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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犅犚狋狉犲犲：面向城市交通网络的一种新型时空索引

金培权１　张　旭１　岳丽华１

（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合肥市金寨路９６号，２３００２７）

摘　要：以城市交通网络为背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受限网络的时空索引ＮＢＲｔｒｅｅ。ＮＢＲｔｒｅｅ针对城市

交通网络中移动对象特有的运动方向、进入模式等特点，改进了目前流行的 ＭＯＮｔｒｅｅ索引。给出了 ＮＢＲ

ｔｒｅｅ的索引结构、操作算法以及实验分析。实验表明，ＮＢＲｔｒｅｅ可以有效地支持对象移动过程中的最近邻查

询，并且具有比 ＭＯＮｔｒｅｅ更好的轨迹查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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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外已经提出了一些基于受限网

络［１］的时空索引，这些时空索引与传统的时空索

引在实现机制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传统的时空索

引如 ＲＥＸＰ Ｔｒｅｅ
［２］、ＴＰＲＴｒｅｅ

［３］、ＴＰＲ Ｔｒｅｅ
［４］、

ＴＢＴｒｅｅ
［５］、ＭＶ３ＲＴｒｅｅ

［６］、ＡＭＨ
［７］、ＲＰＰＦＴｒｅｅ

［８］

等都假定对象是在二维空间中自由运动（如船在

大海里航行），因此只需要对自由运动的移动对象

进行索引即可。而基于受限网络的时空索引则需

要同时索引受限网络和网络中的移动对象。在基

于受限网络的时空索引方面，目前所提出的索引

结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９］：第一类是针对网络中

移动对象当前实时位置信息的索引，如ＩＭＯＲＳ

索引［１０］；第二类是针对网络中移动对象历史运动

轨迹的索引，如ＦＮＲＴｒｅｅ
［１１］以及改进的ＦＮＲ

ｔｒｅｅ———ＭＯＮｔｒｅｅ
［１２］；第三类是针对网络中移动

对象未来轨迹的索引，如 ＡＮＲｔｒｅｅ
［１３］。前两类

主要针对历史和当前查询，而第三类主要针对预

测查询。

在所有面向受限网络的时空索引中，研究者

最为关注的两个索引是ＦＮＲｔｒｅｅ和 ＭＯＮｔｒｅｅ。

但它们存在以下问题：① 难以有效地支持最近邻

（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ＮＮ）查询；② 历史轨迹查询性

能较差。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面向城市交通网

络的新型时空索引结构ＮＢＲｔｒｅｅ。ＮＢＲｔｒｅｅ是

对 ＭＯＮｔｒｅｅ的一种改进。

１　城市交通网络模型

一个城市交通网络（如图１所示）定义为一个

图犌＝（犑，犈），其中犑为路口集合，犈为路段的集

合［１４］。每一个路口犼∈犑对应二维平面上的一个

点狆＝｛狓，狔｝，每一条路段犲∈犈对应两个路口之

间的折线。

图１　一个城市交通网络例子

Ｆｉｇ．１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

每条路段的元组结构为ｅｄｇｅ＝｛（ｅｉｄ，犾，犮，

ｋｉｎｄ，ｓｔａｒｔ，ｍｂｂ，ｌｉｎｋ）｜ｅｉｄ∈ｉｎｔ，犾∈ｒｅａｌ，犮∈

ｌｉｎｅ，ｋｉ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ｄｕａｌ｝，ｓｔａｒｔ∈｛ｓｍａｌｌｅｒ，ｌａｒ

ｇｅｒ｝，ｍｂｂ∈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其中，ｅｉｄ是这条路段的

标识；犾是它的长度；犮是一个指针，指向了这条路

段的实际地理图形；ｋｉｎｄ指明了这条路段是单向

的还是双向的；ｓｔａｒｔ表示这条路段的起点是小端

点还是大端点；ｌｉｎｋ为指向路段上对象的指针；

ｍｂｂ为路段的最小外接矩形。其中对小端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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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端点的定义如下：对于一个ｅｄｇｅ的两个端点的

