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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布式环境下空间数据的索引是空间数据处理中一个关键性的基础问题，引入了控制点及四叉树划

分结构，并通过 Ｈａｓｈ函数把控制点映射到Ｃｈｏｒｄ网络中，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语义的分簇聚类分布式四

叉树的空间数据索引机制（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ｄｅｘ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ＳＤＩＣＤＱＴ），该机制主

要包含四叉树划分、空间数据查询和分簇聚类３个子算法。实验表明，ＳＤＩＣＤＱＴ机制是可行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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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ｅｅｒｔｏＰｅｅｒ（Ｐ２Ｐ）在互联网上已经得到了

广泛应用，如文件的搜索与共享、多媒体３Ｄ游戏

等。这些可以看作是一维的线性资源，对其的索

引常常是根据名字和一维线性分段信息进行搜

索。而空间数据是多维的，查询时不能对其简单

地分段，需要对空间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和相交计

算，目前的Ｐ２Ｐ技术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瓶颈问

题。为此，很多研究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提

出了一些分布式空间数据索引的方法［１１３］。

１　基于语义犆犇犙犜的空间数据索引

机制描述

１．１　基于语义分簇聚类的节点定义

对于一个动态的网络环境，网络中节点是可

以随机地加入或者离开，但是根据节点的计算性

能、稳定性、可用带宽等自身属性及其拥有数据等

语义的不同，可以对节点进行分类。为表述的一

致性，先给出下列定义。

定义１　（汇聚节点，ＲｅｎｄｅｚｖｏｕｓＰｅｅｒ）。它

由自身计算性能强、网络相对稳定的节点充当，这

些节点分布在Ｃｈｏｒｄ环上，分别负责一片相对固

定的空间区域。

定义２　（边缘节点，ＥｄｇｅＰｅｅｒ）。它是网络

中随机性较强的节点，可以按照当前的最优代价

选择最优的汇聚节点作为簇头，加入该组，组内按

照四叉树划分，形成一个基于ＣＤＱＴ的簇。

１．２　犛犇犐犆犇犙犜机制中的算法描述

整个ＳＤＩＣＤＱＴ机制包含如下３个主要的

子算法：空间数据的划分子算法、空间数据的查询

子算法和节点分簇聚类子算法。为了算法描述的

简洁，先给出算法中用到的４个计算公式。

两个空间数据Ｏｂｊ犡 和Ｏｂｊ犢 的相似度对应

于其控制点ＣｔｒｌＰ犡 和ＣｔｒｌＰ犢 的相似度，这种相

似度可以用四叉树划分上的共同“超类控制点”

（即控制点ＣｔｒｌＰ犡 和ＣｔｒｌＰ犢 在树中的祖先控制

点）具有的信息含量来表示。为此，笔者引入最近

超 类 控 制 点 （ｎｅａｒｅｓｔｓｕｐｐ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

ＮＳＣＰ）的概念，即在四叉树中距离 ＣｔｒｌＰＸ 和

ＣｔｒｌＰＹ最近的祖先控制点，该点包含的信息量最

大，它反映了 Ｏｂｊ犡 和 Ｏｂｊ犢 之间的最大相似程

度，设为 ＮＳＣＰ（ＣｔｒｌＰ犡，ＣｔｒｌＰ犢）。此时，控制点

相似度的形式化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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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ＣｔｒｌＰ犡，ＣｔｒｌＰ犢）＝ ｍａｘ
犜∈Ｓｅｔ（ＣｔｒｌＰ犡，ＣｔｒｌＰ犢）

