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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窗口查询的空间选择率估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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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任意空间查询区域提出了一种基于ＣＤ直方图选择率的估计方法，确定了影响空间点（狓，狔）直方

图估计值的相关格子，并对其中确定的部分直接引用，对于不确定的部分则充分利用格子提供的信息进行了

修正，从而可以较为精确地计算出空间点（狓，狔）的估计值，为提高查询选择率估计值的准确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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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数据具有数据量庞大、结构复杂、操作代

价巨大等特点，因此空间数据的查询效率将成为

空间数据库性能的瓶颈，空间查询优化势必成为

空间数据库应用的难点和突破点［１３］。而现有关

系型数据库的查询优化技术不能完全适用于空间

数据，空间查询优化必须充分考虑空间数据、空间

操作与算子的特点。目前，对空间查询优化的研

究在空间索引技术、查询算法优化、查询代价估算

等分支领域都有一定进展［１］。

１　空间直方图

１．１　直方图与空间直方图

直方图是许多商用数据库系统中常用的一种

估算查询结果准确性的方法［４］。根据关系型数据

库利用直方图估算选择率的思想，国内外学者先

后提出了 ＭｉｎＳｋｅｗ、ＳＱ、ＣＤ、Ｅｕｌｅｒ等直方图
［５８］，

其中，ＭｉｎＳｋｅｗ和ＳＱ直方图在线和多边形数据

的应用中存在重复计数的问题［８］，故其选择率估

算的误差较大；尽管Ｅｕｌｅｒ直方图在拓扑谓词选

择率估计方面有所特长［１０］，但是由于存在“边界

问题”［１１］，无法准确估计查询区域与直方图格网

线不重合时的选择率，以及在计算Ｎｉｅ时存在的

误差［１０］等问题，均使其选择率估算误差较大。而

ＣＤ直方图则较为精确地反映空间对象最小边界

矩形（ｍｉｎｉｍｕｍｂ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ＭＢＲ）落入

空间区域（桶）内数量的情况，是一种查询命中准

确率相对较高的空间直方图。

１．２　犆犇直方图

空间查询处理一般分为过滤和求精两步。过

滤是首先对空间对象进行近似描述，如对象的最

小边界矩形（ＭＢＲ）
［１２］。然后，在近似描述的基础

上进行查询操作以获得满足查询条件的空间对象

候选集。求精是对候选集中的空间对象按查询要

求进行进一步的计算处理（包括几何计算和属性

值计算），以获得满足查询条件的最终结果。

由于空间查询Ｉ／Ｏ代价主要源自于对过滤

步候选集的Ｉ／Ｏ，因此，选择率主要是对空间候选

集大小的估计。在ＣＤ直方图中，常用空间对象

的 ＭＢＲ近似空间对象（图１（ａ））。ＣＤ直方图用

犎犾犾、犎犾狉、犎狌犾、犎狌狉四张直方图记录了空间对象

ＭＢＲ左下、右下、左上、右上角点落入第０行、第

０列格子左下角点至第犻行、第犼列格子右上角点

对应矩形区域内的总数（如图１（ｂ）所示）。与查

询窗口（狓犪，狓犫，狔犪，狔犫）相交（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ｓ）的对象数

目是犎犾犾（狓犫，狔犫）－犎犾狉（狓犪－１，狔犫）－犎狌犾（狓犫，狔犪－

１）＋犎狌狉（狓犪－１，狔犪－１）＝３－０－１＋０＝２。由

ＣＤ直方图可以准确地统计出过滤步中与查询窗

口相交的对象数目。

１．３　犆犇直方图存在的问题

当空间查询区域的四条边与直方图网格的分

界线重合时，ＣＤ直方图能精确地返回与查询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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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空间数据与ＣＤ直方图

Ｆｉｇ．１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ＣＤ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口相关联的对象数目。但在实际应用中，用户给

