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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嵌式空间数据库优化器代价评估框架及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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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优化器缺乏空间数据分布统计信息和空间算子的支持，不能评估和生成有效的查询执行计划。

对此，提出了包含空间执行算子的一体化评估框架，根据重要属性及元组流属性实现了执行计划自底向上的

代价推演计算。通过服务器端编程实现了利用概率累计扩展空间直方图模型描述空间数据的统计信息，并通

过优化器接口计算空间谓词选择率，为优化器提供更为准确的代价参数，改进了评估的准确度。实验结果表

明，采用此方法进行涉及空间查询的计算，理论代价估计与实际执行代价具有相对一致性，在统计值完整的情

况下能够准确地估算实际较优的执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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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现有的内嵌式空间数据库系统已在内核

中增加了对空间索引的支持［１］，但内核的查询优

化器仍将其视为通用的自定义数据类型加以处

理。针对应用中常见的空间与属性混合的查询语

句，基于代价的优化器无法对其执行计划进行有

效的一体化代价评估。在一体化代价评估模型

中，空间操作选择率估计是其面临的一个基础问

题。传统数据代价的迭代计算需要使用谓词操作

生成的元组个数（选择率）作为参数，初始的选择

率估计误差可能会在后续的迭代计算中不断放

大。由于空间数据维数多、空间谓词代价昂贵等

特性，优化器对空间选择率估计的准确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现有空间数据库中尚无有效的空间

数据分布描述方法，所以会导致评估不准确。

本文采用扩展代价评估中元组流的属性和推

演方法，实现了空间和普通属性混合的执行计划

代价模型的计算。代价计算中涉及到混合谓词操

作的估算，本文使用空间直方图［２，３］对空间数据

分布进行描述，同时进行空间谓词的代价推演和

计算，改进估计的准确率。

１　优化器代价评估框架

　　对于给定的查询来说，查询处理组件的执行

流程一般包括查询解析、重写优化、枚举搜素、代

价评估与计划选取、编译与执行等几个步骤［４］。

计划枚举模块生成的执行计划包含根结点、

中间结点和叶结点３种类型的结点。对于任意中

间结点和叶结点，定义该结点直至根结点路径上

可能涉及到的连接或计算的属性为重要属性（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ｋｅｙ，ＩＫ）。另外，为了对这些ＩＫ存在的

推演可能性进行存储和计算，引入代价集（ｃｏｓｔ

ｓｅｔ，ＣｏＳ）来存储和辅助计算所有ＩＫ的代价推演

情况和属性。在计划的计算中，需要为每个叶结

点和中间结点保存一个ＣｏＳ用于存储所有该结

点上存在的ＩＫ代价集合。对于根结点来说，由

于其保存最终的计划代价，因此，仅需要记录生成

其ＣｏＳ的链接指针以及最终的代价。

对于叶结点ＣｏＳ来说，叶结点根据每个ＩＫ

进行元组获取操作受页面存储结构的影响。现有

的页面对于记录的存储实现包含ｉｓａｍ、ｈａｓｈ、

ｂｔｒｅｅ和无序ｈｅａｐ４种结构。对于其中的有序或

索引结构来说，指定的ＩＫ构成了基表的主索引

（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ｎｄｅｘ，ＰＩ）。内嵌式空间数据库中，复杂

的空间对象消耗了较大存储空间，通常的解决办

法是采用大对象的存储方式，使用扩展表对空间

数据进行存储，而基表中存储扩展表对象的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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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指针。另外，由于空间对象的检索方式，使得

