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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整合已有的不同地点的ＧＩＳ路径服务，实现网络拓扑数据的全局最短路径查询，提出了一种基于

层次拓扑模型的分布式最短路径算法，并且着重针对网络传输和计算效率问题，提出了两种优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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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路径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

针对的数据都位于同一地点，而由于数据的归

属和目前 ＧＩＳ互操作的发展，拓扑数据一般都

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并且由不同的服务提供商

提供最短路径服务进行维护，传统的最短路径研

究并没有考虑这种情况。本文研究如何将散布在

不同地点上的最短路径服务组合起来，形成一种

全局拓扑意义上的更为强大、范围更广的最短路

径服务。

单机最短路径问题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很多

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基于平面图和基于层次图的

最短路径算法。Ｅ．Ｗ．Ｄｉｊｋｓｔｒａ在１９５９年提出的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是平面图算法中最为经典的，且已

被广泛使用。文献［１］提出了一种层次图模型

ＨｉＴｉ模型。这些算法能有效地加快大型网络最

短路径查询时间，但是其数据全部位于本地，没有

考虑分布式最短路径查询。针对本文提出的最短

路径问题，国内外的研究还很少，文献［２］虽然提

出了该问题，并对解决方法进行了简单的叙述，但

是没有给出具体的算法和详细分析。文献［３，４］

研究的分布式多级道路网还是位于同一空间数据

库中，分布式仅仅是指提供服务以供远程用户调

用。本文将首先给出分布式环境下的层次网络模

型相关定义，由该定义引出分布式虚拟层次图创

建算法，然后给出针对该算法的优化方法，最后给

出原型系统运行图和最终查询时间表，并进行相

关评价和分析。

１　分布式环境下的层次网络模型定

义

　　传统层次网络模型的建立是按一定的规则将

一个大型网络划分为若干子网络，而分布式层次

路由与此不同的是已知若干小型网络组织成一个

具有层次关系的网络（每个局部拓扑网络自然形

成层次网络中的子网，而不需要另行划分），主要

思想是分布式子网通过边界上的同名点来进行衔

接，这些子网中的衔接点，本文称为外接点。同名

点确定准则是通过拓扑网络上的属性和空间信

息，可以人工和自动判断。自动判断是通过两个

点的空间距离，如果小于阈值则认为是同一点；人

工判断是在自动判断的基础上加上属性信息的判

断。每个子网都拥有若干外接点，如果将这些外

接点提取出来，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组织，就可以

形成一个跨越全部子网、位于其上的高层网络，从

而形成分布式环境下的层次网络模型，分布式最

短路径算法将以此模型为基础来实现。

定义１（图定义）　犌 ＝ （犖，犔，犠）是双向

图，犖（犌）＝犖＝｛犖犻｜１≤犻≤狀｝是该图的节点集

合，狀代表了节点数。犔（犌）是边集合，犔犻犼代表了

节点对＜犖犻，犖犼＞。犠（犌）＝｛犠犻犼｜犠犻犼＝犳（犔犻犼）｝

为边的权重，犠犻犼表示边，犔犻犼代表了边的权值，犳是

代价函数。犛犻犼（犌）代表了起点是犖犻、终点是犖犼

的最短路径上的节点集合。犛犠犻犼（犌）代表了最

短路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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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２（外接点、关系定义）　设图集合犛犌＝

