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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犚狋狉犲犲空间索引的犞狅狉狅狀狅犻图改进
及其并行空间查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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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ＭＲｔｒｅｅ进行邻近关系信息的存储扩充，引入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构建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索引。同时，提出了一种

基于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的空间查询算法，讨论了分布式环境下的数据处理和算法并行化问题。实验结果表明，所提

出的算法在执行时间和占用存储空间上都优于常用的空间索引方法。

关键词：Ｖｏｒｏｎｏｉ图；ＭＲｔｒｅｅ空间索引；并行计算；分布式空间数据库；范围查询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分布式空间数据库由于分散存储，空间拓扑

关系信息会发生变化或者丢失，传统的空间索引

无法支持在分布式环境下进行复杂的空间查询。

因而，需要寻求一种既能充分发挥分布式优势，又

能满足空间查询基本要求的方法。现有的成果主

要都是基于空间索引，特别是Ｒｔｒｅｅ索引以及Ｒ

ｔｒｅｅ变体
［１３］。尽管这些索引算法考虑了分布式

环境下实现空间查询的效率，但效率的提高还不

是很显著。本文研究了一种高效的存储索引，将

这种索引与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结合，用邻近关系判断代

替范围查询中的冗余计算，通过并行化来提高算

法的处理效率。

１　基于犞狅狉狅狀狅犻图的 犕犚狋狉犲犲索引

１．１　邻近划分与犞狅狉狅狀狅犻图

ＭＲｔｒｅｅ
［４５］的主要缺陷在于随机或者单一

维度的子集划分，使得子集内部的对象间距存在

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得子集的最小外包矩

形（ｍｉｎｉｍｕｍｂｏｕｄｉｎｇ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ＭＢＲ）大小无法

得到有效的控制，在深度优先遍历中则表现为大

量的叶子节点都必须遍历到才能完成查询。可以

考虑在子集非划分过程中引入邻近关系，即将距

离较近的空间对象分配到同一个非叶子节点下。

理想的子集划分是通过距离上的邻近关系来

判断的，但计算对象间的欧氏距离也同样会给索

引的构建过程带来巨大的计算量。式（１）表示的

是对象间欧氏距离的计算公式：

犱（狓，狔）＝ ∑
狀

犻＝１

（狓犻－狔犻）槡
２ （１）

　　对于邻近对象的查询并不需要考虑所有对象

间的两两距离，可以建立一个表示邻近关系的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角网
［６］。这样做的优点在于可以避

免距离较远的对象之间的距离计算。假定索引子

集的叶子节点数目为３，则首先寻求犘１的两个邻

近点犘２和犘４，３个点组成 犖３；再由犘４邻近的３

个点犘７、犘８、犘９组成犖５；依次继续向下遍历。主

要问题在于这种划分方式还是依赖欧氏距离的计

算，为避免大量欧氏距离的计算考虑使用Ｄｅｌａｕ

ｎａｙ三角网的偶图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７］。

要使非叶子节点的 ＭＢＲ尽可能小，就意味

着这个非叶子节点内的所有空间对象尽可能地接

近，这就对数据子集的划分提出了要求。文献［８］

在Ｒｔｒｅｅ的基础上引入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提出了一种

ＶｏＲｔｒｅｅ模型，使Ｒｔｒｅｅ非叶子节点记录的信息

变为对象间的邻近关系，并将其应用到多种邻近

查询算法。对于范围查询，考虑在 ＭＲｔｒｅｅ基础

上引入Ｖｏｒｏｎｏｉ图。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是一种在二维空

间中构建点集最邻近关系的有效方法。根据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基本性质，将随机分布在平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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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划分到若干区域，且每个区域都与邻近的点