坐标（狓１，狔１）和（狓２，狔２），如果狓１≠狓２，则根据狓

坐标的大小确定小端点和大端点；如果狓１＝狓２，

则根据狔坐标的大小确定小端点和大端点。

对于在路段上运动的移动对象，定义它们的

元组结构为ＭＯｂｊｅｃｔ＝ ｛（ｍｉｄ，ｅｉｄ，ｅｎｔｅｒ＿ｔｉｍｅ，

ｅｘｉｔ＿ｔｉｍｅ，ｅｎｔｅｒ＿ｐｏｓ，ｅｘｉｔ＿ｐｏｓ，狆＿ｐｒｅｖ，狆＿

ｎｅｘｔ）｜ｍｉｄ∈ｉｎｔ，ｅｎｔｅｒ＿ｔｉｍｅ，ｅｘｉｔ＿ｔｉｍｅ∈ｔｉｍｅ，

ｅｎｔｅｒ＿ｐｏｓ，ｅｘｉｔ＿ｐｏｓ∈［０，１］，狆＿ｐｒｅｖ，狆＿

ｎｅｘｔ∈ｅｄｇｅ｝，其中，ｍｉｄ是这个移动对象的标识；

ｅｉｄ是移动对象所在的路段标识；ｅｎｔｅｒ＿ｔｉｍｅ和

ｅｘｉｔ＿ｔｉｍｅ分别是这个移动对象进入路段和离开

路段的时间；ｅｎｔｅｒ＿ｐｏｓ和ｅｘｉｔ＿ｐｏｓ分别是进入和

离开的位置，它是一个在（０，１）之间的实数；狆＿

ｐｒｅｖ指针指向移动对象进入这个路段之前所在

路段的 ＭＯｂｊｅｃｔ，对于从路段中间进入路段的移

动对象，该指针为空；狆＿ｎｅｘｔ指针指向移动对象

所进入的下一个路段的 ＭＯｂｊｅｃｔ，如果移动对象

在这个路段结束运动过程，则它的指针为空。

对于在每个路段上的主要静态对象，其元组

结构定义为ＳＯｂｊｅｃｔ＝ ｛（ｓｉｄ，ｎａｍｅ，ｐｏｓ，ｌｉｎｋ）

｜ｓｉｄ∈ｉｎｔ，ｎａｍｅ∈ｓｔｒｉｎｇ，ｐｏｓ∈［０，１］，ｌｉｎｋ∈

ＮＮＬ｝，其中，ｓｉｄ是这个静态对象的标识；ｎａｍｅ

为这个静态对象的名称；ｐｏｓ是一个在（０，１）之间

的实数，标识静态对象在路段上的位置；ｌｉｎｋ为指

向ＮＮＬ（ｎｅａｒｅｓｔ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ｌｉｓｔ）的指针，其中ＮＮＬ

中保存了静态对象最近的餐厅、旅馆、超市等静态

对象信息。

２　犖犅犚狋狉犲犲索引

２．１　索引结构

ＮＢＲｔｒｅｅ是一个两层混合索引，第一层是

２Ｄ犚ｔｒｅｅ索引，当然也可以是犚 树的变体，如

犚树，第一层的叶节点是路段（ｅｄｇｅ），这里路段

是指两个路口之间的道路部分；第二层索引根据

路段上的对象信息把对象分成４个２Ｄ犚ｔｒｅｅ（索

引该路段上的移动对象）和一个１Ｄ犚ｔｒｅｅ索引

（索引路段上的静态对象）。对于移动对象查询，

通过４个２Ｄ犚ｔｒｅｅ来完成，而对于最近邻查询，

则通过访问一个１Ｄ犚ｔｒｅｅ来实现。

图２是图１所示城市交通网络的索引结构。

在图２中，ＮＢＲｔｒｅｅ的第一层是一个２Ｄ犚ｔｒｅｅ

索引，这一层索引结构和 ＭＯＮｔｒｅｅ相同。第一

层的每个叶节点是一个路段。Ｈａｓｈ表根据路段

ＩＤ索引了各路段，它的元组结构为（ｅｉｄ，ｔｒｅｅｐ

ｔｒ），其中，ｅｉｄ为路段的ＩＤ；ｔｒｅｅｐｔｒ为指向第一层

２Ｄ犚ｔｒｅｅ叶子节点的指针。当给定一个路段标

识ｅｉｄ，可以通过 Ｈａｓｈ表快速定位到第一层２Ｄ

犚ｔｒｅｅ中的叶节点。

图２　ＮＢＲｔｒｅｅ索引结构

Ｆｉｇ．２　ＮＢＲｔｒｅｅＩｎｄ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第二层索引对每条路段上移动对象的运动轨