｛犌１，犌２，…，犌犿｝，犌狀是双向加权图。犚犻犼（犛犌）＝

｛〈犖狇，犖狑〉｜犖狇∈ 犖犻∧ 犖狑∈ 犖犼∧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犖狇，

犖狑）＝０｝代表了所有从犌犻到犌犼的关系集合；

Ω犻犼（犛犌）＝｛犖狇｜犖狇∈犖（犚犻犼）∧犖狇∈犖犻｝代表了

所有与犌犻和犌犼相关的外接点集合；Ω狇（犛犌）＝

｛Ω狇１∨Ω狇２∨…Ω狇犻…∨Ω狇犿，狇≠犻｝代表了犛犌中

所有的外接点集合；Ψ狇（犛犌）＝ ｛犔（犚狇１）∨ 犔

（犚狇２）…∨犔（犚狇犻）∨犔（犚狇犿），犻≠狇，１≤犻≤犿｝代

表了犛犌中所有的关系集合。

定义３（虚拟层次图定义）　犛犌＝｛犌１，犌２…

犌犿｝，犔犌 ＝ ｛犖，犔，犠｝是犛犌 的虚拟层次图，

犖（犔犌）＝｛Ω１∨ Ω２∨…∨Ω犿｝是 犔犌 的节点，

犔（犔犌）＝ ｛＜犖犻，犖犼＞｜（犖犻∈Ω狇（犛犌）ａｎｄ犖犼

∈Ω狇 （犛犌））ｏｒ （犖犻 ∈犚狀犿 （犛犌）ａｎｄ 犖犼 ∈

犚狀犿（犛犌））｝是犔犌 的边集，犠＝｛犠犻犼｜ｉｆ犖犻∈犌狇

ａｎｄ犖犼∈犌狇，犠犻犼（犔犌）＝犛犠犻犼（犌狇）；ｉｆ犖犻∈犌犿ａｎｄ

犖犼∈犌狀ａｎｄ犿≠狀，犠犻犼（犔犌）＝０｝是边的权值。

上述层次模型充分考虑了分布式环境下的道

路数据情况，通过道路同名点来构成全局层次网

络模型，保持了各个局部子图的相对独立性。

２　分布式层次虚拟图创建算法

分布式层次路由算法和传统层次路由算法基

本步骤相同，只是虚拟层次图的创建过程不同（传

统层次路由算法参见文献［５］）。

１）获取子图的外接点。通过调用各个子图

服务得到。

２）获取子网之间的关系集合。在得到所有

子图外接点后，计算所有外接点之间的距离，如果

距离小于阈值，说明存在一个关系。最后可以得

到关系集合。

３）获取外接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调用各个

子图服务，获取同一子图内外接点之间的最短距

离，如果最短距离有效，认为存在一条虚拟边，并

且边的权值为最短距离。最后可以得到虚拟边集

合。

４）获取虚拟层次图。得到了关系集合和虚

拟边集合，按照定义，即可得完整的全局虚拟层次

图。

由于该算法是获取所有的虚拟边来得到虚拟

层次图的，这必然对每个子服务进行请求，会花费

比较多的带宽，并且如果虚拟边的权值是子服务

实时计算得到的，那么将耗费大量计算资源，计算

资源和带宽的耗费将导致低效的计算效率。

３　优化方法

３．１　分布式虚拟边管理策略

在分布式层次最短路径算法的组网步骤中，

需要得到虚拟边的权值，也就是说需要从子网络

服务中得到外接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对于这个问

题，可以采用３种方法，分别为静态管理法、完全

动态管理法和半动态管理法。

静态管理法是最直观的方法，通过得到全部

子图的外节点和外节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来预先形

成全局衔接图，并存储到一个全局库中。这种方

法的优点在于其执行效率很高，因为虚拟层次图

不需要进行动态组网，可以直接从全局库中取得。

但是由于采用了全局库，因此管理上十分麻烦，并

有可能带来全局库与各个子网数据的不一致性。

针对静态管理法的数据管理问题，可以采用

一种全动态管理法，该方法完全利用动态调用子

服务的最短路径接口得到外接点之间的最短距

离。这个过程和子网络服务提供的计算普通两点

之间的最短路径一样，不需要子网服务提供特别

的接口，由于是实时计算得到，子网络的道路数据

更新不需要格外附加的预处理，数据管理十分简

单，而且不会产生数据一致性问题，但效率低下。

针对效率问题，可以采取延迟最短路径求解方法

来进行缓解。延迟最短路径求解是指在层次最短

路径算法的组网时，先暂不获取虚拟边的权值，而

是在计算最短路径中需要获取时再获取。这样做

的依据是在计算两点的最短路径时，并不是网络

中的每条边都必须参与计算。通过该方法可以对

全动态管理法作部分优化，减少一些需要获取权

值的虚拟边。

半动态管理法在考虑数据管理便利性的同时

考虑查询效率问题，是静态管理法和完全动态管

理法的折中。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子网服务提供

一个专门针对外接点最短路径获取的接口，各个

子服务对接口的访问效率进行保证。这样做的好

处在于子服务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对外接点最

短路径的计算采用不同的实现方式。如果子服务

内的网络数据需要频繁更新，而且服务器计算能

力强，那么子服务可以采用动态获取的方式来实

现；如果子服务内的网络数据比较稳定，而且服务

器计算能力不够，可以用预先计算的模式来保障

该子网服务的服务质量。半动态管理法同全动态

管理法一样，不需要一个全局服务器，但是提供一

个特别的针对外接点的服务接口，将具体的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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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获取实现交给各个子服务，既

