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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Ｏｈｎｉｓｈｉ等提出的长距离联系方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种基于空间格网划分的超级节点ＬＲＣ路

由方法，该方法只对格网中的超级节点建立同行和同列的ＬＲＣ链接，路由主要通过超级节点完成。实验证

明，该方法在保持路由效率的同时，大大地降低了节点的度，同时也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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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分布式对等网络（Ｐ２Ｐ）已经成为空间

数据管理和共享的热点之一。当前已有的Ｐ２Ｐ空

间数据管理方法主要有两类：① 主要由Ｐ２Ｐ在多

维数据管理方法的诸多研究成果扩展而来，如基于

ＤＨＴ结构的管理方法
［１］；② 主要是对集中式的空

间数据管理方法的扩展，如基于树结构的Ｐ２Ｐ空

间数据管理方法［２，３］。虽然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分布式空间数据管理中的诸多问题，但是都

没有考虑节点本身的空间地理位置和节点间的空

间拓扑关系。文献［４，５］等利用Ｐ２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络

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保持空间数据或者空间

地物的位置特性。然而，普通的Ｐ２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

络方法存在查找路径较长的缺点［４］。Ａｒａｕｊｏ
［５］等

提出了一种建立在ＩＰ地址上层的基于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

络的长距离联系（ＬＲＣ）方法———ＧｅｏＰｅｅｒ，缩短了

路径长度。随后，Ｏｈｎｉｓｈｉ
［６］提出了一种ＬＲＣ与跳

表相结合的路由方法，为每个节点建立本节点

Ｖｏｒｏｎｏｉ范围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ＬＲＣ链接，

路由在水平和垂直条带上向前传递，将路由效率

提高到了犗（ｌｇ犖）。然而，该方法为所有的节点创

建ＬＲＣ链接，大量地增加了节点的度；且ＬＲＣ链

接是单向的，使得由于节点的动态加入、退出的维

护代价较大；没有对Ｐ２Ｐ所存在的网络节点的不

稳定性问题进行考虑，如是否存在恶意或故障节

点，因此适用范围很受限［７］。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对普通ＬＲＣ方法进行了

改进，提出了一种新的ＬＲＣ创建和路由方法。

１　基于格网划分的超级节点犔犚犆

的创建方法

　　Ｐ２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络就是将带有空间位置信

息的Ｐ２Ｐ网络节点自组织成一个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

络，网络的顶点由Ｐ２Ｐ计算机节点组成，边是计

算机节点之间的链接。节点通过空间地理位置来

标识，使得Ｐ２Ｐ网络可以进行基于位置的各种存

储和查询操作。通过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络可以绘制出

相应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可以有效地实现

空间数据的区域分割［８，９］。

基于格网的超级节点ＬＲＣ方法是对普通ＬＲＣ

方法的扩展，其基本思想是：首先通过空间格网将

空间区域进行隐性分割，利用Ｐ２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络

中的每个节点都具有空间位置性的特点，计算出各

个节点所在的格网单元，将网络中的每个节点分配

于相应的格网单元；其次，在各个格网中设置阈值，

选择一个或者多个超级节点组成超级Ｐ２Ｐ网络，

然后为超级Ｐ２Ｐ网络中的每个节点建立同属于同

行和同列格网的ＬＲＣ链接；最后形成一个主要由

超级节点路由分层的基于空间格网划分的Ｐ２Ｐ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络。

１．１　基本空间格网划分及节点映射的方法

空间数据具有地域性和空间位置特性，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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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空间区域进行狉犮格网划分，如图１所示，每