传统数据的ｉｓａｍ、ｈａｓｈ、ｂｔｒｅｅ一维索引不再适用

于空间数据。因此，用于空间数据检索的 Ｒｔｒｅｅ

索引，并不采用主索引结构，而是使用扩展索引表

辅助索引加以实现。作为辅助索引实现的Ｒｔｒｅｅ

索引存储结构和其他的主索引结构的区别在于，

数据页面并不像其他的页面存储结构一样保存实

际数据，而仅仅记录扩展表中实际存储位置的元

组定位标识。因此，现有的内嵌式空间数据库中

实现的叶子结点的页面结构有５种情况：无序

ｈｅａｐ、ｉｓａｍ、ｈａｓｈ、ｂｔｒｅｅ和Ｒｔｒｅｅ。前４种适用于

主索引和辅助索引，而Ｒｔｒｅｅ仅适用于辅助索引

的存储。

对于中间结点Ｃｏｓ来说，针对每个ＩＫ元组

的获取来自于元组流。理论上，中间元组流和普

通页面一样，存在ｉｓａｍ、ｈａｓｈ、ｂｔｒｅｅ、ｈｅａｐ结构，

但考虑实际对元组流重构的复杂性和代价以及物

理算子的因素，仅考虑普通属性上元组无序或排

序属性以及空间对象维度上无序或重构排序属

性。因此，对于叶结点来说，ＩＫ 存在基于属性

ＩＫ狀的ｉｓａｍ 结构（ＩＫ狀：ｉｓａｍ）、基于属性ＩＫ狀的

ｈａｓｈ结构（ＩＫ狀：ｈａｓｈ）、基于属性ＩＫ狀的ｂｔｒｅｅ结

构（ＩＫ狀：ｂｔｒｅｅ）、基于空间索引表的属性ＩＫ狀的

Ｒｔｒｅｅ结构（ＩＫ狀：Ｒｔｒｅｅ）和无序结构（ＩＫ：Ｒｔｒｅｅ）。

对于中间结点来说，ＩＫ 存在ＩＫ狀：ｓｏｒｔｅｄ，ＩＫ狀：

ｓｐａｔｓｏｒｔｅｄ和ＩＫ：ｈｅａｐ结构。同时，不同的结构

可以直接由主索引结构生成，也可以通过重构运

算符ｒｅｆｏｒｍａｔ对元组流执行重构操作生成。具

体来讲，重构运算符包括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ｓｏｒｔｅｄ）和ｒｅ

ｆｏｒｍａｔ（ｓｐａｔｓｏｒｔｅｄ），两种操作分别用于将普通数

据和空间数据进行单维的排序重构，并对应代价

树的边。对于代价集合ＣｏＳ来说，如果结点存在

犜个属性的ＩＫ，其需要使用犜＋１项分别记录不

同结构的代价。其中，犜项分别保存犜 个不同ＩＫ

上存在普通属性有序或空间属性有序结构的代

价。另外，剩余一项用于保存无序结构代价或所

有ＩＫ上ｓｏｒｔｅｄ／ｓｐａｔｓｏｒｔｅｄ属性的最小代价。

对于代价计算的整个流程的中间结点来说，

计算每个ＣｏＳ项时，其输入和输出均为ＣｏＳ结

构。为了寻找具有最小代价的生成方式，ＣｏＳ中

的ＩＫ的每个属性是经计算比较而得到的，而ＣｏＳ

结构记录了该最小代价的生成来自于左子树代价

集ＣｏＳｏｕｔｅｒ中特定项和右子树代价集ＣｏＳｉｎｎｅｒ特定

项的指针。因此，经过自底向上的计算后，可以得

到根结点的代价（即整个计划的总代价）。同时，

由根结点记录的ＣｏＳｏｕｔｅｒ和ＣｏＳｉｎｎｅｒ项的指针可以

回溯得到最小代价生成的整个过程。根据推演中

得到的元组流的不同属性以及属性组合，在执行

引擎中可以进一步编译生成不同的执行物理算子

结点。

基本的生成算法及步骤为：① 对于所有叶

结点，由基表／索引表结构初始化该结点 ＣｏＳ。

② 自底向上根据左右子树的ＣｏＳ的每种输入组

合和每种输出ＩＫ及属性，计算每种输出ＩＫ及属

