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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空间信息服务中所能支持的并发用户数有限、瓦片响应时间过长等问题，在客户端建立缓存机

制。分析了空间数据瓦片的缓存索引，提出了适合于空间数据的缓存置换策略 ＴＣＬＥＰＲ。实验结果表明，

ＴＣＬＥＰＲ可以提高瓦片缓存的请求命中率和字节命中率，缩短瓦片的响应时间，并支持更多的并发用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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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和ＤＥＭ 数据的高效

实时传输是实现网络环境下空间信息服务的一个

难点［１］，良好的缓存机制可大大提高网络空间数

据的访问与传输效率，缩短访问响应时间。对空

间数据的访问具有空间局部性与位置相关性，这

为在网络中分布式部署空间数据缓存提供了契

机［１］，文献［２６］对此进行了研究。离用户最近

（几乎零距离）且为单一的特定用户服务的客户端

缓存如能够直接响应瓦片请求，则可以最大程度

地减小用户瓦片请求的响应时间，为客户端节省

接入网带宽，减少发向网络和空间应用服务器的

负载，以便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更好质量的空间数

据服务。本文为空间数据服务中的客户端定义缓

存索引，提出了适合空间数据的基于瓦片寿命和

访问热度的缓存置换策略ＴＣＬＥＰＲ（ｔｉｌｅｃａｃｈｅｌｉ

ｆｅｔｉｍｅｅｘｃｅｓｓ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１　空间数据缓存置换策略

１．１　缓存索引

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是一款大规模三维地形漫游系

统。服务器端集群使用６台服务器提供高可用性

的空间数据服务，数据源采用面向对象的存储模

型［７］。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中对瓦片（犾，（狋狓，狋狔））的请求

以ＵＲＬ＝ｈｔｔｐ：／／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ｓｅｒｖｅｒ＿ａｄｄｒｅｓｓ／

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ｔｉｌｅ．ａｓｐｘ？犔＝犾牔犡＝狋狓牔犢＝狋狔牔

…的形式触发，其中，犾为瓦片所在的金字塔层

号；狋狓、狋狔分别为瓦片所在的第犾层瓦片矩阵中的

行、列号。为快速地进行 ＵＲＬ比较，将 ＵＲＬ通

过ＭＤ５散列策略变换为１２８位字符串进行操作。

缓存索引表的索引项为 ＭＤ５（ＵＲＬ），内容为对应

瓦片的最近一次访问时间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Ｔｉｍｅ、总访

问次数ｔｏｔ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Ｔｉｍｅｓ以及首次在缓存中的存

储时间ｆｉｒｓｔＳｔｏｒｅＴｉｍｅ，并以链表的形式存储。为

加快瓦片索引查找与更新的效率，采用顺序存储

法，即以（犾，（狋狓，狋狔））的 ＭＤ５字符串的大小进行顺

序存储，索引表如图１所示。当客户端触发对瓦

片（犾，（狋狓，狋狔））的请求时，首先通过请求的ＵＲＬ对

应的 ＭＤ５散列值查询索引表，分析瓦片是否已

经在缓存中。当请求瓦片在缓存中命中时，缓存

图１　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的瓦片缓存索引表

Ｆｉｇ．１　ＴｉｌｅＣａｃｈｅ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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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响应用户，并更新其对应的索引，ｌａｓｔＡｃ

ｃｅｓｓＴｉｍｅ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ｉｍｅ，ｔｏｔａｌ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ｓ←ｔｏｔ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Ｔｉｍｅｓ＋１。

１．２　缓存置换策略

当缓存存储区满或不足以容纳新的瓦片时，

需要清除价值不高的空间数据瓦片。基于缓存索

引，三种最直接的置换策略是：① 最近最少使用

ＬＲＵ，将存储区中最长时间未被访问的瓦片置换

出缓存，即删除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Ｔｉｍｅ最小的瓦片；

② 最不经常使用ＬＦＵ，将存储区中总访问次数

最小的瓦片置换出缓存，即删除ｔｏｔａｌ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ｓ最小的瓦片；③ 先进先出ＦＩＦＯ，将存储区