定的空间查询区域的４边与直方图网格分界线重

合的概率极低。如果简单地将用户给定的查询区

域映射到直方图的某些格子上，其估计结果集的

大小往往与实际值相差较远。如何对空间查询区

域和ＣＤ直方图查询结果集的大小进行修正，并

使之更接近实际值，是空间直方图在实际应用中

面临的重要难题［９］。

２００４年，Ｃｈｉ等人针对查询区域的４边与分

界线不重合的问题，提出了两种基于ＣＤ直方图

选择率估计的修正方法。但对于分布不均匀的矢

量数据此方法估计值的误差较大。尤其当查询区

域较大时，更难满足上述假设，从而加大估计误

差。针对此问题，Ｃｈｉ等在原有４张ＣＤ直方图的

基础上增加了１个犻Ａｒｅａ（犻，犼）直方图，犻Ａｒｅａ（犻，

犼）用于反映第犻行、第犼列格子内空间对象所占

面积与该格子面积之比；并在原ＣＤ直方图选择

率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乘以一种经犻Ａｒｅａ（犻，犼）和

Ａｒｅａ犻，犼（犙）（第犻行、第犼列格子内空间查询区域

所占面积与该格子面积之比）修正的概率值。对

于零星分布的空间数据，此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顾及到空间数据的分布不均的问题。然而在实

际应用中，多半空间数据基本是连续布满整个地

理区域的；此时位于地理区域内部格子的犻Ａｒｅａ

（犻，犼）都为１，只有位于地理区域边界上的格子的

犻Ａｒｅａ（犻，犼）才可能小于１。因此，此方法不能很好

地解决大片连续地理区域空间数据分布不均的问

题。例如，在全国的省界图中西北部地区的省

（区）面积比较大、分布较为稀疏，而东南部的省

（市）面积比较小、分布得较为稠密；然而位于国境

线内的此两区域内的格子上的犻Ａｒｅａ（犻，犼）均

为１。

２　一种基于犆犇直方图的空间选择

率估计方法

２．１　基于犆犇直方图的修正思想

对于用户给定的空间查询区域（狓ｍｉｎ，狔ｍｉｎ，

狓ｍａｘ，狔ｍａｘ）的４边与直方图网格分界线不重合时，

论文所述方法则分别先估算出空间点（狓ｍａｘ，

狔ｍａｘ）、（狓ｍｉｎ，狔ｍａｘ）、（狓ｍａｘ，狔ｍｉｎ）、（狓ｍｉｎ，狔ｍｉｎ）在直

方图犎犾犾、犎犾狉、犎狌犾、犎狌狉中的值，分别记为犛１、犛２、

犛３、犛４，则此空间查询的选择率估计值为犛１－犛２

－犛３＋犛４。

２．２　任意空间点（狓，狔）在直方图中值的估算方

法

由于犎 直方图中格子（犻，犼）的值是位于第０

行、第０列格子左下角点至第犻行、第犼列格子右

上角点对应矩形区域内的空间对象 ＭＢＲ的左下

角点的总数，那么，对于空间点（狓，狔）在 犎 直方

图中的值则应为位于第０行、第０列格子左下角

点至点（狓，狔）对应矩形区域内的空间对象 ＭＢＲ

的左下角点的总数。因此可将点（狓，狔）的直方图

值分解为“位于图２短斜线填充的Ⅰ区域内空间

对象 ＭＢＲ左下角点的总数”和“位于图２以虚线

为界的Ⅱ区域内空间对象 ＭＢＲ左下角点的总

数”。其中，Ⅰ区域内空间对象 ＭＢＲ左下角点的

总数是确定的，即为直方图第（犻－１）行、第（犻－１）

列的值；Ⅱ区域内空间对象 ＭＢＲ左下角点的总

数则要累计每个格子与Ⅱ区域相交部分内空间对

象 ＭＢＲ左下角点的个数（即“非累计修正值”）。

根据犎 直方图格子值的含义，可用式（１）反算出

每个格子内空间对象 ＭＢＲ左下角点的个数（即

“非累计值”）。而每个格子的非累计修正值则等

于每个格子的非累计值乘以格子内虚线区域所占

面积与格子面积之比。

图２　空间点（３．８，３．７）直方图估计值计算方法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Ｄｅｍｏ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ｏｉｎｔ（３．８，３．７）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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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犃 ＝犎（犿，狀）－犎（犿，狀－１）－犎（犿－１，狀）

＋犎（犿－１，狀－１）；

当犿＝０时，式中犎（犿－１，狀）和犎（犿－１，狀－１）

的值视为０；当狀＝０时，式中犎（犿，狀－１）和犎（犿

－１，狀－１）的值视为０。

以图２中点（３．８，３．７）的值为例，Ⅰ区域内空

间对象 ＭＢＲ左下角点的总数是 犎（２，２）＝４；根

据式（１），区域Ⅱ内犎（３，０）、犎（３，１）、犎（３，２）、犎

（３，３）、犎（２，３）、犎（１，３）、犎（０，３）的非累计值分

别都为０，因此，其非累计修正值也都为０，则

犎（３．８，３．７）等于 犎（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４。此外，从ＣＤ直方图原理上也不难推出