所在的区域共用一条边。也就是说，每一条都记

录了一组最邻近的关系，同时这条边也是Ｖｏｒｏｎｏｉ

ｃｅｌｌ的一部分。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ｅｌｌ的集合形状不规则，但

是比ＭＢＲ在范围查询中具有更为直观的信息，因

而可以将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与 ＭＲｔｒｅｅ结合起来，在树状

索引中引入邻近关系辅助判断。本文将这种混合

存储索引的模型称为ＶｏＭＲｔｒｅｅ。

１．２　辅助距离判定

通过创建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可以快速查询一个空间

对象的邻近点，但在划分过程中可能出现空间对

象的邻近点已经被划分到某个子集的情况。此

时，需要从其他邻近点中选取一个最近的点构成

一个子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哪个点可以

使得这个子集的 ＭＢＲ最小。本文考虑通过辅助

的距离判断来完成，这就涉及到子集的几何图心

问题。

判断一个对象狆的最邻近点是否为狇
［７］，查

询范围犙的几何图心可以用式（２）、（３）计算：

狓＝
１

狀∑
狀

犻＝１

狇犻·狓 （２）

狔＝
１

狀∑
狀

犻＝１

狇犻·狔 （３）

　　利用范围犙的几何图心点计算方向向量，即

狇到犙 的几何图心点的距离（记为ａｄｉｓｔ（狇，犙））对

狓求偏导数，将式（２）、（３）代入到式（４）中：

狓＝
ａｄｉｓｔ（狇，犙）

狓
＝∑

狀

犻＝１

（狓－狓犻）

（狓－狓犻）
２
＋（狔－狔犻）槡

２

狔＝
ａｄｉｓｔ（狇，犙）

狓
＝∑

狀

犻＝１

（狔－狔犻）

（狓－狓犻）
２
＋（狔－狔犻）槡

２

（４）

　　由式（４）计算得到点狆处的向量犱１，过点狆

沿向量犱１方向的直线交犞犖（狆）于点狏１，再计算

狏１处的向量犱２，过狏１且沿犱２方向的直线交犞犖（狆）

于狏２，依次进行直至直线形成相交的闭合区域。

如果狇位于这个几何区域内部，则对象狆的最邻

近点是狇；否则，寻求下一个邻近点进行判断。

１．３　索引构建

通过引入邻近关系和辅助距离判定对空间数

据集进行子集划分，使子集的 ＭＢＲ尽可能小，可

以得到一个最优化深度遍历的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空间索引的初始化过程为：① 给定空

间数据集犘，创建空间对象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② 对

全部空间对象进行狓轴排序，从狓值最小的点开

始查找犽－１个最邻近点（假设这个点为犘１，节点

容纳数犽），组成子集犖１；③ 如果查找到的邻近点

数小于犽，执行辅助距离判断；④ 将犖１中的对象

移出空间集，重复②；⑤ 当全部对象都移出空间

集时，令犘＝｛犖１，犖２，…，犖狀｝，重复步骤②；⑥ 用

叶子节点存储空间对象的 ＭＢＲ和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分叶子节点存储子集的 ＭＢＲ。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的结

构是在 ＭＲｔｒｅｅ的基础上进行了子集的邻近划

分，同时扩充了叶子节点的存储内容，将空间对象

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存放到索引结构中。

１．４　数据更新问题

所有基于 Ｒｔｒｅｅ的数据索引结构都存在一

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数据更新。由于在树状的

存储结构中进行更新需要完全遍历，更新非常花

费资源。引入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后，可以在构建了

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ｅｌｌ的数据集上建立一套局部更新的机

制。当需要在数据集中插入对象狓时，首先深度

优先遍历树，查找到狓最邻近的对象狆（本文采用

犽ＮＮ算法）
［９］。再通过狆的位置在树结构中定位

狓将要插入的叶子节点。由于狓与狆 最邻近，在

Ｖｏｒｏｎｏｉ的排序中存在相邻顺序，因而这种快速

插入点的方法是可行的。最后，建立和存储

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ｅｌｌ以及狓的 ＭＢＲ信息。如图１所示，

节点的插入只会局部更新Ｖｏｒｏｎｏｉｃｅｌｌ相邻的区

域，减少了 ＭＲｔｒｅｅ中的重插入和验证的步骤。

同时，如果插入的点不相邻，更新操作可以同时并

行执行。

图１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更新时的局部操作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ＵｐｄａｔｅｏｎＶｏＭＲｔｒｅｅ

２　并行范围查询

综合以上对 ＭＲｔｒｅｅ的改进，用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辅助 ＭＢＲ进行范围查询和验证，可以有效提高

ＭＲｔｒｅｅ算法的执行效率，降低数据处理过程的

冗余度。

２．１　范围查询算法

引入邻近关系对索引进行改进后，优化了深

度遍历的冗余处理。对于一个范围查询，算法执

行步骤包括几个方面：① 按深度自上而下遍历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② 判断当前遍历节点犖 的 ＭＢＲ是

否处于查询范围犙内部；③ 若犖 在节点内部，则

１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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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犖 以下所有节点的遍历，将犖 以下所有叶