中最先存储的瓦片置换出缓存，即删除ｆｉｒｓｔ

ＳｔｏｒｅＴｉｍｅ最小的瓦片。ＬＲＵ 仅仅根据最后的

访问时间来决定丢弃哪个瓦片，无法区分相对频

繁访问和很少访问的瓦片；ＬＦＵ可能对瓦片的缓

冲区造成污染；ＦＩＦＯ中，最先被缓存但近期多次

被命中的瓦片可能被置换。

本文提出了基于瓦片寿命和访问热度的缓存

置换策略ＴＣＬＥＰＲ。ＴＣＬＥＰＲ考虑了瓦片的平

均缓存寿命、当前缓存存活寿命以及访问热度，它

将当前缓存存活寿命超出平均缓存寿命最长且访

问热度最低的瓦片置换出缓存。

定义１　瓦片平均缓存寿命ａｃＴｉｍｅ（犖）。系

统首次运行开启缓存功能后，当某时刻缓存空间

溢出，需要置换瓦片以缓存新瓦片时，假设在此时

刻前的缓存置换过程中，已经被置换的瓦片总数

为犖，其中，第狀个瓦片的置换时间为犜狉狀，首次存

储时间为犜狊狀＝ｆｉｒｓｔＳｔｏｒｅＴｉｍｅ（狀），则定义瓦片平

均缓存寿命为ａｃＴｉｍｅ（犖）＝
１

犖∑
犖

狀＝１

（犜狉狀－犜
狊
狀）。

ａｃＴｉｍｅ（犖）与瓦片的请求强度和缓存大小密切相

关，瓦片请求强度越大、缓存越小，则缓存置换频

繁执行，ａｃＴｉｍｅ（犖）越小。

定义２　瓦片缓存存活寿命ｃｃＴｉｍｅ（犼）。设

缓存需置换时，缓存中共计 犕 个瓦片，定义第犼

个瓦片Ｔｉｌｅ（犼）的当前缓存存活寿命ｃｃＴｉｍｅ（犼）

为瓦片最近一次被访问后至今的流逝时间，即

ｃｃＴｉｍｅ（犼）＝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ｉｍｅ－ｌａｓｔＡｃｃｅｓｓ

Ｔｉｍｅ（犼）。每当该瓦片被访问后，由缓存索引更

新操作可知，其当前缓存存活寿命置零，说明该瓦

片获得“重生”，表示其最近仍有可能被再次访问。

ｃｃＴｉｍｅ（犼）反映了瓦片访问的时间局部性和位置

相关性，如果定义ｃｃＴｉｍｅ（犼）＝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Ｔｉｍ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ｏｒｅＴｉｍｅ（犼），则无法反映出空间数

据的访问特性。

定义３　瓦片存活超限寿命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Ｅｘｃｅｓｓ

（犼）。定义缓存中瓦片Ｔｉｌｅ（犼）的当前存活寿命超

出平均缓存寿命的存活超限寿命为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Ｅｘ

ｃｅｓｓ（犼）＝ｃｃＴｉｍｅ（犼）－ａｃＴｉｍｅ（犖）。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Ｅｘ