［－ｌｏｇ（犘（犜））］＝犘（－ｌｏｇ（ＮＳＣＰ（ＣｔｒｌＰ犡，

ＣｔｒｌＰ犢）））＝－ｌｏｇ（ＣｔｒｌＰＮｕｍ／犖） （１）

式中，Ｓｅｔ（ＣｔｒｌＰ犡，ＣｔｒｌＰ犢）是ＣｔｒｌＰ犡 和ＣｔｒｌＰ犢

的公共超类控制点的集合；犜 是该集合中一个控

制点元素；犘（犜）是对应控制点犜 在该划分层的

所有空间控制点中出现的概率；ＣｔｒｌＰＮｕｍ是控

制点ＮＳＣＰ出现的统计次数；犖 是该划分层的所

有控制点出现的统计次数总和。可见，式（１）取

ｌｏｇ（犘（犜））的最大值，既表达了ＣｔｒｌＰ犡和ＣｔｒｌＰ犢

的相似程度，又反映了其对应的ＮＳＣＰ所包含的

信息量，值越大，则包含的空间信息量越大，两个

控制点对应的空间数据 ＢＢＯＸ 的相似度也越

大［１０］。但是，Ｓｉｍ（ＣｔｒｌＰ犡，ＣｔｒｌＰ犢）还不够精确，

因为它只反映四叉树划分的当前层情况，而不能

反映不同层划分情况。为此，不失一般性，假设进

行了犻层划分，犻＝｛１，２，…，犿｝，犿 是一个全局常

数，对不同划分层的ＢＢＯＸ进行权重计算，其定

义为：

λ犻 ＝犖犻／∑
犼＜ 犔

犼＝１

犖犼 （２）

式中，犖犻是ＢＢＯＸ中所有犻层划分的控制点数；

∑
犼＜ 犔

犼＝１
犖犼是ＢＢＯＸ中控制点总数；｜犘｜是进行划

分的最大层数，此处｜犘｜为犿。在对ＢＢＯＸ进行

四叉树划分的基础上，可以将同层次划分的控制

点归为一类，用犔＝｛＜犜犻，λ犻＞，犻＝１，２，．．．犿｝描

述控制点信息，其中λ犻如式（２）所述，犜犻指第犻层

划分时对应的控制点。综合式（１）和式（２），可以

得到空间数据相似度，其定义为：

Ｓｉｍ（Ｏｂｊ犡，Ｏｂｊ犢）＝ ∑

犼＜ 犔犡

犼＝１

∑

犻＜ 犔犢

犻＝１

［Ｓｉｍ（犜犻，犜犼）×（λ犻×λ犼）］ （３）

　　式（３）的主要思想是求两个带权概念集合的

笛卡儿集中所有概念对之间相似度的加权平均。

需要说明的是定义２中所谓的当前最优代

价，可以通过一个聚类评价函数计算得到，该函数

兼顾了节点的自身属性和空间数据本身的特点。

为了避免虚拟拓扑网络与实际物理网络不匹配，

本文从建立相应的Ｐ２Ｐ网络节点物理位置参照

坐标系入手，依据节点坐标间的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欧氏

距离Ｄｉｓｔ
［１２，１３］，参与度量聚类节点的网络性能方

面的代价，综合式（３），可以得到基于聚类的评价

函数为（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ＥＦＢＣ）。

ＥＦＢＣ＝犘（Ｓｉｍ（ＲＰｅｅｒ，ＥＰｅｅｒ））

犆１Ｄｉｓｔ（ＲＰｅｅｒ，ＥＰｅｅｒ）

Ｖａｖｇ
＋

（１－犘（Ｓｉｍ（ＲＰｅｅｒ，ＥＰｅｅｒ））犆２（犜１＋犜２）

（４）

式中，ＲＰｅｅｒ表示汇聚节点，对应的空间数据为

Ｏｂｊ犡；ＥＰｅｅｒ表示边缘节点，其对应的空间数据

为Ｏｂｊ犢；Ｓｉｍ（ＲＰｅｅｒ，ＥＰｅｅｒ）可以由Ｓｉｍ（Ｏｂｊ犡，

Ｏｂｊ犢）求出；犘（Ｓｉｍ（ＲＰｅｅｒ，ＥＰｅｅｒ））是当前

ＥＰｅｅｒ加入到以 ＲＰｅｅｒ为簇头的组内的概率；

Ｖａｖｇ是对等体之间消息的平均传输速度，Ｄｉｓｔ

（ＲＰｅｅｒ，ＥＰｅｅｒ）是当前新加入ＥＰｅｅｒ和ＲＰｅｅｒ在

组内的传输距离；犜１是Ｃｈｏｒｄ环上汇聚节点之间

的查找时间，Ｃｈｏｒｄ环上节点的总数为 犖；犜２是

对等体之间消息的平均传输时间，可以通过Ｄｉｓｔ

（Ｐｅｅｒ犡，Ｐｅｅｒ犢）计算得到，其中Ｐｅｅｒ犡 和Ｐｅｅｒ犢

是网络中任意两个对等体；犆１和犆２是归一化时用

的常数。式（４）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归一化之后取

组内评价和组外评价之和的最大值。

空间数据索引的性能不仅依赖于索引网络的

拓扑结构，而且取决于空间数据的划分和查询的

算法。下面在定义１和２的基础上，结合上述的

４个公式，可以得到ＳＤＩＣＤＱＴ机制中３个关键

的子算法：① 空间数据的划分子算法，主要负责

对空间数据对象递归进行四叉树划分；② 空间数

据的查询子算法，主要负责在四叉树树的不同分支

上的多个对等体中并行进行查询；③ 节点聚类子

算法，是ＳＤＩＣＤＱＴ机制的核心，主要负责网络中

的节点根据自身的语义进行聚类。其中算法①和

算法②不再详述，可以参考文献［１］。下面主要介

绍节点聚类子算法Ｓｉ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其伪代码如下：

Ｓｉ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ＰｅｅｒＴｙｐｅ ＲＰｅｅｒ犻， ＥＰｅｅｒＴｙｐｅ