迹进行索引，其思想是：对驶入路段的所有移动对

象根据其运动模式进行分类存储。本文采用了文

献［１４］的思想，对每个路段划分为两种：单向的和

双向的。对于双向道路，把路段上的移动对象分

成四类，维护４个２Ｄ犚ｔｒｅｅ结构：①犅指从路段

起点进入的移动对象，这个犚ｔｒｅｅ保存从起点进

入的所有移动对象。②犈指从路段终点进入的

移动对象，这个犚ｔｒｅｅ保存从终点进入的所有移

动对象。③犝 指从这条路段中驶出的（即从起点

到终点中间的部分驶出的移动对象）并且方向是

正向的移动对象，这个犚ｔｒｅｅ保存了这样的移动

对象。④犇指从这条路段中驶出的并且方向是

反向的移动对象，这个犚ｔｒｅｅ保存了这样的移动

对象。

在ＮＢＲｔｒｅｅ索引中，对每条路段上的主要

静态空间对象进行索引，即带有路标性质的静态

对象（如公交车的站点），索引静态对象的目的是

为了支持最近邻查询。ＮＢＲｔｒｅｅ根据静态对象

的位置信息维护一个１Ｄ犚ｔｒｅｅ，在图２中用ＳＲ

表示。犚ｔｒｅｅ的每一个叶节点指向一个最近邻链

表ＮＮＬ。每个 ＮＮＬ中保存对于该静态对象的

最近邻信息，这里的最近邻居都为静态对象，这样

就保存了一个静态对象的最近邻信息。

２．２　犖犅犚狋狉犲犲插入算法

１）路段的插入

对于路段的插入，采用 ＭＯＮｔｒｅｅ的处理方

式，即只把路段插入到Ｈａｓｈ表中，并把它指向犚

ｔｒｅｅ的指针置成空指针，而把对路段插入犚ｔｒｅｅ

的操作延迟到路段上第一个移动对象插入的时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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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这样避免了在上层犚ｔｒｅｅ上插入没有移动对