个格网单元Ｃｅｌｌ通过行数狉和列数犮进行标识。

空间区域划分的起始位置的空间地理坐标为

（ｍｉｎ狓，ｍｉｎ狔），格网单元的大小为犆狊犆狊。

图１　基本格网图

Ｆｉｇ．１　ＡＢａｓｉｃＧｒｉｄ

Ｐ２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络节点本身具有空间坐标

位置信息，利用式（１），可以通过节点犘的坐标值

（犘狓，犘狔）计算出该节点所在的格网单元犆（犆狉，

犆犮），将该节点的格网单元字段标识为犆（犆狉，犆犮）：

犆狉 ＝ （犘狓－ｍｉｎ狓）／犆狊

犆犮 ＝ （犘狔－ｍｉｎ狔）／犆
｛

狊

（１）

　　格网划分的大小关系到整个系统的运行效

率，格网大小犆狊犆狊 的选择与系统的节点数犖、

节点分布的空间范围（（ｍｉｎ狓，ｍｉｎ狔），（ｍａｘ狓，

ｍａｘ狔））和格网超级节点选择阈值犜 等参数相

关，犜用于确定格网中超级节点的选择个数。格

网大小通过式（２）计算得出，选择与其计算结果邻

近的值为宜：

犆狊 ＝
（ｍａｘ狓－ｍｉｎ狓）（ｍａｘ狔－ｍｉｎ狔）犜

槡 犖

（２）

１．２　格网超级节点的选择

超级节点的选择方法关系到系统的整体性

能，本文假设各个节点的性能没有差异。对超级

节点的选择基于三个原则：① 单个格网中超级节

点的个数与格网中的节点总数成比例；② 单个格

网中，第一个超级节点优先选择离格网中心最近

的节点；③ 同一格网中每两个超级节点间距需要

两步以上。

系统为格网节点数设置阈值，用于确定格网

中超级节点选择的个数。在每个格网单元中，如

果该格网中的节点数犆ｎｕｍ≤犜，则只选择一个超

级节点；如果犽犜＜犆ｎｕｍ≤（犽＋１）犜（犽≥０）时，则选

择犽个超级节点，并且同一格网中的每两个超级

节点间距需要两步以上。超级节点的选择结果如

图２所示。

１．３　超级节点犔犚犆的创建方法

在Ｐ２Ｐ环境中，ＬＲＣ作为远距离节点链接的

图２　超级节点选择图

Ｆｉｇ．２　ＳｕｐｅｒＰｅｅｒｓ

桥梁，存在大量的研究［１０］。每个节点通过 ＬＲＣ

链接２犻（犻≥０）跳距离的节点，减少了节点之间的

跳数。在本文中，单个节点的２犻（犻≥０）距离的节

点链接通过Ｌｖ（犻）来标识。

本文借鉴Ｏｈｎｉｓｈｉ
［６］提出的ＬＲＣ方法的一些

思路，提出了一种基于格网划分的超级节点ＬＲＣ

的创建方法，超级节点同行正方向的ＬＲＣ自动创

建算法如下（同行负方向和同列ＬＲＣ创建算法与

此类似）：对选择出的每个格网的超级节点，首先

通过节点链接的Ｄｅｌａｕｎａｙ边向同行或者同列的

邻近格网中的超级节点路由，找到邻近格网的超

级节点，建立Ｌｖ（０）链接；然后根据Ｌｖ（犻）节点逐

步向前，节点的Ｌｖ（犻）链接即为本节点的Ｌｖ（犻＋

１）链接，创建Ｌｖ（犻＋１）链接，直至同行或者同列

的末尾。由于某一时刻，每行或者每列的超级节

点数量是固定的，并且节点间的空间坐标位置是

确定的，所以同属于一行或者一列的超级节点之

间所建立的ＬＲＣ链接是相互的，因此可以为超级

节点的链接建立心跳机制，定期测试ＬＲＣ链接的

有效性，同时，当有超级节点退出时，可以通知其

相应的ＬＲＣ链接节点与自己的替代节点建立链

接，防止由于节点失效或者退出时引起的路由不

通问题。另外，格网单元中的每个普通节点需要