ＥＰｅｅｒ犼）｛

（１）初始化

／／ＲＰｅｅｒ犻为汇聚节点；Ψ犻为汇聚节点的集合；

／／ＥＰｅｅｒ犼为当前加入的边缘节点；

β犻←ＲＰｅｅｒ犻；Ψ犻←｛β犻｝；θ犼←ＥＰｅｅｒ犼；

（２）β犻∈Ψ犻ＤＯ

（３）根据式（１）得到β犻 和θ犼 对应的两个控制点相似

度；

（４）根据式（２）得到β犻和θ犼 对应的空间数据ＢＢＯＸ

在第犽层的统计权重λ犽；

（５）根据式（３）得到β犻和θ犼 对应的空间数据相似度；

（６）根据式（４）找到一个β犻 使得 ｍａｘ［犘（Ｓｉｍ（β犻，

θ犼））］，以此β犻为簇头，优化网络拓扑结构；

（７）ＥＮＤＤＯ．

｝

此算法的核心思想是根据公式计算得到聚类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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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以此作为新节点在选择一个簇进行加

入时的综合评价标准，从而优化了聚类构成的网

络拓扑结构。

１．３　犛犇犐犆犇犙犜的性能评价

通过ＳＤＩＣＤＱＴ进行优化的过程，其本质是

在空间数据的相似度和网络性能方面的代价中寻

求平衡的过程。设网络中边缘节点的总数为犕，

Ｃｈｏｒｄ环上汇聚节点总数为 犖，本实验中 犕、犖

分别设置为５００和１６，核心算法Ｓｉ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的时间复杂度的计算步骤如下。

