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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传统空间数据库技术的不足，充分结合网格空间数据管理的新特点，提出了一种适合于网格环境

的空间数据库系统模型（ｇｒｉｄｐｅｅｒ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该模型运用Ｐ２Ｐ协

议Ｔａｐｅｓｔｒｙ构建了基于网格的层次化分布式空间数据库，不仅利用数据库的模式差异将网格空间数据库划

分为由相同模式节点组成的多个虚拟节点集合，实现了空间数据的分布式存储，而且还对查询算法进行了有

效的改进，并通过实验验证了查询算法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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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数据获取技术的不断进步极大地推动了

海量空间信息的膨胀，而空间信息的存储管理问

题却一直是ＧＩＳ研究的热点。网格技术的兴起

带动了网格ＧＩＳ的研究热潮。网格ＧＩＳ研究通

过将地理上分布、异构的多种计算资源、空间数据

库系统、数据处理系统、虚拟现实系统等通过高速

网络连接起来，使得构建大型或超大型空间信息

应用项目、进行协同式空间数据挖掘或空间决策

分析等成为可能，同时也对空间信息处理的效率、

服务质量以及存储管理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分

布式空间数据库技术与网格技术相结合，实现网

格环境下空间信息的高效存储管理，逐渐成为空

间信息技术的新兴研究领域。本文针对传统空间

数据库技术的不足，提出了一种适合于网格环境

的空间数据库系统模型 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将Ｐ２Ｐ

覆盖网技术巧妙应用到模型之中。

１　犌犘犲犲狉犛犇犅犕犛的研究与设计

覆盖网络（ｏｖｅｒｌａｙｎｅｔｗｏｒｋ）
［１］是基于实际的

物理网络所构建的逻辑网络。Ｐ２Ｐ覆盖网技术
［２］

是较为成熟的覆盖网技术之一，也是目前研究的

热点领域。其中，结构化Ｐ２Ｐ覆盖网采用Ｄ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技术实现资源的存储与

定位，不仅具有较强的资源检索性能和负载均衡

能力，而且扩展性良好，适合于复杂多变的网格应

用环境。Ｃｈｏｒｄ
［３］、ＣＡＮ

［４］、Ｔａｐｅｓｔｒｙ
［５］等都属于

这种结构化Ｐ２Ｐ协议。

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利用ＳＨＡ１等哈希函数为每个节

点随机分配一个惟一的标识 ＮｏｄｅＩＤ，由一个犓

进制的 犕 位数组成。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继承并改进了

Ｐｌａｘｔｏｎｍｅｓｈ
［６］的数据结构，且在建立邻居映射

表时参照了节点在物理网络中的邻近程度。这种

设计使得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具有良好的容错性、扩展性和

自组织性。此外，Ｔａｐｅｓｔｒｙ还具有灵活的节点加

入退出算法，并能够有效地实现节点之间的负载

均衡，有利于维持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因此，

本文采用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协议作为网格空间数据库系

统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的基本组网协议，并根据空间

数据库的实际情况加以优化，以适应网格应用环

境的需求。

１．１　犌犘犲犲狉犛犇犅犕犛数据库系统逻辑模型

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是一个以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协议作为

基本的组网协议，面向现有的各种关系数据库和

对象关系数据库系统，具有双层逻辑网络结构的

网格空间数据库系统。通过分层的Ｐ２Ｐ路由算

法，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将地理上分散分布的各个数

据库节点构建为网格数据库系统，并实现节点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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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查询和路由算法。其中，底层是空间数据

库的模式集群（ｍｏｄｕｌｅｃｌｕｓｔｅｒ，ＭＣ）层，每一个模

式集群本质上都是一个通过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协议所构

成的虚拟组织，多个虚拟组织共同构成了ＧＰｅｅｒ

ＳＤＢＭＳ系统。如果将整个 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系统

用空间犈来表示，则犈＝｛ＭＣ１，ＭＣ２，…，ＭＣ狀｝。

任意一个 ＭＣ由多个独立的数据库节点Ｐｅｅｒ组

成。各个Ｐｅｅｒ采用同样的数据库管理模式（数据

库管理系统和操作系统等），每个 ＭＣ内部各

Ｐｅｅｒ之间能够相互识别对方的数据，并能够通过

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协议实现查询消息的路由。每个 ＭＣ

中都存在着一个惟一的Ｒｏｏｔ节点，Ｒｏｏｔ节点能

够处理来自本集群内部的一些请求，并保存着本

集群中所有节点的分布信息，以及本集群中的热

点查询信息索引。热点查询信息索引是为本集群

中一个周期内被查询次数最多的狀个数据建立的

索引表，索引表按指定周期更新，有助于用户快速

检索到需要的信息。除了作为本集群的Ｒｏｏｔ节

点，该节点与自己所在的 ＭＣ一一对应，这些节

点的集合｛ＲＰｅｅｒ１，ＲＰｅｅｒ２，…，ＲＰｅｅｒ狀｝构成了上

层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网。节点通过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协议与上层