建立一个向本格网单元中超级节点的一个链接，

供路由时使用。

如在图２中为ＳＰ１创建同行正方向的ＬＲＣ过

程为：首先，ＳＰ１通过链接边路由找到右邻居格网

的超级节点ＳＰ２，建立ＳＰ１．Ｒｉｇｈｔ．Ｌｖ［０］＝ＳＰ２；然

后根据算法，计算ＳＰ２．Ｒｉｇｈｔ．Ｌｖ［０］＝ＳＰ３，进而得

出ＳＰ１．Ｒｉｇｈｔ．Ｌｖ［１］＝ＳＰ３；进而ＳＰ１．Ｒｉｇｈｔ．Ｌｖ［２］

＝ＳＰ５；最后得出ＳＰ１．Ｒｉｇｈｔ．Ｌｖ［３］＝ＳＰ９。

２　节点动态变化的处理机制

２．１　节点加入

在动态网络环境中，节点可以在任意时刻加

入到网络中，因此需要合理的节点加入处理机制。

基于超级节点的Ｐ２Ｐ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络的节点加入

６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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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如下：当新节点Ｐｅｅｒ犅 加入时，首先与一个

网络中已知的节点 Ｐｅｅｒ犃 通信，Ｐｅｅｒ犃 根据

Ｐｅｅｒ犅的坐标位置通过路由查询，找到Ｐｅｅｒ犅周

围的邻近节点Ｐｅｅｒ犛；接着根据邻近节点Ｐｅｅｒ犛

的相对位置关系为节点Ｐｅｅｒ犅构造Ｄｅｌａｕｎａｙ三

角网［５］；然后根据节点Ｐｅｅｒ犅的空间坐标和格网

划分的参数信息，利用式（１）计算出该节点所属的

空间格网单元犆（犆狉，犆犮），将该节点的格网单元标

识设置为犆，计算出此时格网单元的节点数与阈

值相除的余数，如果余数为１，证明该节点为第一

个加入该格网单元的节点，或者是该节点的加入

使得该格网单元的节点数超出阈值的整数倍，则

需要再为格网单元选择一个超级节点，并为

Ｐｅｅｒ犅节点建立一个到本格网单元的一个超级节

点的链接；最后，Ｐｅｅｒ犅 根据与邻近节点构成的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查找新节点应该管理的空间信息，

同时更新邻近节点存储的空间信息。

２．２　节点退出和失效

节点退出时，首先，该节点与邻近节点通信，

通知其本节点即将退出，需要邻近节点重新构造

Ｄｅｌａｕｎａｙ网络。然后，该节点将所管理的空间信

息内容安排到相应的节点进行管理。

如果该节点为超级节点，并且该节点不为该

格网单元中的最后一个节点时，则从邻近节点中

选择一个节点替代作为超级节点，并将ＬＲＣ链接

转移到该节点，并通知其相链接的ＬＲＣ节点及时

更新链接信息。另外，则将自己的ＬＲＣ链接信息

转移到其后一个格网或者前一个格网中的超级节

点上，并计算本格网单元的节点数与节点阈值之

间的关系，如果此时节点总数恰好为阈值的整数

倍，则需将两个超级节点合并。

节点失效是指节点在非正常的情况下退出。

本文通过心跳机制来进行处理，邻近或者ＬＲＣ链

接的节点间通过定期地发送消息测试链接情况，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节点没有回应，则判定该节