１）时间复杂度为犗（１）；

２）时间复杂度为犗（犖）；

３）根据式（１）在当前的四叉树中寻找距离

ＣｔｒｌＰ犡和ＣｔｒｌＰ犢 最近的公共超类节点，其时间

复杂度为犗（ｌｏｇ４（犙）），其中犙是当前的四叉树中

总的节点数，对于均匀分布，犙＝犕／犖；

４）对于给定的空间数据ＢＢＯＸ和固定的划

分层数，其时间复杂度也为犗（１），在数量级上和

步骤１）的时间复杂度是相当的；

５）假设当前两个节点中要比较的空间数据

ＢＢＯＸ中包含的控制点个数分别是犿１ 和犿２，那

么该步的时间复杂度为犗（ｌｏｇ４（犔）犿１犿２）；

６）根据当前网络自身的语义信息，加入了网

络性能参数的计算，式（４）中犜１ 最大时间复杂度

为犗（ｌｏｇ２犖），犜２ 根据 Ｄｉｓｔ（Ｐｅｅｒ犡，Ｐｅｅｒ犢）／

Ｖａｖｇ计算得到，计算在两个点之间进行，其最大

时间复杂度为犗（１）。

节点聚类子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犖

（ｌｏｇ４（犕／犖） （犿１犿２＋１）＋ｌｏｇ２犖）＋１），这

是一个和网络规模以及划分精度相关的函数，其

中主要代价包含以下两个部分：① 算法对汇聚节

点进行了遍历，需要付出犗（犖）的代价；② 计算

了空间数据之间的相似度，付出了犗（ｌｏｇ４（犕／犖）

 （犿１犿２））的代价。

２　实验仿真和数据分析

２．１　实验目的和仿真环境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基于语义的ＳＤＩＣＤＱＴ

机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并考量在引入该机制之

后空间数据的索引效率，进行了如下实验。仿真

实验运行的硬件基本参数：① ＣＰＵ 为 ２．６６

ＧＨｚ；②ＲＡＭ为２．００ＧＢ，仿真系统结构如图１。

仿真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空间数据服务

器、汇聚节点、边缘节点。空间数据服务器可以用

预取缓存提高用户请求数据的命中率。节点边上

图１　基于ＳＤＩＣＤＱＴ的仿真系统结构

Ｆｉｇ．１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ＳＤＩＣＤＱＴ

的方块代表数据，边缘节点拥有数据并进行共享。

Ｃｈｏｒｄ环上的方框代表分布式索引，在具体的实

现中就是分布在Ｃｈｏｒｄ环上的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ｏｉｎｔ控

制点，汇聚节点会把请求划分并得出控制点，而每

个边缘节点会根据评价函数找到相应的汇聚点作

为簇头并加入该簇。仿真实验的软件环境是以

ＰｅｅｒＳｉｍ （ｈｔｔｐ：／／ｐｅｅｒｓｉｍ．ｓｏｕｒｃｅｆｏｒｇｅ．ｎｅｔ／）为

基础，并对其扩展，实验参数如表１。

表１　模拟时延和数据大小设置

Ｔａｂ．１　ＤｅｌａｙａｎｄＳｉｚｅｏｆＢＢＯＸ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犡带宽／（８Ｍｂｉｔ／ｓ） 犢 时延／ｓ ＢＢＯＸ数据大小

犡１，９２％

犡１０，７．２％

犡１００，０．８％

延时数量级：

犢１０－５

犢１０－４

犢１０－３

随机产生１万个空间

数据，其 ＢＢＯＸ范围

分 布 在 （０，０）…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之间。

２．２　实验结果和数据分析

实验１　关于网络拓扑结构的实验。为了实

验结果的直观性，实验中首先随机生成５０００个

网络节点，不区分是汇聚节点还是边缘节点，并且

把整个区域映射到坐标范围为｛（０，０），（１，１）｝区

域内的点，并把这些点打印出来，如图２（ａ）；在图

２（ａ）的基础上，从５０００个节点中随机选择１６０

个节点作为汇聚节点，其余作为边缘节点，并且以

逻辑上的Ｃｈｏｒｄ环为中心随机分布，其中Ｃｈｏｒｄ

环的圆心坐标设为（０．５，０．５），半径设为０．２，边

缘节点随机分布在Ｃｈｏｒｄ环外宽０．１的环形范围

内。汇聚节点分布在Ｃｈｏｒｄ环上，因为其Ｃｈｏｒ

ｄＩＤ是通过ＳＨＡ１哈希所得、其值在０～２
１２８１内

的随机值，所以整个圆被等分为２１２８份，汇聚节点

按ＣｈｏｒｄＩＤ大小分布在圆上，这样构成的网络拓

扑结构如图２（ｂ）所示。

在图２（ｂ）所示网络拓扑结构的基础之上，再

分别进行了４次实验，如图３。其中图３（ａ）的实

验是，随机选择其中的１６个节点作为汇聚节点并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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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网络拓扑结构的对比图

Ｆｉｇ．２　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ｐｏｌｏｇｙ

随机分布在Ｃｈｏｒｄ环上，选择５００节点作为边缘

节点并沿着Ｃｈｏｒｄ环随机分布，其产生的网络拓

扑结构如图３（ａ）；图３（ｂ）的实验是在图３（ａ）的

实验基础之上，只考虑边缘节点到汇聚节点的网

络代价，边缘节点总是优先选择满足式（４）中 Ｍｉｎ

［Ｄｉｓｔ（ＲＰｅｅｒ，ＥＰｅｅｒ）］的汇聚节点ＲＰｅｅｒ作为簇

头进行聚类，其产生的网络拓扑结构如图３（ｂ）；

图３（ｃ）对应的实验也是在图３（ａ）的实验基础之

上，按照式（３），选择使得Ｓｉｍ（Ｏｂｊ犡，Ｏｂｊ犢）最大

的汇聚节点作为簇头进行聚类，其产生的网络拓

扑结构如图３（ｃ）；图３（ｄ）对应的实验，是在图３

（ａ）的实验基础之上，综合考虑了空间数据相似度

和网络代价，根据分簇聚类子算法Ｓｉ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对网络拓扑结构进行优化，其产生的网络拓扑结

构如图３（ｄ）。可见，此时根据数据处理特性和网

络特性进行平衡，得到了总体上更为合理的网络

结构。

图３　聚类的网络拓扑结构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ＦｏｕｒＫｉｎｄｓ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ｄｇｅＰｅｅｒａｎｄＲｅｎｄｅｚｖｏｕｓＰｅｅ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实验２　搜索成功率的对比实验。此实验对