的其他节点相互通信，称其为ＲＰｅｅｒ。位于上层

的ＲＰｅｅｒ是在每个 ＭＣ中选出的相对稳定、且在

网络带宽、计算能力、存储容量等性能参考指标上

表现较好的节点。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的逻辑模型如

图１所示。

图１　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的逻辑模型

Ｆｉｇ．１　Ｌｏｇ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

图１中，逻辑模型的上层是由ＲＰｅｅｒ节点组

成的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父网，节点之间相互联系紧密，保

持着稳定连接的逻辑网络，该网络中节点的变化

情况很少；而位于逻辑模型下层的节点则根据数

据库模式的不同分配到不同的 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子网

（ＭＣ）中，使得 ＭＣ内部在频繁的节点动态变化

的前提之下，各个数据库之间仍然保持高度的相

互关联，能充分实现空间信息的共享和互操作。

１．２　分布式存储策略

在层次化网格空间数据库的架构下，各个

ＭＣ内部的数据库模式实现了统一，能够方便地

实现空间数据的存储。在此前提下，数据库的分

布策略对 ＭＣ的性能和稳定性有着重要影响。

为了有效地提高 ＭＣ内部空间信息存储及

管理的效率，需要对所维护的数据实现以 ＭＣ为

基本单位的一体化管理，把数据分散地存储到

ＭＣ内的各个数据库节点上。为了保证 ＭＣ内各

个节点之间的负载均衡，节点的数据负载必须与

节点的存储和计算能力一致，空间数据在多个节

点进行分布存储，即引入了空间数据分区的问题。

常见的数据库分区存储策略包括水平分区、垂直

分区和混合分区［７］。在空间信息的处理上，比较

典型的水平分区方法是对图幅采用均匀划分的栅

格进行分块。大多数影像数据在数据库中都采用

这种分区方法，并将不同的分块采用二进制字段

来存储。而矢量数据由于通常按照不同的要素类

型进行分层管理，因而更适合于采用垂直分区的

方法。但是，如果单个图层的数据量过大，则要结

合水平分区方法对同一图层内的数据进行再分

区。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协议为节点上所存储的资源都赋

予了一个全局惟一的资源ＩＤ，在这里，将分区数

据块的编号采用 Ｈａｓｈ函数进行散列，散列所获

得的一个４位数的值作为该数据块的全局惟一的

资源ＩＤ。空间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如图２所示。

由于经过矢量化以后，空间信息在图层内的

分布是不均匀的，简单的栅格分区方法往往造成

数据块的信息载量不均衡，从而导致存储节点之

间的负载过大或过小，因此，针对数据块的信息载

量，在其存入数据库时，要采用一定的策略来实现

节点之间的负载均衡。

１．３　网格空间数据库系统查询算法

在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系统中，数据分布对用户

是完全透明的，用户不需要知道查询对象的分解、

存储节点等问题。网格ＧＩＳ用户的查询请求Ｒｅ

ｑｕｅｓｔ可以通过网格ＧＩＳ中间件系统转发给任意

一个邻近用户节点的ＲＰｅｅｒｌ节点，并由该ＲＰｅｅｒｌ

节点对查询任务进行分解，保证分解后的每个查

询只涉及到单个 ＭＣ数据，也即 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

ｑｕｅｓｔ１，ｒｅｑｕｅｓｔ２，…，ｒｅｑｕｅｓｔ犽｝。然后，该 ＲＰｅｅｒ犾

节点查询自己在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父网中的邻居节点列

表，并将查询请求路由到相应的多个邻居ＲＰｅｅｒ犿

节点上，同时在查询请求中附带上相应的 ＭＣ的

条件信息。各个ＲＰｅｅｒ犿节点首先检索各自的热

点查询信息索引，如果未获得相应的结果，则任意

选取邻居节点中返回查询结果最多的节点———

ｂ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将查询信息在本ＭＣ中路由。最

４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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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数据的分布式存储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ｏｆＤａｔａ