性的最小代价；其代价等于输入的ＣｏＳ项的代价

加上连接的代价，如果存在旧的更高代价的计划，

用新代价替换旧的代价。根据元组的属性确定连

接算法，同时根据输入元组个数，计算该算法执行

连接操作的代价作为结点的代价，并得到根据这

种组合生成的结果元组集的结构。③ 记录生成

该输出的ＣｏＳｏｕｔｅｒ、ＣｏＳｉｎｎｅｒ的指针。④ 自底向上计

算至根结点，保存最小代价及ＣｏＳｏｕｔｅｒ、ＣｏＳｉｎｎｅｒ项

指针。在计算中，为了保证后续计算的有效性，使

用ｍｅｍｏ结构记录子树的最小代价。因此，在不

同计划计算中出现的相同子树代价和生成方式不

需重复计算。

对于ＩＫ为空间属性列的情况，考虑到实现

上Ｒｔｒｅｅ索引采用的ＨｉｌｂｅｒｔＲｔｒｅｅ存储方式，使

用４种基本的连接算法用于实现物理算子：① 嵌

套循环连接（ｎｅｓｔｅｄｌｏｏｐｊｏｉｎ，ＮＬＪ）；② 扫描连接

（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ｗｅｅｐｊｏｉｎ，ＳＳＪ）；③ Ｈｉｌｂｅｒｔ索引连接

（Ｈｉｌｂｅｒｔ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ｄｅｘｊｏｉｎ，ＨＳＩＪ）；④ 树状层次

匹配连接（Ｒｔｒｅｅｊｏｉｎ，ＲＪ）。由于空间对象存储

时额外存储了 ＭＢＲ的信息，因此，对于不存在

Ｈｉｌｂｅｒｔ序的空间对象，可以根据重构生成空间维

度有序的ｓｐａｔｓｏｒｔｅｄ属性，记录对象的最小和最

大Ｈｉｌｂｅｒｔ值信息。

因此，使用上述ＣｏＳ推演方法，对于存在空

间属性（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ｋｅｙ，ＳＩＫ）的计划有如

下情况：① 除②、③外的情况使用 ＮＬＪ；② ＣｏＳ

（ＳＩＫ狀１：ｓｐａｔｓｏｒｔｅｄ），ＣｏＳｏｕｔｅｒ（ＳＩＫ狀１：ｓｐａｔｓｏｒｔｅｄ）

→ＣｏＳｉｎｎｅｒ（ＳＩＫｎ２：ｓｐａｔｓｏｒｔｅｄ）转换为ＩＳＳＪ算子；

③ＣｏＳ（ＳＩＫ狀１，ｓｐａｔｓｏｒｔｅｄ／ｈｅａｐ），ＣｏＳｏｕｔｅｒ（ＳＩＫ狀１：

ｓｐａｔｓｏｒｔｅｄ／ｈｅａｐ）→ＣｏＳｉｎｎｅｒ（ＳＩＫ狀２：Ｒｔｒｅｅ）转换为

ＨＳＩＪ算子；④ ＣｏＳ（ＳＩＫ狀１：ｓｐａｔｓｏｒｔｅｄ），ＣｏＳｏｕｔｅｒ

（ＳＩＫ狀１：Ｒｔｒｅｅ）→ＣｏＳｏｕｔｅｒ（ＳＩＫ狀１：Ｒｔｒｅｅ）转换为

ＳＳＴＪ算子。

在代价评估中，由于元组使用流水线的方式

迭代生成，因此代价估计考虑的主要因素为：

① 输入元组流的属性，决定使用不同的物理算

子，同时产生不同的执行代价；② 输入和输出元

组流的个数与长度，为上述计划框架的推演提供

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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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ＣｏＳ在自底向上的推演中需要根据输入元

