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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对象存储的空间对象集群存储系统（ｇｅｏｓｐａｃ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ｏｒｅ，ＧＯＳ），为空间数据的存储

与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在ＧＯＳ系统中，实现了在逻辑层对面向对象空间数据模型的支持，使得数

据模型映射得到简化。同时，对象存储本身具有的并行性使得系统具有并行的查询处理功能，使得空间数据

查询处理这一计算密集型操作在ＧＯＳ中得到很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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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空间数据的特殊性，常规的ＤＢＭＳ不能

很好地存储与管理空间数据，通常采用的方式都是

在数据库管理系统上加入一层所谓暗盒、数据刀片

等空间附件实现空间数据的存储和管理［１，２］，相关

的产品有 ＥＳＲＩ的 ＡｒｃＳＤＥ、ＭａｐＩｎｆｏ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Ｗａｒｅ、Ｏｒａｃｌｅ的Ｏｒａｃ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ＢＭ的ＤＢ２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ｘｔｅｎｄｅｒ、Ｉｎｆｏｒｍｉｘ的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ｌａｄｅ。这种方式

结构复杂、效率不高，而且不便于扩展。随着空间

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空间数据的海量增长，特别

是数字地球、国家空间基础设施［３］等所需要的ＴＢ

甚至ＰＢ级海量存储空间，对现有的空间数据存储

系统在性能和扩展性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

文遵循存储设备智能化与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从存

储的体系结构角度来解决海量空间数据的存储与

管理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对象存储设备

（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ｏｒａｇｅｄｅｖｉｃｅ，ＳＯＳＤ）和空间对象管

理器的空间对象集群存储系统（ＧＯＳ）。

１　设计思想

对象存储［４］的思想是数据存储的部分管理功

能下移（ｏｆｆｌｏａｄ）到存储设备，存储设备上管理的

不再是数据块或文件，而是具有文件和块两类特

征的存储对象，存储设备接口也从传统的文件或

者块演变为存储对象接口。利用这一特性，文献

［４，５］给出了基于对象存储设备（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ｏｒ

ａｇｅｄｅｖｉｃｅ，ＯＳＤ）的文件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的存储

模型。借鉴这种设计思想，将基于面向对象模型

的空间对象作为存储设备管理的基本数据单元。

存储设备存储与管理的都是空间对象，存储设备

的接口为空间对象接口，把这样的存储设备称之

为空间对象存储设备（ＳＯＳＤ）。ＳＯＳＤ提供给上

层的管理系统和应用是封装好的一个个空间对

象，使上层空间数据管理主要解决空间对象的查

询和定位工作，降低了管理系统的复杂性，使系统

的扩展性得到增强，同时也解决了空间应用开发

中阻抗不匹配等相关问题。传统的空间数据库系

统数据访问模型与基于ＳＯＳＤ的ＧＯＳ数据模型

的对比见图１。

２　犌犗犛的系统结构

ＧＯＳ的系统结构如图２所示，该系统由空间

对象存储设备集群（ＳＯＳ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ＯＳＤＣ）、空

间对象管理器（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ＯＭ）以

及空间应用客户端（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ｌｉｅｎｔ，

ＳＡＣ）组成。

ＳＡＣ主要负责空间数据可视化和空间数据

分析，其层次结构图如图３所示。数据请求处理

层负责远程过程调用的消息打包和解包。ＳＯ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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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传统空间数据库数据访问模型和基于ＳＯＳＤ

的空间对象集群存储的数据访问模型的对比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ＡｃｃｅｓｓＭｏｄ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ｎｄＧＯＳ