后，在各个 ＭＣ中的查询结果直接返回网格ＧＩＳ

中间件系统，由系统对数据结果进行汇总和集成，

最终提交给请求用户。具体查询树的结构如图３

所示。

图３　查询树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ＱｕｅｒｙＴｒｅｅ

在选择邻居节点的过程中，对Ｔａｐｅｓｔｒｙ路由

算法进行了改进。在原来的算法中，节点应当是

随机选取路由表中与自己具有犿 位相同前缀的

邻居节点，而笔者在设计查询算法时，从查询成功

率的角度考虑，在进行路由时，总是选择具有犿

位相同前缀的邻居节点中返回结果最多的邻居，

也即ｂ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从而改善 ＭＣ内部的查询性

能。

１．４　节点的加入与退出

新的节点在加入网格的初期，只能以Ｔａｐｅｓ

ｔｒｙ子网节点的身份加入，新加入的节点必须选择

与本节点相符的数据库模式，此时能够获得一个

同类数据库模式的列表，列表中包含多个数据库

模式相同的 ＭＣ及其所对应的Ｒｏｏｔ节点。底层

节点选择数据库模式的同时，能够自动加入离自

己物理位置最近的对应的Ｒｏｏｔ节点所在的 ＭＣ，

也可以通过采用手动的方式选择列表中的一个

ＭＣ，然后按照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协议分配路由表和节点

ＩＤ，节点在 ＭＣ中的退出也和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协议中所

定义的一样灵活。

由于Ｒｏｏｔ节点承担着本层的Ｐｅｅｒ节点和下

层的Ｒｏｏｔ节点两种角色，并保存着下层所有节

点的分布信息，以及该集群中被访问次数较为频

繁的数据索引列表，一旦Ｒｏｏｔ节点失效，将影响

整个模式集群系统的运行。因此，Ｒｏｏｔ节点如果

需要退出网格数据库系统，必须首先提出申请，

等系统找到合适的替代节点，并将数据转移到替

代节点上，才能够顺利退出。

２　实验及系统性能分析

２．１　系统性能分析

由于 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系统将 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协议

进行了层次化，并在路由查询算法上进行了改进，

因此，系统的性能与原来的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网络也有所

不同。假设系统中总的节点数为狀，如果构建一

个普通的 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网，则系统的空间复杂度为

犗（狀ｌｇ狀），查找复杂度为犗（ｌｇ狀），节点加入的复杂

度为犗（ｌｇ
２狀）。如果构建一个本文所设计的层次

化的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网，则系统被划分为犽（犽狀）个

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子网。由于节点的加入和退出都是在

Ｔａｐｅｓｔｒｙ子网中进行的，因此，节点的空间复杂

度被降低到犗（狀／犽）ｌｇ（狀／犽），每个节点需要维护

的邻居节点数量大大降低，节点加入的复杂度也

降低到犗（ｌｇ
２（狀／犽））。在系统中，单个查询的查

５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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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复杂度为犗（ｌｇ（狀／犽）），复合查询的查找复杂度

则与被分解的查询个数相关，假如被分解为狇个

查询，则查找复杂度为犗（狇ｌｇ（狀／犽））。可见，通过

划分 ＭＣ，能够有效地降低系统的复杂度，使其整

体性能得到提升。

２．２　仿真实验及分析

为了检验 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系统的性能，笔者

采用仿真软件着重对系统的查询算法进行了模

拟。硬件配置为Ｐｅｎｔｉｕｍ４２．７Ｇ的ＣＰＵ、５１２

Ｍ内存和１２０Ｇ 的硬盘，系统平台采用 Ｌｉｎｕｘ

ｒｅｄｈａｔ９，仿真软件则采用Ｐ２Ｐｓｉｍ，并根据改进

的算法对源码进行了修改。仿真实验中的网络拓

扑则通过ＧＴＩＴＭ
［８］实现，生成一个具有两层拓

扑的网络结构。同时，实验中采用了静态的ｘｍｌ

文档格式的ＧＩＳ点数据集和线数据集作为实验

数据。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算法模拟的过程中，

假设数据查询请求都是复合查询，也即在改进的

算法中，查询可以分解为多个子查询，这也是与真

实的空间数据的查询情况相符合的。

在Ｐ２Ｐ系统中，系统的查询成功率和查找延

迟是衡量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图４和图５分别

是这两种指标的仿真结果。

图４　算法的查询成功率

Ｆｉｇ．４　Ｑｕｅ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

　
图５　算法的平均查找延迟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ＱｕｅｒｙＤｅｌａｙ

从图４可看出，改写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算法对系统的

查询成功率没有明显的影响，不管是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算

法还是Ｌａｙｅｒｅｄ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算法，查询成功率都在

９９．８％左右轻微摆动。而在图５中，Ｌａｙｅｒｅｄ

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算法的平均查找延迟则远低于 Ｔａｐｅｓ

ｔｒｙ算法，可见进行算法的改进以后，系统的查询

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根据对系统性能的分析

可知，由于系统根据节点性能将节点层次化，并根

据数据库模式的不同分成了多个 ＭＣ，在查询中，

往往能保证多个 ＭＣ中的查询同时进行，从而大

大提高了系统的查询性能。因此，对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算

法的层次化改进是有效的，有利于整个 ＧＰｅｅｒ

ＳＤＢＭＳ系统性能的提升。

３　结　语

本文提出的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系统以现有的Ｐ２Ｐ

协议Ｔａｐｅｓｔｒｙ为基础，构建了层次化的数据库模

型。层次化的结构和Ｐ２Ｐ协议的应用使系统具有

灵活的负载均衡能力和动态扩展性能，能够适应复

杂的网格应用环境。为了提高系统的查询性能，还

对Ｔａｐｅｓｔｒｙ的查询算法进行了改进。实验证明，改

进的算法能够有效地提高系统的查询性能。网格

数据库系统本身涉及的问题很多，在后续的研究

中，将着重在网格空间数据库系统的负载均衡和

数据冗余机制的设计上展开更多的研究，从而进

一步将 ＧＰｅｅｒＳＤＢＭＳ系统模型进行完善和优

化，为实现空间数据库的网格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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