比了Ｃｈｏｒｄ索引在有四叉树划分和没有四叉树

划分情况下的搜索命中率。实验场景如下。

１）首先让Ｐｅｅｒｓｉｍ在前５００个时间片中对

１００００个数据的前５０００个分别进行搜索，并获

取资源，记录搜索成功率。

２）在５００个时间片以后，再对１００００个数据

进行随机搜索，并记录搜索的成功率。

实验中随机产生１００００个数据样本，测试约

２０００个时间片；在前５００个时间片内，发出不同

的数据请求查询；在剩下的时间片内，在原来

１００００个样本中随机选择其中的数据模拟请求查

询，实验结果如图４。

图４　带四叉树划分和不带四叉树划分的

搜索成功率的对比

Ｆｉｇ．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Ｈｉｔ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从图４的测试结果可知，在５００个时间片以

前带四叉树划分的搜索命中率逐渐上升，而不带

划分的情况中一直是０，四叉树划分对搜索起了

一定的模糊搜索作用。在５００个时间片以后，同

等资源拥有率的情况下，四叉树划分的命中率趋

于平缓，在８０％～９０％之间，而不带四叉树划分

的情况下命中率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达到８０％

～９０％并趋于平缓，可见四叉树划分的资源共享

效率更高，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搜索能力。

实验数据分析如下：① 对于不带四叉树的算

法，前５００个时间片，发出不同的数据请求查询，

每次都是新的数据，经过 Ｈａｓｈ后，这些数据插入

到Ｃｈｏｒｄ网络不同位置的节点中。因为位置没

有重复，所以此时查询的命中率为０；后面时间

片，发出１万个中随机的数据请求查询，因为经过

前５００个时间片之后，新请求的数据在网络中存

在的概率大于５０％，即使不存在，也会逐步插入

到网络中，为下一次的随机请求提供服务，所以其

命中率是大于５０％且呈现上升趋势。② 对于带

四叉树的算法，前５００个时间片，虽然是发出不同

的数据请求查询，每次都是新的数据，但是首先进

行四叉树的划分得到对应的控制点，再经过Ｈａｓｈ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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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插入到Ｃｈｏｒｄ网络中；因为空间数据的四叉

树划分有一定的区域性，所以即使是不同的数据，

其空间区域也可能有重复，如果空间区域重复了，

那么它就对应到Ｃｈｏｒｄ网络中同一个节点，这样

通过网络中一部分数据的冗余提高了数据查询的

命中率和性能。

在仿真实验的基础上，又对一些关键的算法

在ＪＸＴＡ中进行了验证。网络实验环境如下：局

域网内１０台电脑，每台电脑的配置均是２Ｇ内

存、酷睿双核。每台电脑运行１０个节点，其中１

台电脑设为客户端，另外某一台电脑上的一个节

点随机发布０～３００个空间数据。假设每台电脑

都安装了Ｊａｖａ环境，而且能保证网络的通畅性，

局域网网速是１００Ｍｂ／ｓ。通过扩展ＪＸＴＡ的核

心服务层，改ＪＸＴＡ 的路由机制为基于 ＤＨ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分布式哈希表）的Ｃｈｏｒｄ

路由，把汇聚节点构成一个Ｃｈｏｒｄ环，将空间数

据信息保存成ＸＭＬ格式文件，并封装为通告的

形式，查找时按照四叉树进行划分找到控制点，包

含控制点的各个网络节点之间通过ＪＸＴＡ的通

告机制进行通信，最终通过网络协作完成空间数

据的索引，具体实验如下。

实验３　关于集中式和分布式ＪＸＴＡ环境下

查询时间的对比实验。笔者让程序自动生成了１

～１００请求区域，计算这些请求得到数据的时间，

实验结果如图５。

图５　集中式和分布式数据查询时间的比较

Ｆｉｇ．５　ＱｕｅｒｙＴｉｍｅｕｎｄ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Ｗａｙ

当查询次数越来越多时候，我们基于ＣＤＱＴ

的查询时间不会增大，始终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值，

而集中式的查询时间会越来越大，这说明本方案

具有一定优势。

３　结　语

本文引入了控制点及四叉树划分结构，综合

考虑了空间数据本身和网络节点自身的特性，提

出了ＳＤＩＣＤＱＴ机制，建立了基于ＳＤＩＣＤＱＴ机

制的网络拓扑结构，并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对

该机制中的主要算法进行了分析和验证，证明了

ＳＤＩＣＤＱＴ机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但是，本机

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一，在算

法３中只完成了选择簇头节点的聚类和基于四叉

树划分的数据相似度计算，还没有对簇的结构和

规模进行优化；其二，目前只完成了对ＳＤＩＣＤＱＴ

机制的仿真实验和在基于ＪＸＴＡ网络下的部分

实验。下一步，本项目将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和

在互联网上进行更大规模的网络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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