组的属性以及可能获得的分布信息进行元组数目

的估算。因此，对上述第１个问题的规模评估的

准确性会直接影响计划评估的准确性。

２　空间谓词选择率

现有的物理算子分成５类，根据生成的执行

计划中元组流的物理属性进行选择，包括：① 投

影选择算子Ｐｒｏｊｒｅｓｔ；② 连接算子；③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

算子；④ 排序算子 ＴＳｏｒｔ；⑤ 并行算子 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

为了对空间分布进行较为准确的描述，同时

考虑简单直方图的准确性［５］，使用修正空间累计

密度直方图［６］作为空间选择率估算方法。通过服

务器端编程，实现了优化器外部代价估计组件，使

用优化器接口为优化器提供代价评估中空间谓词

的计算（目前实现了空间选择谓词的选择率估

算）。修正空间累计密度直方图是在ＣＤ直方图

的基础上进行分块依概率修正，对于边与矩形不

重合的情况修正估计精度。

扩展系统表ｉｉ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记录了描述空间属

性及分布的信息，保存基表的ｉｄ标识、索引的ｉｄ

标识、属性列标识、直方图桶为空的比例、采样的

百分比、直方图的冗余因子、直方图的空间范围

（空间ＳＴ＿Ｇｅｏｍｅｔｒｙ类型）、直方图描述维度，解

释直方图参数、类型、版本，以及直方图桶的具体

值。同时，使用分层加载松散耦合的方法，分模块

实现空间直方图相关的算法层、操作逻辑层，及外

接ＳＱＬ接口层。

对于空间谓词的提取，通过生成的解析树的

结点信息获取。经解析组件分析得到解析树中根

节点的右子树记录了 ＷＨＥＲＥ子句的所有限定

谓词的信息，通过分析存储的解析树属性可以获

得空间谓词操作的相关信息。由于每一个扩展谓

词和数据类型存在谓词的标识，通过判断谓词的

标识与谓词的参数，可以分析获得谓词涉及的限

定信息。

在优化器中，通过实现优化器中针对 ＵＤＴ

数据类型的统一外部估算接口，根据服务器端编

程实现的估算模块，实现单个谓词的代价估计

逻辑。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基于ＩｎｔｅｌＣｏｒｅ２ＤｕｏＣＰＵＥ４５００２．２０

