增量与事件的日志索引，每个快照对

应一个日志索引（图２）。增量的组织与索引能使

快照的数量少于时间片的数量，有效减少用于存

储快照的空间，突破了 ＨＲ树对每一时间片必须

建立一个对应的快照的限制；事件的组织与索引

既便于对事件的直接查询，又能满足时空演化过

程的模拟与恢复。增量索引与事件索引采用同一

结构，而与快照索引独立。因此，ＥＨＲ树索引结

构能有效回答基于时间点、时间间隔与事件的

查询。

图２　ＥＨＲ树时空索引模型
［１２］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ｄｅｘ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ＨＲｔｒｅｅ

２．２　犈犎犚树时空索引结构

ＥＨＲ树索引结构在３个方面扩展 ＨＲ树索

引：① 区分共享节点与非共享节点；② 在相邻快

照之间增加存储新增对象与消亡对象的增量数据

结构（犗狀）；③ 在相邻快照之间增加存储所发生的

事件的数据结构犈。其中，①与②是为了便于基

于时间间隔的查询，③是便于基于事件的查询。

ＨＲ树中同一节点如果没有发生变化，将在

连续多个时间快照索引中共享，并有多个指针同

时指向共享节点，既重复使用了未变化的节点，又

节约了存储空间，但未能区分共享节点与非共享

节点，不便于回答如“在一定空间与时间范围内新

增加的对象”问题。ＥＨＲ树同 ＨＲ＋树时空索引

一样采用正、负指针区分 ＨＲ树索引中非共享与

共享节点，改进了 ＨＲ树基于时间间隔的查询效

率（图３）。

图３　ＥＨＲ树时空索引结构实例

Ｆｉｇ．３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ｄ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ＨＲｔｒｅｅ

２．３　扩展犎犚树的增量索引

当ＨＲ树索引的快照时间频率不是事件发

生的频率时，通过指针类型不能完全查找到新增

加的对象。例如，ＨＲ树建立犜０与犜２两相邻快

照索引时，查询［犜０，犜２）时间间隔内新增加的对

象，将无法检索到地块４，这是因为部分新增对象

又发生了消亡事件。因此，为了便于基于时间间

隔的查询，在相邻快照之间需要描述对象的产生

与消亡或对象的移入与移出，并采用正、负号进行

区分。增量对象与Ｒ树叶节点具有相同的数据

结构，并在增量集中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例如，

在相邻的犜０与犜２快照之间，新增加的对象４、５

与６在快照犜０的增量集中标记为＋犗４、＋犗５与＋

犗６；消亡对象２与３标记为－犗２与－犗３。

２．４　扩展犎犚树的事件索引

ＳＥＳＴ索引未能采用 ＨＲ树的共享节点，从

２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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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了大量索引项的冗余存储，并将事件类型

划分为移入与移出两种，不便于扩充。在土地划

拨中，地块空间几何的变更类型有合并、分割、复

杂划拨等３种基本类型，并分别记为犈犿、犈狊、犈犮。

一个事件至少对应一个对象，如合并事件对应于

至少２个对象，因此需要扩展日志的数据结构，

以避免基于事件查询中重复计算事件数量。为

此，在事件数据结构基础上增加一个元素计数

器犆，表示增量与事件索引的日志数据结构是对

ＳＥＳＴ相应结构的扩展，块中的每个实体是一个

６元组＜狋，犌，犛，犗狀，犈，犆＞。其中，狋表示事件发

生的时间，日志索引项按时间狋排序；犌表示几

何；犈表示事件类型；犛表示增量的符号。计数

器从０开始，当事件第一次存储时记为０，同一事

件第二次存储时记为１，依次类推。这样，在基于

事件的查询时，当计数器大于０时不再记入事件

数量。

３　时空查询分析

时空查询根据时间概念可以分为基于时间点、

时间间隔与事件查询（图４）。基于时间点的快照

查询，主要采用 ＨＲ树索引原理；基于时间间隔的

增量查询，融入了ＨＲ＋树区分共享与非共享节点

方法以及基于快照增量的时空索引方法；基于时

间间隔的事件查询，扩展了ＳＥＳＴ索引方法。

图４　时空查询与ＥＨＲ树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Ｑｕｅ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ＨＲｔｒｅｅ

３．１　基于时间点的快照查询

当查询的时间狋为ＥＨＲ树的时间标签时，

则利用 ＨＲ树快速查找快照；当狋不是ＥＨＲ树

的时间标签时，即犜犻＜狋＜犜犻＋１，其中，犜犻与犜犻＋１

为ＥＨＲ树的两相邻时间标签，则快照Ｓｎａｐｓｈｏｔ

（狋）是将［犜犻，狋］时间间隔内新增与消亡的对象更

新快照Ｓｎａｐｓｈｏｔ（犜犻）所形成的对象集。

３．２　基于时间间隔的增量查询

ＥＨＲ树索引中，基于时间间隔［狋犻，狋犼）查询

新增对象，是时间间隔内所有新增加对象的集合。

类似地，能快速回答时间间隔内消亡的对象问题。

在时间间隔［狋犻，狋犼）内查询未变化的对象：先查询

狋犻与狋犼的快照Ｓｎａｐｓｈｏｔ（狋犻）与Ｓｎａｐｓｈｏｔ（狋犼），再计

算Ｓｎａｐｓｈｏｔ（狋犻）与Ｓｎａｐｓｈｏｔ（狋犼）的交集。当狋犻与

狋犼为ＥＨＲ树的时间标签时，查询未变化的对象集

即为两快照的共享节点。

３．３　基于时间间隔的事件查询

ＥＨＲ树索引便于查询时间间隔［狋０，狋１）内的

合并、分割与复杂划拨等事件类型。设狋犻与狋犼为

ＥＨＲ树的时间标签，狋犻－１＜狋０＜狋犻＜狋犼＜狋１＜狋犼＋１，

查询时间间隔［狋０，狋１）内的合并事件，由［狋０，狋犻］、

［狋犼，狋１］、［狋犻，狋犼］３部分组成。

３．４　索引结构的更新

ＥＨＲ树时空索引的更新包括 ＨＲ树与日志

更新两部分。基于快照的索引结构采用 ＨＲ树

更新思想，生成新的快照Ｓｎａｐｓｈｏｔ（犜ｎｏｗ）索引结

构；日志部分则采用ＳＥＳＴ更新思想，当最新的快

照Ｓｎａｐｓｈｏｔ（犜ｎｏｗ）发生变化时，生成新的日志文

件。当日志块的实体数量大于一定阈值犔时，就

产生新的快照Ｓｎａｐｓｈｏｔ（犜ｎｏｗ）索引，从而形成固

定阈值的ＥＨＲ树索引。但随着时间推移，根据

远古近今的思想，将时间久远的日志索引结构采

用大的犔值，而近期的采用小的犔值，则形成变

阈值的ＥＨＲ树索引。

４　结　语

本文在分析 ＨＲ树时空索引原理基础上，引

入ＨＲ＋树区分节点、ＳＥＳＴ索引事件以及快照

增量索引增量的方法，构建了ＥＨＲ树多种查询

方式统一的时空索引结构，研究了该索引的基本

原理。从系统实现上比较不同时空索引的效率与

适用范围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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