ｃｅｓｓ（犼）有可能为负数，表示该瓦片寿命较小，可

重用性很大，价值较高，应继续保留在缓存中。

定义４　瓦片访问热度狀犼，为Ｔｉｌｅ（犼）的访问

总次数，即狀犼＝ｔｏｔ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Ｔｉｍｅｓ（犼）。

定义５　瓦片老化程度，记为ｔｃｌｅｐｒ（犼）＝

ＬｉｆｅＥｘｃｅｓｓ（犼）

狀犼
＝
ｃｃＴｉｍｅ（犼）－ａｃＴｉｍｅ（犖）

ｔｏｔ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Ｔｉｍｅｓ（犼）
。

根据以上定义，ＴＣＬＥＰＲ在置换时，基于缓

存空间需求，将老化程度ｔｃｌｅｐｒ（犼）最高的一个瓦

片或多个瓦片从缓存中删除。

１．３　犜犆犔犈犘犚的性能分析

ＴＣＬＥＰＲ执行时，由于平均缓存寿命ａｃ

Ｔｉｍｅ（犖）的引入，缓存中的瓦片Ｔｉｌｅ（犼）的存活超

限寿命ＬｉｆｅｔｉｍｅＥｘｃｅｓｓ（犼）有可能为负数，因此，

就可以省去对应瓦片的老化程度的计算，仅仅计

算ｃｃＴｉｍｅ（犼）＞ａｃＴｉｍｅ（犖）的瓦片的老化程度

ｔｃｌｅｐｒ（犼），节省了大量计算量。而且，ａｃＴｉｍｅ（犖）

的计算在缓存置换前已经计算得出。另一方面，

当此次瓦片置换操作执行完毕，需要计算ａｃＴｉｍｅ

（犖＋犓），以便下次置换时使用，犓 为本次置换时

基于缓存空间需求而需要删除的瓦片个数，犓＝

１，２，…，犕。ａｃＴｉｍｅ（犖＋犓）的计算可以根据已

有的数值ａｃＴｉｍｅ（犖）快速计算得到。下面分析

ａｃＴｉｍｅ（犖＋犓）与ａｃＴｉｍｅ（犖）的迭代关系。同定

义１，设本次置换删除的犓 个瓦片中第犻个瓦片

的置换时间为犜狉犻，首次存储时间为犜
狊
犻，１≤犻≤犓，

则有：

ａｃＴｉｍｅ（犖＋犓）＝

１

犖＋犓
（∑
犖

狀＝１

（犜狉狀－犜
狊
狀）＋∑

犓

犻＝１

（犜狉犻－犜
狊
犻））＝

犖
犖＋犓

ａｃＴｉｍｅ（犖）＋
１

犖＋犓∑
犓

犻＝１

（犜狉犻－犜
狊
犻）

　　瓦片置换结束后，立刻在后台计算更新瓦片

的平均缓存寿命，于是有：

ａｃＴｉｍｅ（犖＋犓）＝
犖

犖＋犓
ａｃＴｉｍｅ（犖）＋

犓
犖＋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ｉｍｅ－

１

犖＋犓∑
犓

犻＝１

ｆｉｒｓｔＳｔｏｒｅＴｉｍｅ（犻）

　　特别地，当犓＝１，缓存中犕 个瓦片中的第犻

个瓦片被置换时，即ｔｃｌｅｐｒ（犻）＝ｍａｘ｛ｔｃｌｅｐｒ（犼），１

≤犼≤犕｝时，有：

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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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Ｔｉｍｅ（犖＋１）＝
犖

犖＋１
ａｃＴｉｍｅ（犖）＋

１

犖＋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ｉｍ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ｏｒｅＴｉｍｅ（犻））