ＧＨｚ／２．２０ＧＨｚＣＰＵ，１Ｇ内存环境，空间扩展和

代价评估是基于开源数据库Ｉｎｇｒｅｓ２００６ｖ９．３实

现的内嵌式空间数据库，通过修改优化器引擎优

化器ＯＰＦ内核实现了基于直方图的评估框架。

３．１　代价评估与计划实际耗时的相关性

实验数据采用Ａｌａｓｋａ数据集，使用其中的林

区ｔｒｅｅｓ（面）、机场ａｉｒｐｏｒｔｓ（点）、居民点 ｐｏｐｐ

（点）数据图层，导入空间数据库，生成对应的空间

数据表ｔｒｅｅｓ＿ｎｒ、ａｉｒｐｏｒｔｓ＿ｎｒ、ｐｏｐｐ＿ｎｒ（不包含空

间索引），索引连接属性均存在普通属性或空间直

方图统计信息。

查询犙１

ＳＥＬＥＣＴｔ．ＴＩＤ，ａ．ＴＩＤ，ｐ．ＴＩＤ

ＦＲＯＭｐｏｐｐ＿ｎｒｐ，ｔｒｅｅｓ＿ｎｒｔ，ａｉｒｐｏｒｔｓ＿ｎｒａ

ＷＨＥＲＥｐ．ｆ＿ｔｃｏｄｅ＝ｔ．ｆ＿ｃｏｄｅＡＮＤ

ａ．ｆ＿ｔｃｏｄｅ＝ｔ．ｆ＿ｃｏｄｅＡＮＤ

ａ．ｕｓ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ＮＤ

ｐ．ｔｙｐｅ＝＇ＣＡＢＩＮ＇ＯＲＤＥＲＢＹａ．ｆ＿ｔｃｏｄｅ；

首先测试普通属性查询语句执行计划评估的

正确性。对枚举生成的执行计划进行启发式约束

去掉不符合逻辑的计划后，对实际的约２８个执行

计划通过内核代码强制执行，比较理论估算代价

顺序与计划执行耗时优劣的关系。图１为理论估

算代价与实际执行开销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理

论估算代价与实际执行代价的优劣具有相对一致

性关系（计划１～９，１０～１５，１４～２１，２２～２８）。由

图１可知，理论较优计划１～４与实际执行较优计

划一致，理论最优计划１的实际执行耗时也是最

小的，平均耗时为１９１ｍｓ。理论较差计划１８～２８

与实际较差计划１８～２８基本一致，理论最差的执

行计划２８和实际最差的计划２８一致。

图１　查询犙１执行计划与估算代价关系

Ｆｉｇ．１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ａｎｄ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ｏｆ

ＱＥＰｓｉｎ犙１

３．２　空间索引对代价评估与计划选择的影响

实验使用Ａｌａｓｋａ数据集，包含林区ｔｒｅｅｓ（面）、

建设区ｂｕｉｌｔｕｐｓ（面）等在内的数据图层，导入空间

数据库中，生成数据图层ｔｒｅｅｓ，ｂｕｉｌｔｕｐｓ（包含空间

索引ｔｒｅｅｓ＿ｓｐａｔｉｎｄｅｘ，ｂｕｉｌｔｕｐｓ＿ｓｐａｔｉｎｄｅｘ）。空间连

接属性不存在空间直方图统计信息。

查询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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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ＬＥＣＴｂ．ｔｉｄ，ｃ．ｔｉｄＦＲＯＭｔｒｅｅｓｂ，ｂｕｉｌｔｕｐｓｃ

ＷＨＥＲＥｂ．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ＳＴ＿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Ｓｃ．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首先，在两表查询中存在不同索引的情况，使