图２　ＧＯＳ系统结构

Ｆｉｇ．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ＯＳ

客户端和ＳＯＭ 客户端提供ＳＯＭ 和ＳＯＳＤ的运

行库。ＳＯＭ则集中于空间数据查询、空间数据索

引和空间数据的访问控制以及并发控制等空间对

象的管理，其结构图如图４所示。ＳＯＳＤ负责空间

对象数据的存储，空间数据对象属性级别的存取与

管理通过ＳＯＳＤ来完成，其结构图如图５所示。

图３　ＳＡＣ结构图

Ｆｉｇ．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ＳＡＣ
　　　　　　　

图４　ＳＯＭ结构图

Ｆｉｇ．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ＳＯＭ
　　　　　　　

图５　ＳＯＳＤ结构图

Ｆｉｇ．５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ＳＯＳＤ

３　犌犗犛的逻辑数据模型

描述空间信息模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

对象，一种是基于场。在本文系统中，目前工作的

重点是解决基于对象模型的矢量图形空间数据存

储与管理。面向对象空间数据模型的特点是能方

便地表达空间实体之间的拓扑关系，但由于当前

数据库系统逻辑模型的限制，通常采用无拓扑关

系的面条模型，其拓扑关系信息必须通过在数据

文件中搜索所有实体的信息，并经过大量计算才

能得出，使得该方法难以有效地进行空间分析。

对于一些采用了拓扑关系模型的空间信息系统如

Ｇｅｎａｍａｐ，则是通过构造一系列的空间关系表来

实现，使得在对系统更新和构建新的图形时，所需

的时间代价较大。

ＧＯＳ逻辑数据模型遵从 ＯＤＭＧ和 ＯＧＣ规

范，实现在系统逻辑层次上对点、线、面等抽象数

据类型以及相离、相接和交叠等拓扑关系的支持，

实现面向对象的空间数据模型到逻辑数据模型的

直接映射。

在ＧＯＳ系统中，支持的空间对象逻辑模型结

构如图６所示，包括空间对象ＩＤ、属性和操作三

部分，其中属性分为图形属性、专题属性和关系属

性。图形属性描述空间对象的几何信息，专题属

性主要描述空间对象非空间特征信息，关系属性

主要用来描述空间对象之间的拓扑关系。操作包

括用于所有几何类型的基本操作、用于空间对象

间拓扑关系的操作测试和用于空间分析的一般操

作。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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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ＧＯＳ系统空间对象逻辑模型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Ｌｏｇ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Ｓ

４　基于犛犗犛犇的空间对象存储

ＧＯＳ中，空间数据的存储主要由ＳＯＳＤ来完

成。ＳＯＳＤ扩展自对象存储设备，通过利用存储

设备的处理能力提供面向对象模型的空间数据存

储接口，在内部实现非定长空间对象数据的物理

定位与存取。ＳＯＳＤ系统模块包括网络传输层、

消息处理层、空间对象接口层和空间对象存储管

理层。网络传输层实现网络数据包的发送和接

收；消息处理层负责空间对象操作命令、参数解包

以及将操作结果打包等；空间对象接口层提供空

间对象的访问方法；空间对象存储管理层实现存

储空间的分配、空间数据元信息的管理、空间对象

与物理块的映射以及空间对象访问方法的执行等

工作。

ＳＯＳＤ与传统的存储设备的区别不是介质，

而是接口，ＳＯＳＤ与对象存储设备的主要区别在

于对象的存储格式和结构。按照 Ｔ１０／ＯＳＤ草

案，在对象存储设备中，基本的存储单元用户对象

是一个无结构的数据块，而在ＳＯＳＤ中，基本的存

储单元是有结构的空间对象，其空间对象的存储

结构如下：

ＯＩＤ 长度 属性个数 属性向量 属性偏移向量 属性值

其中，ＯＩＤ是对象的ＩＤ。在ＳＯＳＤ中，根据对象

的ＯＩＤ进行对象的访问，长度代表整个空间对象

的存储长度，属性个数存放空间对象属性的个数，

属性向量存放空间对象各个属性的指针，属性偏

移向量存放每个属性值的起始偏移位置，属性值

存储区存放空间对象中各属性的值。

ＧＯＳ系统的存储是由多个ＳＯＳＤ组成的分

布式存储系统提供空间对象粒度的并行存取，而

传统的数据库存储结构ＤＡＳ和ＳＡＮ只能实现数

据块粒度的并行存取，服务器管理模块需要从数

据块中提取所需的数据，并进行构造，生成一定结

构的空间数据。在ＧＯＳ系统，一幅地图上的所有

空间对象可以全部存储在一个ＳＯＳＤ上，也可以

分布在多个ＳＯＳＤ上。ＳＯＳＤ的并行、智能特征

可以参见文献［４，６］。

５　空间对象的管理与查询

５．１　空间对象元数据管理

空间对象元数据是关于空间对象的描述信息，

主要包括空间对象类的结构定义、类的方法定义和

类间的继承与组合定义。空间对象类的结构定义

包括属性名、属性类型以及默认值等内容；空间对

象类的方法定义包括方法名、方法参数定义以及方

法体定义等内容，其中方法体即是方法中的代码或

相应函数。类间的继承与组合定义主要指在类中

定义其超类以及在类中定义属性的值域为另一个

类。空间对象的元数据存储在ＳＯＭ的模式库中，

通过应用程序和相关工具可以访问元数据。

５．２　空间查询

１）空间查询语言。ＳＱＬ是目前在数据库领

域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查询语言，具有强大的查询

处理功能，但ＳＱＬ通常只提供简单的数据类型。

新的ＳＱＬ３
［９］标准支持抽象数据类型，但是对空

间数据的操纵和获取还不是很完善。ＯＧＩＳ一直

致力于制定与 ＧＩＳ互操作相关的行业标准。

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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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ＧＩＳ的空间数据模型可以嵌入到各种编程语言