可以保障查询效率，又便于维护。

图１是３种不同外接点管理方式下全局最短

路径查询时间对比。横坐标表示了开始点和结束

点之间的直线距离，纵坐标表示了查询时间。

从图中可以看出，静态管理法效率最高，半动

态管理法次之，全动态管理法效率最低且极不稳

定。总地来说，完全动态管理法在管理上最便利，

但效率极低；静态管理法效率最高，但是需要一个

独立的服务器来存储虚拟层次图，不利于管理；半

动态管理法效率稍低于静态管理法，在管理方面，

需要提供一个格外的针对外接点最短距离的接口。

３．２　椭圆组网优化

在实际的最短路径求解过程中，离开始和结

束点距离比较远的虚拟边很大概率上不会参与计

算，所以可以采取某些启发式搜索来减少需要获

取的虚拟边，在只得到整体虚拟层次网局部子网

的环境下，计算全局最短路径。当然，这种方式由

于不能搜索全部虚拟层次网，不能得到全局最优

解，但是执行效率上可以大大提高。如果采用好

的启发式搜索策略，相比效率而言，最短路径损失

是完全可以接收的。

本文采用的启发式搜索策略是一种被称为椭

圆搜索的方法，文献［２］给出了椭圆搜索的概念，

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算法和实验。本文的椭圆搜

索算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开始点和

结束点的椭圆，在形成虚拟层次网时，只考虑每个

地区内落入该椭圆区域的外接点。该算法主要优

化了原始分布式层次最短路径算法的虚拟层次图

生成步骤和节点提升步骤，可以极大地简化虚拟

层次图，从而减少节点提升时间。

优化后的虚拟层次图生成步骤为：

１）生成椭圆区域。根据开始点和结束点生

成椭圆区域。

２）获取子图外接点。通过调用各个子图服

务得到落入椭圆区域的外接点集合。

３）判断外接点。计算所有外接点之间的距

离得到关系集合。

４）外接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调用各个子图

服务，获取同一子图并且是椭圆区域内的外接点

之间的最短距离，得到虚拟边集合。

５）获取虚拟层次图。

在图２中，犅和犎 是开始和结束点，对每个

子图的外接点采用椭圆过滤后，形成的虚拟层次

图只有一条边。在该虚拟层次图基础上进行犅、

犎 节点的提升，因为与犅节点位于同一子图的外

接点只剩下犈，所以只需要求取犅到犈 在犛犌１ 中

的最短距离，而不必求取犅到外接点犇 的最短距

离，减少了计算量，同样，对于犎 只需求取到犌 点

的距离。最后通过提升，得到的网络图为｛＜犅，犈

＞，＜犈，犌＞，＜犌，犎＞｝，在该网络中得到犅 到

犎 的最短距离为６。

图１　３种虚拟边获取方法的效率比较

Ｆｉｇ．１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图２　椭圆组网优化策略

Ｆｉｇ．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ｂｏｕｔＥｌｌｉｐｓｅＳｅａｒｃｈ

　　在上述椭圆优化方法中，椭圆区域的选取是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算法中椭圆区域的长轴是

由开始点和结束点形成的，但是短半轴可以自由

选取，短半轴设置得越长，则落入椭圆区域的外接

点越多，获取的最短路径越接近全局最短路径，但

是由于外接点的增加，会导致虚拟层次图相对较

大，获取最短路径的时间会增加。采用中国１∶

２５万的道路数据集，按照开始点和结束点之间的

距离选取样本集，每组样本集为５０对开始点和结

束点。图３和表１给出了不同椭圆比率下的执行

时间和计算结果的准确性。

图３的横轴表示了不同短长半轴比率（单位

为０．２５），纵轴表示了平均执行时间（单位为

ｍｓ）。可以看出，执行时间随着比率的增加而增

加，并且距离越长，短长半轴比率对执行时间的影

响越大。从表１可以看出，对于各个等级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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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比率下的计算距离超出比率表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ｏｓ

短轴与长

轴比率

距离超出率

（２０～６０ｋｍ）

距离超出率

（６０～１００ｋｍ）

距离超出率

（１００～１４０ｋｍ）

距离超出率

（１４０～１８０ｋｍ）

距离超出率

（１８０～２２０ｋｍ）

０．０４ × × × ×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６ × × × ７．９５ ０．０