用代价评估框架生成的执行计划进行比较，分别

针对ｔｒｅｅｓ表与ｂｕｉｌｔｕｐｓ表不存在空间索引、ｂｕｉｌ

ｔｕｐｓ表存在空间索引以及ｔｒｅｅｓ表与ｂｕｉｌｔｕｐｓ表

同时存在空间索引的情况下，对使用代价评估生

成的执行计划进行比较。

经过代价评估框架计算后，不同情况下理论

最优的执行计划如下所示（此处的不同执行计划

是在不同的表、索引情况下估算得到的最优计

划）：① 当不存在索引时，连接顺序组合 ＣｏＳ

（ｈｅａｐ）→ＣｏＳ（ｈｅａｐ）生成ＣＰ嵌套循环连接结

点。由于不能使用空间索引进行查找，因此只能

生成ＣＰ连接结点，进行空间列嵌套逐个比较，所

以计划的执行开销较大。② 当ｔｒｅｅｓ存在空间索

引ｔｒｅｅｓ＿ｓｐａｔｉｎｄｅｘ时，生成的（ＣｏＳ（ｈｅａｐ）→ＣｏＳ

（ｒｔｒｅｅ））→ＣｏＳ（ｈｅａｐ）连接顺序分别转换为 ＨＩＳＪ

结点和ＴＪ结点，使用空间索引进行Ｒｔｒｅｅ查找，

避免内层全表扫描，减少执行的开销。③ 对于

ｔｒｅｅｓ和ｂｕｉｌｔｕｐｓ同时存在索引ｔｒｅｅｓ＿ｓｐａｔｉｎｄｅｘ

和ｂｕｉｌｔｕｐｓ＿ｓｐａｔｉｎｄｅｘ 的情况，生成的 （（ＣｏＳ

（ｒｔｒｅｅ）→ＣｏＳ（ｒｔｒｅｅ））→ＣｏＳ（ｈｅａｐ）→ＣｏＳ（ｈｅａｐ）

连接顺序分别转化为ＳＳＴＪ结点、ＴＪ结点和 ＴＪ

结点，使用ＲｔｒｅｅＪｏｉｎ进一步减少对象的比较次

数，执行的开销理论应该更小。

上述３种不同情况下优化器选择的最优执行

计划的执行时间如图２所示，不存在空间索引的

连接计划，其耗时平均约为３１００ｍｓ；单空间索引

的连接计划平均耗时为６００ｍｓ；而双空间索引连

接计划执行时间平均为５００ｍｓ左右。因此，使用

代价评估进行的最优代价的选择与实际的执行耗

时基本一致，即计划③优于②优于①。同时，比较

也反映了不同执行计划之间较大的开销差异。

图２　不同执行计划实际执行时间比较

Ｆｉｇ．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ＱＥＰｓ

３．３　空间直方图对代价评估与执行计划选择的

影响

在Ａｌａｓｋａ数据集中，查询机场与建设区的距

离小于１２１９２ｍ、林区与建设区的距离小于

１５２４０ｍ、建设区名称不为‘ＮＯＭＥ’，且机场需

靠近Ａｌａｓｋａ中部（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的０．６０９６×３０８ｍ２ 区域范围的数据。

对连接及选择属性列生成直方图信息，ｂｕｉｌｔｕｐｓ

的ｎａｍｅ列，ｔｒｅｅｓ的ａｒｅａ＿ｋｍ２列生成直方图统

计信息，对空间属性列分别不设置、设置统计信息

进行比较（见图３）。

图３　执行计划统计信息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Ｑｕｅｒ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ｓ

　 查询Ｑ３

ＳＥＬＥＣＴ  ＦＲＯＭａｉｒｐｏｒｔｓａ，ｔｒｅｅｓｂ，ｂｕｉｌｔｕｐｓｃ

ＷＨＥＲＥｂ．ａｒｅａ＿ｋｍ２＜１０００ＡＮＤａ．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ＳＴ＿ＩＮ

ＴＥＲＳＥＣＴＳＴ＿ＧＥＯＭＦＲＯＭＴＥＸＴ（＇ＰＯＬＹＧＯＮ（（５００

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ＡＮＤｃ．ｎａｍｅ

＜＞＇ＮＯＭＥ＇ＡＮＤＳ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ｃ．ｇｅｏｍ

ｅｔｒｙ）＜５００００ＡＮＤＳ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ｃ．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４００００

４　结　语

现有的内嵌式空间数据库在评估中缺乏空间

统计信息和有效的一体化评估机制，导致代价评

估的准确性降低。本文提出了内嵌式空间数据库

中针对空间和属性数据的一体化优化器代价评估

框架，利用元组流属性逐层向上推演计算执行计

划的代价，同时，利用元组流的属性转换生成执行

计划及物理算子。考虑到空间选择的元组个数的

估算的不准确性，本文将基于修正概率密度的

ＣＤ直方图引入代价估计，并通过服务器端编程

实现了与代价评估组件的整合。实验证明，使用

该代价评估模型推演得到的代价与实际执行的开

销具有相对一致性，针对属性、空间及混合查询均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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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好的评估准确率，转换生成的执行计划代

价与实际执行计划的开销也具有相对一致性。同

时，本文采用空间直方图对元组个数修正的方法，

类似于普通属性的传统直方图描述空间数据分布

的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优化器代价评估

中对空间选择谓词代价评估的准确度。同时，针

对自定义数据类型提供的扩展接口实现代价估算

的思想，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其他扩展数据类型及

相关谓词的代价评估的准确率中。

虽然本文实现了代价评估框架及空间选择谓

词（即空间属性列谓词）的估计改进，但仍旧存在

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由于使用统计信息针对空间

连接谓词（涉及多个空间列）的估算以及连接直方

图的进一步推演目前仍然是研究的难点，后续研

究将对空间连接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进一步改

进内嵌式优化器代价估计与计划选择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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