象的路段，减少了上层犚ｔｒｅｅ的存储量。

２）移动对象的插入

对于每个移动对象，根据它们不同的起始位

置和移动方向插入到不同的下层２Ｄ犚ｔｒｅｅ中。

已知移动对象的标识ｍｉｄ和路段的标识ｅｉｄ，先通

过比较它们的标识ｅｉｄ在 Ｈａｓｈ表找到相应的路

段结构，如果相应的路段结构指向上层犚ｔｒｅｅ的

指针为空，则先在上层的犚ｔｒｅｅ叶节点上插入路

段结构，再插入相应的指针表（犅，犈，犝，犇，犛），开

始时，每个指针都为空指针，然后再在相应运动模

式的指针下插入下层犚ｔｒｅｅ，最后插入对应的移

动对象。移动对象的位置间隔为（ｅｎｔｅｒ＿ｐｏｓ，ｅｘ

ｉｔ＿ｐｏｓ），根据ｅｎｔｅｒ＿ｐｏｓ的取值和移动对象移动

方向的不同，把不同的移动对象分散地插入到下

层的２Ｄ犚ｔｒｅｅ中。双向指针（狆＿ｐｒｅｖ，狆＿ｎｅｘｔ）

中，狆＿ｐｒｅｖ指向移动对象进入当前路段之前所在

路段的 ＭＯｂｊｅｃｔ，狆＿ｎｅｘｔ指向移动对象离开当前

路段之后所进入的路段的 ＭＯｂｊｅｃｔ。当移动对象

进入一个新的路段时，此时在内存中记录下该移

动对象在此路段上的轨迹信息，包括 ＭＯｂｊｅｃｔ中

除了ｅｘｉｔ＿ｔｉｍｅ、ｅｘｉｔ＿ｐｏｓ和狆＿ｎｅｘｔ之外的全部

信息，并给这三个变量赋一个特殊值；然后当移动

对象移出该路段进入下一个路段时，构造出完整

的 ＭＯｂｊｅｃｔ，并插入到索引中。对于起始位置在

当前路段的移动对象，则把它的狆＿ｐｒｅｖ置空，而

对于终止在当前路段的移动对象，则把它的狆＿

ｎｅｘｔ置空。对于从路口进入的移动对象，除了把

它插入到正确的犚ｔｒｅｅ中，还要将它的狆＿ｐｒｅｖ

置为之前路段的 ＭＯｂｊｅｃｔ，并把它之前路段中元

组的狆＿ｎｅｘｔ置为当前路段的 ＭＯｂｊｅｃｔ。对于矩

形（ｅｎｔｅｒ＿ｔｉｍｅ，ｅｘｉｔ＿ｔｉｍｅ，ｅｎｔｅｒ＿ｐｏｓ，ｅｘｉｔ＿

ｐｏｓ），则根据犚ｔｒｅｅ的插入算法进行插入。

３）静态对象的插入

为了有效地支持最近邻查询，人为地对每个

路段插入静态对象。对于已有下层指针表的路

段，若在其路段上的移动对象经常发生最近邻查

询的请求，则对此路段的指针犛下的１Ｄ犚ｔｒｅｅ

中插入静态对象，其中每个静态对象都指向一个

ＮＮＬ。静态对象的位置间隔大小取决于查询精

度的要求，对于ＮＮＬ链表的插入，则推迟到移动

对象发出对相应静态对象的查询要求时。

２．３　犖犅犚狋狉犲犲查询算法

１）最近邻查询

对于常见的ＮＮ查询，当移动对象发出查询

的路段标识ｅｉｄ和位置ｐｏｓ时，首先根据ｅｉｄ在

Ｈａｓｈ表中找到相应的路段，然后在其对应的静

态对象１Ｄ犚ｔｒｅｅ中找到与它的位置ｐｏｓ最接近

的静态对象，最后找到它的 ＮＮＬ，查找是否有相

应的最近邻信息，如果没有其最近邻信息，则通过

ＮＮ算法找到最近邻信息，并将其插入到相应的

ＮＮＬ中。由于在静态对象中缓存了最近邻列表，

常用的查询可以不再通过 ＮＮ 算法，而直接在

ＮＮＬ中找到相应的信息，极大地提高了最近邻查

询的速度。

２）轨迹查询

由于增加了双向指针，所以极大地提高了轨

迹查询的效率。对于一个已知位置和时刻的移动

对象，只要先在犚ｔｒｅｅ的下层索引中找到相应的

移动对象，然后沿着它的双向指针就可以找到它

在此时刻前后的运动轨迹。如已知行驶在黄山路

上的一辆汽车的标识 ｍｉｄ，沿着它之前（或之后）

的链表返回它的运动轨迹，直到它的狆＿ｐｒｅｖ（或狆

＿ｎｅｘｔ）为空为止。

３）已知起始位置和移动方向的查询

ＮＢＲｔｒｅｅ针对起始位置和移动方向分类存

储了移动对象，在已知路段的标识ｅｉｄ和移动对

象的起始位置和移动方向时，可以先根据顶层的

Ｈａｓｈ表找到相应的路段，然后根据起始位置和

移动方向在下层对应的犚ｔｒｅｅ中找到对应的移

动对象。如查询“某时刻从黄山路出发驶向某路

口的一辆汽车”，或“某时刻从黄山路路口进入并

正向行驶的所有的汽车”，只需要查询路段中对应

运动模式的犚ｔｒｅｅ即可，基于假设：① 从路段上

起始和从路口进入的移动对象各占１／２；② 在路

段上正向移动和反向移动的移动对象各占１／２，

则ＮＢＲｔｒｅｅ只需要在１／４的搜索空间内进行查

找，而 ＭＯＮｔｒｅｅ仍然需要对路段下的所有移动

对象进行查询。另外，在一个双向路段上，对于查

询“某时刻驶向某路口的所有的汽车”，ＭＯＮｔｒｅｅ

需要对路段上的所有移动对象进行查询，而由于

给定了汽车的行驶方向，ＮＢＲｔｒｅｅ只需要查询大

约１／２的移动对象；对于“某时刻驶向某路口的所

有汽车的运动轨迹”这类查询，只需要在和路口相

邻路段大约１／２的查询空间中，沿着每个满足条

件的移动对象的双向链表即可找到所有满足条件

的移动对象的运动轨迹。

４）窗口查询

给定一个窗口 狑 ＝ （狓１，狓２，狔１，狔２，狋１，