中，包括ＳＱＬ。本文系统将ＯＧＩＳ的空间数据模

型嵌入到ＳＱＬ中，扩展ＳＱＬ，从而实现对空间对

象的操作和查询。

２）空间索引。近年来，人们提出了许多空间

索引的结构与方法，总结起来，目前的空间索引技

术大致分为四大类［１０］，即基于二叉树的索引技术、

基于Ｂ树的索引技术、基于哈希的格网技术和空

间目标排序法。由于在ＧＯＳ系统中，基本的数据

单元是空间对象，空间索引结构应该是一种直接建

立在空间对象之上的索引结构。基于Ｂ树的Ｒ树

索引［８］是Ｂ树索引在多维空间的扩展，通过一个最

小外接矩形（ＭＢＲ）来匹配每个空间对象，其叶结点

是空间对象，中间结点是目录矩形，适合于系统中

以空间对象为基本单位的存储系统。

３）并行的空间查询。由于空间目标一般具

有复杂的空间形体，因而针对空间目标的精确空

间位置与扩展的操作是一个 ＣＰＵ 密集型的计

算。传统的解决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服务器

来完成精确空间对象的匹配，在用户请求增多的

情况下，造成服务器 负载过重；另一种方式是通

过客户端来完成精确对象的查找，这样导致的问

题是网络负载加重。在ＧＯＳ中，由于每个ＳＯＳＤ

具有一定的智能性，精确对象的查询工作可以分

布到多个ＳＯＳＤ中，一方面解决了服务器负载的

问题，另一方面减轻了网络负载。

ＧＯＳ中，空间查询的事务处理流程如图７所

示。ＧＯＳ采用分阶段的空间数据查询机制：第

一阶段，空间应用客户端通过ＳＯＭ内建的空间

图７　并行空间查询处理

Ｆｉｇ．７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Ｑｕｅｒｙ

目标近似索引，获取候选对象集合和对象所在的

ＳＯＳＤ的地址；第二阶段，空间应用客户端将精确

查询请求提交给多个候选集合中的ＳＯＳＤ，多个

ＳＯＳＤ并行地提取侯选对象的精确几何信息进行

计算，得到查询结果。

６　对比分析

目前，典型的空间数据库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在不修改底层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础上，

外加一个空间数据引擎，其代表是ＥＳＲＩ的ＡｒｃＳ

ＤＥ＋ＳＱＩＳｅｒｖｅｒ；第二类是通过扩展底层数据库

管理系统的数据类型，支持ＡＤＴ类型，通过扩展

支持空间数据类型，其代表是 Ｏｒａｃ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ｒａｃｌｅ。将这两类空间数据库与ＧＯＳ进行分析、

对比，其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空间数据库对比分析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ＡｒｃＳＤＥ＋ＳＱＩ

Ｓｅｒｖｅｒ

Ｏｒａｃ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ｒａｃｌｅ
ＧＯＳ

底层数据库

逻辑模型
关系模型 对象关系模型

空间对

象模型

空间查询 支持 支持 支持

并行空间查询 不支持 不支持 支持

扩展性 不能扩展 不能扩展 可扩展

７　结　语

空间数据的海量特征和空间数据的多维特性

使得空间数据的存储与管理不同于其他数据，从

而导致空间数据存储与管理的空间数据库成为一

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通过扩展对象存储思

想，提出了基于对象存储的空间对象集群存储系

统，将空间数据的存储与管理功能重新进行划分。

该系统提供了良好的可扩展性和并行的空间数据

查询特性，为空间数据的存储与管理提供了一种

新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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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机载激光扫描测高数据分层迭代选权滤波方法及其质量评价探讨　　刘经南，等

 铅垂线辅助的大比例尺城区空三自动转点 张剑清，等

 卫星跟踪卫星重力观测方程的建立 罗　佳，等

 建筑群负荷引起的大地水准面起伏及对高程的影响 王解先，等

 辅助纬度反解公式的Ｈｅｒｍｉｔｅ插值法新解 李厚朴，等

 线要素化简算法几何精度评估 武　芳，等

 ＧＩＳ符号库数据模型抽象及其交换格式研究 李青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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