子节点存放的空间对象存入候选结果集；④ 若犖

的 ＭＢＲ与犙完全不相交，则停止犖 以下所有节

点的遍历，将犖 以下的所有节点全部排除在候选

结果集之外；⑤ 若犖 与犙 为相交关系，则向下遍

历犖 的子节点，进入以上过程的递归。出现 犖

的 ＭＢＲ与犙不相交或者完全包含关系时，深度

遍历在局部子树会停止，这就有效地提高了处理

效率。当出现犖 与犙 不相交时，则犖 以下的所

有节点会被移除，此后的所有递归过程都不会重

复执行被排除出候选集的节点，这样就有效降低

了处理过程中的冗余度。

２．２　数据分割方式

分布式环境下执行范围查询需要对数据进行

有效的分割或分块，将空间数据集划分为若干个

子集发送到处理节点上。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索引的子

集划分可以使空间数据按照树的某一级节点进行

分割，然后传输到计算节点，但由于扩充了存储内

容，还要考虑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分割。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是

空间索引以外的辅助存储信息，要与空间索引同

步存储才能达到验证作用，因而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也要

与数据一起进行分割，同时要按照数据的分块方

式进行划分。每个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片段可以由节点映

射进程进行创建，再由一个最终进程进行化简合

并。图２表示的是对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片段进行合并的

过程，狇１、狇２、狇３ 分别表示在分块内部、分割线邻近

处以及数据集边缘的３种不同情况。

图２　数据分割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给定一个数据集犘，作为欧氏空间的输入集

合，首先，将犘中的所有子集按 ＭＢＲ的狓坐标升

序排列；然后，将犘划分为数量相等的若干个子

集；最后，在子集中，将所有点所在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

形合并成一个Ｖｏｒｏｎｏｉ片段
［３］。具体步骤为：按狓

坐标进行排序，并将排序后的点集平均分成若干个

数据片段。每个计算节点读入一个数据片段，记作

二元组＜ｄａｔａ＿ｐｏｉｎｔ，犱＿ｖａｌｕｅ＞。其中，ｄａｔａ＿ｐｏｉｎｔ

代表点所在片段的索引，犱＿ｖａｌｕｅ记录点的相关值，

包括坐标值和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以及用于化简过

程的边界信息。用一个唯一的计算节点收集所有

的片段。合并过程中，先搜索处于各片段边界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多边形，然后判断将要合并得到的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的边界和节点，最后将各片段进行合并输出。

２．３　查询处理并行化

分布式计算的目标是提高海量数据的处理效

率，将数据分块后传输到若干个处理节点，就需要

考虑多进程处理过程的并行化问题。将原始的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按照某一级子节点进行划分后，空间

数据集被分割为狀个单元，最理想的情况是该级

节点数与计算节点数犆相同，所有设备平均分配

数据。也会出现另两种情况：一种是该级节点数

小于计算节点数，即狀＞犆，会出现设备闲置；另一

种是该级节点数大于计算节点数，即狀＜犆，设备

不够分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进行一次初步

的深度遍历，当上一级节点无法满足平均分配的

原则时，向下一级节点进行遍历，因为每向下遍历

一级节点，都会有一部分节点因为与查询范围不

相交而被移除，因而可以在初步的深度遍历过程

中寻求到平均的数据分配。一旦达到分配要求，

初步遍历进程立刻终止，数据发送到各计算节点

后进入分布式并行处理过程。

３　实验与讨论

本文实验部署了一套模拟分布式服务的系

统，将数据源和服务部署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为

使数据具有一定容量的处理效果，提取了城市基

础数据中交通和绿地中的点状要素，总计７３９７４４

个要素，总容量５３５ＭＢ。

３．１　处理效率验证

算法的效率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验证［４］：① 存

储索引构造用时犆犻；② 索引所占的存储空间大小

犛犻；③ 查询处理用时犆狇；④ 候选集合的平均存储

大小犛狉狊；⑤ 数据验证运算用时 犆狏。本文将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和Ｒｔｒｅｅ模型下的空间范围查询操

作进行了对比。

表１　犞狅犕犚狋狉犲犲和其他索引效率对比

Ｔａｂ．１　Ｅｆｆｉｃ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ｏＭＲｔｒｅｅ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ｉｃｅ

参数 ＫＤｔｒｅｅ Ｑｕａｄｔｒｅｅ Ｒｔｒｅｅ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

犆犻 ０．８ｈ ０．５ｈ ０．３ｈ ２ｈ

犛犻 ６４７ＭＢ ４６０ＭＢ ４５３ＭＢ ５３５ＭＢ

犆狇 ６０ｓ ５４ｓ ４０ｓ ２２ｓ

犛狉狊 １４０７ｋＢ １０６５ｋＢ １７９０ｋＢ ３９８ｋＢ

犆狏 １７０ｍｓ １２０ｍｓ ２４０ｍｓ ９１ｍｓ

２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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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中可以看出，ＶｏＭＲｔｒｅｅ在数据预处理