犎（３．８，３．７）等于Ｈ（２，２）的结论。在图２中区域

Ⅱ横向排列的格子值与其下方格子值相等、竖向

排列的格子值与其左方格子值相等，可见区域Ⅱ

内并没有出现新的 ＭＢＲ左下角，因此 犎（３．８，

３．７）的值等于犎（２，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２．３　优　点

本方法没有沿袭Ｃｈｉ等人在原ＣＤ直方图估

计结果上乘以概率的做法，而是将修正过程穿插

到ＣＤ直方图选择率估计的全过程中，从而对查

询区域无需附加任何假设条件，其选择率估计结

果有较高的准确率。

本方法从ＣＤ直方图的原理入手，确定了影

响空间点（狓，狔）直方图估计值的相关格子，并对

其中确定的部分直接引用，对于不确定的部分则

充分利用格子提供的信息进行了修正，从而可以

较为精确地计算出空间点（狓，狔）的直方图估计

值，为提高查询选择率估计值的准确性奠定了基

础。

本方法没有增加额外反映空间数据分布信息

的存储空间（如Ｃｈｉ的第二种方法增加了犻Ａｒｅａ

（犻，犼）的直方图），而是充分利用ＣＤ直方图的原

理，通过公式反算出每个格子内点的分布情况，再

根据格子内点密度的情况和格内虚线区域所占面

积与格子面积之比估计格内虚线区域的点个数，

从而保证了格子非累计修正值的估算精度，为提

高空间点（狓，狔）的直方图估计值、查询选择率估

计值的准确性奠定了基础。

对于在地理区域内连续分布的空间数据，Ｃｈｉ

等人的犻Ａｒｅａ（犻，犼）的作用就不大了。本方法在

ＣＤ直方图的基础上，算出落在每个ＣＤ格网内的

点数，来反映空间数据的分布密度。该方法不仅

能较好地反映零星空间数据的分布特征，也能较

好地反映连续地理区域的分布特征，因此，本方法

对不同的空间数据分布类型有较好的普适性。

３　实　验

在ＰｏｓｔｇｒｅＳＱＬ和ＰｏｓｔＧＩＳ的支持下，开发

了ＣＤ直方图的创建、论文所述的选择率估计以

及Ｃｈｉ１和Ｃｈｉ２的选择率估计的程序。以全国

某尺度的土地利用数据（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ａｔａ）为例，对其

建立大小为２０×２０的４张ＣＤ直方图，任意选择

大小不一的１０个空间查询区域，分别采用上述３

种选择率估算方法计算其选择率。

采用如下 ＧＳＱＬ语言查询的结果作为估计

真值：

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ｕｎｔ（）ｆｒｏｍｌａｎｄｕｓｅ＿ｄａｔａ

ｗｈｅｒｅｂｏｘ２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ｓ（＇ＢＯＸ（：ＱｕｅｒｙＷｉｎ

ｄｏｗｓ）＇：：ｂｏｘ２ｄ，ｂｏｘ２ｄ（ｗｋｂ＿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ＴＲＵＥ

本文以相对误差（（估计值－真值）／真值）的

指标来反映３种选择率估算方法的准确性。其相

对误差曲线如图３所示。

图３　３种选择率估算方法相对误差曲线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１）本文提出的ＣＤ直方图修正方法能极大

地降低窗口选择率的估计误差，提高选择率的估

计精度；

２）对于不完全位于国境线内的查询窗口（如

第２～４、９、１０次实验），其犻Ａｒｅａ（犻，犼）能反映格网

有无空间数据的情况，因此，Ｃｈｉ２比Ｃｈｉ１的选择

率估计要准确些；

３）对于空间查询窗口位于国境线内时（如第

４～８次实验），由于国境线内是全覆盖的，国境线

内的犻Ａｒｅａ（犻，犼）均为１，此时Ｃｈｉ２与Ｃｈｉ１方法估

计的结果一样，并不优于Ｃｈｉ１；

４）造成第９、１０次实验命中率误差高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两个：① 查询区域原小于直方图的１

个格子，直方图格子内视为均质的，从而导致估算

误差较大；② 命中真值的基数比较小，同样的估

算偏差，基数小的误差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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