２　实验结果

将ＴＣＬＥＰＲ实施于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客户端，为

验证其在并发访问中的性能，本文在ＯＰＮＥＴ中

进行了仿真实验。图２是仿真时的网络逻辑示意

图，其中，ＣａｃｈｅＳｅｒｖｅｒ是客户端Ｃｌｉｅｎｔ的缓存，

通过Ｌａｙ４Ｓｗｉｔｃｈ连接；多个Ｃｌｉｅｎｔ通过各自的

路由器连接到ＩＰＮｅｔｗｏｒｋ（其他的Ｃｌｉｅｎｔ在图中

未标识出）；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ｅｒｖｅｒ为提供空间信息服务

的服务器。仿真中，采用一台 ＣＰＵＰ４３．０Ｇ、

ＲＡＭ５１２Ｍ的服务器提供服务。客户端经网络

至服务器的链路具有足够的带宽资源，不至于成

为空间数据传输的瓶颈。客户端以泊松分布发送

瓦片请求，请求间隔服从指数分布，平均间隔为１

ｓ。仿真时间为１ｈ，随机种子为ｓｅｅｄ（１６，３２，６４，

１２８，２５６），结果取５次仿真实验数据的平均值。

图３（ａ）是客户端请求单一空间数据集，或为

最高分辨率为３０ｍ的全球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影像数据集

（瓦片大小为５１２像素×５１２像素），或为最高分

辨率为９０ｍ的全球ＳＲＴＭ 地形数据集（瓦片大

小为１２８像素×１２８像素）时，各种缓存策略的瓦

片请求命中率对比图（由于所请求的为单一数据

集，瓦片大小相同，故字节命中率等于瓦片请求命

中率）。由图３（ａ）可见，在各种相对缓存大小的

情况下，ＴＣＬＥＰＲ的命中率都高于ＦＩＦＯ、ＬＲＵ

和ＬＦＵ。当缓存较小时，ＴＣＬＥＰＲ的命中率存

在优势，但并不是很明显，四种策略性能相差不

大；当缓存逐渐增大时，ＴＣＬＥＰＲ表现出较明显

的命中率优势。从总体上来说，四种策略的命中

率从高到低依次为ＴＣＬＥＰＲ、ＬＦＵ、ＬＲＵ、ＦＩＦＯ。

图２　仿真时的网络逻辑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Ｕｓｅｄ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３（ｂ）是请求混合空间数据，即同时请求

最高分辨率为３０ｍ的全球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影像数据和

最高分辨率为９０ｍ的全球ＳＲＴＭ 地形数据（请

求瓦片比例为１∶１）时，各种策略的请求命中率

和字节命中率对比图。在各种缓存大小的情况

下，ＴＣＬＥＰＲ的请求命中率都要好于其他三种策

略；在相对缓存大小达到４０％后，四种策略的缓

存收敛到各自的请求命中率，此后再增加缓存大

小，则无法提高请求命中率。

图４是采用ＴＣＬＥＰＲ缓存后，系统在不同并

图３　不同空间数据集时的缓存命中率

Ｆｉｇ．３　ＣａｃｈｅＨｉｔＲａｔｉｏ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发用户数的情况下，与没用使用缓存的２５６个并

发用户数时的瓦片请求响应时间对比图，其中，瓦

片请求的数据集为混合数据集（Ｌａｎｄｓａｔ７影像数

据和ＳＲＴＭ 地形数据，请求瓦片比例为１∶１），

ＴＣＬＥＰＲ的相对缓存大小为４０％，此时对应的瓦

片请求命中率为４８．７％。由图４可见，当并发用

户数为２５６时，采用ＴＣＬＥＰＲ缓存后，瓦片的响

应时间从无缓存时的３．６１ｓ下降到０．４８ｓ左右，

降幅 非 常 大。逐 次 增 加 并 发 用 户 数，测 试

ＴＣＬＥＰＲ的瓦片响应时间，可见，响应时间均有

大幅度的下降。即使并发数为１５３６，即无缓存、

２５６并发用户数的６倍时，使用ＴＣＬＥＰＲ的响应

时间也仅为３．３２ｓ左右，低于３．６１ｓ。

９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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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瓦片请求响应时间

Ｆｉｇ．４　ＴｉｌｅＲｅｑｕｅｓ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ｉｍｅｓ

３　结　语

本文在ＧｌｏｂｅＳＩＧｈｔ客户端增加了空间数据

缓存功能，定义了缓存索引，提出了基于瓦片寿命

和访问热度的缓存置换策略 ＴＣＬＥＰＲ。实验结

果表明，与代表性的缓存置换策略相比，ＴＣＬＥＰＲ

提高了命中率，缩短了瓦片响应时间，并提高了系

统可支持的最大并发用户数。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包括将ＴＣＬＥＰＲ部署到文献［２］的服务器端缓存

中，以及考虑距离视点中心的空间访问邻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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