００８ × × １３．８３ ０．８４ ０．０

０．１０ × １５．２８ ６．２３ ０．０ ０．０

０．１２ ５．８０ ２．２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注：×表示未能找到最短路径的概率大于８０％，１００～１４０ｋｍ表示用于统计超出率的样本之间的

最短路径位于１００～１４０ｋｍ

随着短半轴的增加，通过椭圆优化算法求取的最

短距离和真实最短距离越来越接近，并且椭圆比

率小容易导致最短路径查询失败。结合图３和表

１，对于椭圆优化算法中的长短半轴比率选取问

题，可以得出一个经验结论：在允许计算精度有少

量损失的情况下，距离越长，比率选得越小效率越

高，但是不要低于０．１。

椭圆优化策略并不是全局最优算法，不能保

证找到的路径一定是全局最短路径，但是可以找

到与全局路径距离相近的次优路径，而椭圆区域

的短长半轴比率是算法关键。椭圆范围过小可能

会导致没有连接点存在，从而无法找到适合的路

径，而椭圆区域过大，将会使参与运算的边增加，

导致计算效率急剧降低。所以选择短长半轴比率

很关键。针对不同的数据源，可以采用上述分析

流程得到合理的短长半轴比率，来得到精确度和

计算时间的平衡点。

４　实验与分析

以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作为代表的非层次算法的运

行时间是犗（狀２），这对于大型道路网络是非常高

的。启发式层次网络最短路径算法将大型网络的

计算问题分割为３个小型网络的最短路径计算问

题，既然３个子网远小于原始网络，从理论上讲，

能有效地提高计算效率。本文算法是启发式层次

网络最短路径算法的一种，但是引入了网络传输

和分布式调度等开销，是否整体效率依然高于数

据全部在本地的非层次算法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

问题。为了回答该问题，并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

性，采用了湖南、湖北和江西１∶２５万比例尺的道

路数据，数据细节信息见表２和图４。

表２　实验数据网络拓扑情况

Ｔａｂ．２　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Ｄａｔａ

地区 节点数目 边数目 外接点数目 外接点比率

湖北 ２５６０９ ３４１９８ ３１８ １．２４

湖南 ３１１３４ ４２１９０ ３５６ １．１４

江西 １６４００ ２０６３１ ２４８ １．５１

整体 ７３１４１ ９７０１９ ９２２ １．２６

　　当采用本文算法计算最短路径时，每个省的道

路数据存放在３台配置为Ｐｅｎｔｉｕｍ２．０ＧＨｚ，内存

５１２Ｍ的服务器上，并且网络带宽为１０Ｍ，具体算

法参数采用比率为０．２的椭圆优化和半动态管理

法。当采用Ａ算法时，将全部数据统一放在一台

Ｐｅｎｔｉｕｍ２．０ＧＨｚ，内存５１２Ｍ的服务器上，组成一

个位于单机的全局网络。图５为具体的算法执行

时间比较，横轴表示了不同的开始点与结束点之间

的直接距离（单位为２０ｋｍ），纵轴代表了５０个点

对的平均执行时间（单位为ｍｓ）。样本的开始点和

结束点均来自不同的省份。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在开始点和结束点之间

的距离特别短时，分布式层次最短路径算法执行

效率低于 Ａ 算法，这是因为引入了调度开销。

但是当查询距离＞６０ｋｍ后，即使引入了网络和

图３　不同比率下的查询时间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ｓ
　　

图４　道路数据整体可视化情况

Ｆｉｇ．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ｏａｄＤａｔａ
　　

图５　分布式层次最短路径

算法与Ａ算法的比较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ｂｏｕ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ａｎｄＡ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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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开销，也明显高于Ａ算法，并且本文算法随

着距离的增加，计算时间增加并不明显，而Ａ算

法对于超距离计算，计算时间增加率明显提高。

该实验整体上说明了本文算法的有效性。

５　结　语

层次网络模型被广泛地用于大型道路拓扑网

络中的最短路径计算。本文阐述了在分布式网络

下，如何利用该模型集成已有的ＧＩＳ路径查询服

务，并且提出了半动态虚拟边管理和椭圆优化策

略，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能极大地减少执行时

间、提高计算效率。今后的研究将验证在更多省

份参与、而不仅仅只是３个省份的情况下该算法

的有效性，而且分析多层拓扑模型、而不仅仅是两

层拓扑模型对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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