阶段会经历较长时间的存储索引的构建，同时也

会耗费较大的空间来存储索引。但是这些操作全

部是在数据服务器端执行，在数据服务和数据源

一体的分布式环境下，这种效率是可以接受的。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的最大优点在于处理过程的用时和

验证过程的高效性上。同样规模的数据，ＶｏＭＲ

ｔｒｅｅ要比 Ｒｔｒｅｅ及其他常用模型下的数据查询

快很多。表２表示的是不同的插入和删除操作在

几种常见的索引结构下的操作时间与 ＶｏＭＲ

ｔｒｅｅ的比较，可以看出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的操作效率明

显高于其他索引。

表２　犞狅犕犚狋狉犲犲和其他索引的更新效率对比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Ｕｐｄａｔｅ

类别 要素数目 ＫＤｔｒｅｅ Ｑｕａｄｔｒｅｅ Ｒｔｒｅｅ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

１ ０．４６７ｓ ０．２３２ｓ ０．０３ｓ ０．０１２ｓ

１０ １．２３ｓ １．３７ｓ １．０２ｓ ０．１１ｓ

插入 １００ １１ｓ １７ｓ １５ｓ ５ｓ

１０００ １７０ｓ １４５ｓ １４０ｓ ２５ｓ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５ｓ ９８０ｓ ５６０ｓ ２８０ｓ

１ ０．３１ｓ ０．１７ｓ ０．０２２ｓ ０．０１４ｓ

１０ １．３１ｓ ２．７２ｓ １．４５ｓ ０．４２ｓ

删除 １００ ２０ｓ ２７ｓ １３ｓ ５ｓ

１０００ １４０ｓ １０６ｓ １７９ｓ ４５ｓ

１００００ ７０１ｓ ５２０ｍｓ ４４０ｓ １３７ｓ

３．２　并行效率评估

并行效率是评估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算法的一个重

要指标。图３表示的是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索引结构下

不同要素数目的数据集在串行和并行计算下的效

率对比。在分布式环境下，采取并行计算模式能

有效地提高该索引的计算效率。

图３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索引结构下串行和并行计算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已有的索引树结构都不能实现数据分割、处

理过程和数据验证等几个环节同时并行化。本文

选取了几种已有的算法和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算法分别

进行对比。对算法的并行效率评估主要从对象重

复率狉０、结果重复率狉狉、任务波动量犳、传输比

狉狋
［１０］４个方面进行比较。分别提取相当规模的数

据作为数据源，对ＶｏＭＲｔｒｅｅ和Ｒｔｒｅｅ测试对象

重复率，再选择相近范围的查询犙测试结果重复

率。图４（ａ）显示的是对象重复率的实验结果对

比，可以看出两者的对象重复率相近，在数据规模

较大的情况下，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的对象重复率略高。

从图４（ｂ）中可以看出，在结果重复率上 ＶｏＭＲ

ｔｒｅｅ有较明显的优势，其重复率稳定且保持在０．２

左右。

Ｒｔｒｅｅ具有并行处理的效果，对于计算过

程的冗余性，考虑将Ｒｔｒｅｅ与ＶｏＭＲｔｒｅｅ进行

对比。图５（ａ）表示的是在０～１００００个任务条件

下对任务的对象数进行抽样评估的结果对比。可

以看出，Ｒｔｒｅｅ是一种波动量较平稳的算法，但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在任务数大于２０００时波动量有明显

的回落趋势，计算冗余量比Ｒｔｒｅｅ更具有优势。

图４　对象重复率与结果重复率对比

Ｆｉｇ．４　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ｐｅａ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ＲｅｐｅａｔＲａｔｅ

图５（ｂ）表示的是ＶｏＭＲｔｒｅｅ和 ＭＲｔｒｅｅ在

同样测试网络环境下的传输比。从结果中可以看

出，两者都将传输比控制在１～２之间，数据量越

大传输比越低，且 ＭＲｔｒｅｅ趋向于无限接近于１，

而ＶｏＭＲｔｒｅｅ曲线较为平滑，更利于对传输的控

制。

图５　任务波动量与传输比对比

Ｆｉｇ．５　Ｔａｓｋ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ａｔｉｏ

４　结　语

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索引的空间数据范围查询算法

可以有效地提高分布式环境下的查询处理效率，

减少数据存储和处理过程中的冗余，同时，在并行

化方面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算法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首

先，ＶｏＭＲｔｒｅｅ算法引入的是常见的邻近关系，

当引入复杂的邻近关系同时解决复杂邻近关系的

存储问题时，这种索引的效率会更高；其次，在存

储结构方面，对数据进行分块和对处理过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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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是两个互相约束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待更加

合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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