狋２），对于类似“在窗口狉＝ （狓１，狓２，狔１，狔２），并

且时间间隔在狋＝ （狋１，狋２）中的所有汽车”这样的

查询，类似于 ＭＯＮｔｒｅｅ，把查询分三步执行：①

９４１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２月

根据上层犚ｔｒｅｅ查找所有与狉相交的矩形的

ＭＢＢ；② 对于每一个 ＭＢＢ对应的路段，精确寻

找到在狉内部的部分；③ 对下层的所有犚ｔｒｅｅ中

的移动对象同时执行文献［１２］中的算法，返回满

足条件的移动对象。对于类似“在窗口狉＝ （狓１，

狓２，狔１，狔２），并且时间间隔在狋＝ （狋１，狋２）中从西

向东移动的所有汽车”这样的查询，由于给出了移

动对象的移动方向，ＮＢＲｔｒｅｅ可以在一半的移动

对象空间中进行查找，而 ＭＯＮｔｒｅｅ仍需要搜索

所有的移动对象空间，ＮＢＲｔｒｅｅ能够有效地提高

这类窗口查询的效率。

３　实验与结果分析

实验数据来自于一个模拟的城市交通网络平

台，城市为长和宽均为１０ｋｍ的平面区域，利用

该平台生成随机分布的静态对象和移动对象。随

机产生了４００００个移动对象，每个移动对象的初

始速度在区间［０，５０］ｋｍ上随机分布，每个磁盘

页的大小为２Ｋ，在内存中，利用ＬＲＵ算法对磁

盘页进行维护。每个移动对象的初始位置随机分

布，并且每隔一定的时间间隔对它们进行更新。

静态对象没有进行更新，在实际数据库中，仅需要

按照犚ｔｒｅｅ的更新算法进行更新，由于静态对象

的更新频率远小于移动对象的更新频率，在此没

有考虑它们的影响。

３．１　已知起始位置和移动方向的移动对象查询

对于已知起始位置和移动方向的移动对象的

查询，在固定的时间间隔里发出类似以下的两种

查询请求：① 查询在某时刻一个路段上从起点向

终点行驶的所有汽车；② 查询在某时刻一辆从路

段中出发向路段起点行驶的汽车。其中，每个时

间间隔里发出的对移动对象的查询数目分别为

１０００个、４０００个、７０００个和１００００个。将其与

ＭＯＮｔｒｅｅ的对比实验结果如图３所示，可以看

出，不管是对于节点访问数目，还是存取时间，

ＮＢＲｔｒｅｅ都优于 ＭＯＮｔｒｅｅ，因为ＮＢＲｔｒｅｅ分散

存储了具有不同运动特点的移动对象，使对特定

的移动对象的查询速度明显提高，加速了存取的

时间，同时也使节点的访问量减少。

３．２　窗口查询

在此类查询中，分别取窗口大小为总平面区

域的５％、１０％、２０％、４０％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进

行了测试，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主要与 ＭＯＮ

ｔｒｅｅ比较了“查询在窗口狉＝（狓１，狓２，狔１，狔２），并

且时间间隔在狋＝（狋１，狋２）内从西向东移动的所有

汽车”的性能。图４给出了该类查询与 ＭＯＮ

ｔｒｅｅ的对比实验结果。对于限定了方向的窗口查

询，由于ＮＢＲｔｒｅｅ对第二层的移动对象在４个

２Ｄ犚ｔｒｅｅ进行了分散存储，则可以直接在２个

２Ｄ犚ｔｒｅｅ进行查询，因此能够减少大约一半的搜

索空间，从而在节点访问数目和访问时间上都优

于 ＭＯＮｔｒｅｅ。

图３　已知起始位置和移动方向的查询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Ｑｕｅｒｉｅｓ

ＧｉｖｅｎＳｔａｒ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图４　限定方向的窗口查询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ｉｎｄｏｗ

Ｑｕｅ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ａ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４　结　语

为了高效地支持城市交通网络中移动对象的

查询，本文提出了一种针对城市交通网络的新型

时空索引。ＮＢＲｔｒｅｅ通过两层索引有效地支持

了对城市交通中的移动对象的查询。通过和

ＭＯＮｔｒｅｅ的对比可知，ＮＢＲｔｒｅｅ在移动对象查

询效率上要优于 ＭＯＮｔｒｅｅ，并且可以支持移动

对象发出的最近邻查询。ＭＯＮｔｒｅｅ是目前受限

网络中性能较好的一种时空索引，因此，本文提出

的改进的ＮＢＲｔｒｅｅ索引对于后续的基于受限网

络的移动对象数据库研究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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