点失效，然后以节点退出的方法对节点网络进行

处理。

３　路由方法

空间数据的查询路由是分布式空间数据管理

的基础，是衡量系统好坏的标准。点查询路由是

Ｐ２Ｐ空间数据查询的基础，是已知一个原节点和

一个目标点地理坐标的空间查询方法，其查询的

效率关系到整个系统的性能。本文以点查询为

例，对基于格网划分的超级节点ＬＲＣ方法的空间

信息查询原则和路由过程进行详细讨论。

超级节点ＬＲＣ的路由方法基于以下原则：

① 远程路由主要通过超级节点进行；② 超级节

点传递路由包主要在同行或者同列格网单元间进

行。

ＬＲＣ间的路由包需要包含三个内容：① 目

标点位坐标；② 方向信息，包含东、西、南、北；

③ 转向点信息，即节点发送路由包时，改变方向

的位置，可以通过计算原点和目标点的格网单元

来确定，如原点在格网单元犆犪（犆狉犪，犆犮犪），目标点

在格网单元犆犫（犆狉犫，犆犮犫），如果｜犆狉犫－犆狉犪｜＞｜犆犮犫－

犆犮犪｜，则选择格网犆（犆狉犫，犆犮犪）作为转向格网点，另

外选择格网犆（犆狉犪，犆犮犫）。

其路由过程的具体步骤如下：

１）根据式（１）计算出目标节点与原节点是否

在同一格网单元内。如果在，则直接使用贪心查

找［４］，否则，按以下步骤完成。

２）原节点创建一个查询包，包含三个信息：

目标节点位置、方向和转向点位置。如果原节点

为超级节点，则直接转向第３）步。另外，原节点

首先发送查找信息到原节点所在格网单元的超级

节点，通过超级节点进行路由。

３）当节点接收到查询包时，有以下情况需要

处理：① 当该节点的空间内容包含查询目标内容

时，路由完成；② 当该节点与目标节点同属于一

个格网单元时，使用贪心路由算法完成；③ 当前

节点为转向点时，重新构建路由包，修改方向信

息，向前路由；④ 如果转向格网在当前节点和当

前节点路由方向上的Ｌｖ（０）节点之间，转向格网

中没有节点，则路由选择从当前节点的邻近节点

中选择下一路由节点，优先选择与目标节点同行

或者同列的节点，如果没有同行或者同列的节点，

则选择距离目标最近的节点，并修改查询包中的

方向和转向点的位置信息。另外，该节点计算与

目标节点路由方向上距离最近的ＬＲＣ节点，转发

查询包到该节点。

４）每个节点重复步骤３），直至找到目标节

点。

如图３所示，带箭头的粗线代表超级节点路

由的线路，路由从左上角起始节点开始，首先找到

该格网的超级节点；然后，超级节点根据本节点所

存储的ＬＲＣ链接信息找到水平方向上离目标节

点最近的ＬＲＣ链接节点，即右上角格网中的超级

节点，将查询消息转发到该超级节点；该超级节点

修改路由包信息并向下转向，在自己的ＬＲＣ链接

节点中找到离目标节点最近的节点向前路由，直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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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找到与目标节点所在格网的超级节点；最后使

用贪心算法路由到右下角的目标节点。图３中链

接线数代表路由的跳数。可以看出，与不带箭头

的粗线所代表的贪心路由方法的路径相比，极大

地缩短了路由的跳数。

图３　超级节点路由与贪心路由对比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ＮｏｄｅＲｏｕｔｉｎｇａｎｄ

ＧｒｅｅｄｙＲｏｕｔｉｎｇ

４　实验和分析

节点的度和查询路由跳数是衡量Ｐ２Ｐ网络

性能好坏的两个重要指标，节点的度是指该节点

所链接节点的个数，包括邻近节点、ＬＲＣ节点和

超级节点链接。查询路由跳数是指两个节点间路

由时路由包所转发的次数。本文通过这两个指标

对无ＬＲＣ的贪心路由方法、普通ＬＲＣ方法和基

于超级节点的ＬＲＣ方法进行实验对比和分析，并

对系统的稳定性和空间格网划分的大小对性能的

影响进行模拟实验。实验区域选择空间矩形范围

（０，０）到（１２００，７５０），节点的空间位置通过随机

方式产生，初始空间格网大小为５０×５０，设置每

个格网节点的超级节点选择阈值为１０个节点。

４．１　节点的平均度数对比

三种方法的节点的平均节点度数对比如图４

所示。可以看出，在总节点数少于２５６个时，超级

节点ＬＲＣ方法中各个节点的平均链接数与普通

ＬＲＣ方式的链接数相差较少，这是由于５０×５０

的格网划分相对于总节点数少于２５６的网络，超

级节点数相对于总节点数的比例并没有明显下

降，而对于总节点数大于２５６的情况，５０×５０的

格网划分使得超级节点数相对于总节点数的比例

迅速降低，而本文方法只对超级节点建立ＬＲＣ链

接，进而使得节点的平均邻近节点数大幅度下降，

并且随着总节点数的大量增加，超级节点的ＬＲＣ

方法的平均邻近节点数不会随之增加。

４．２　节点间的平均路由跳数对比

图５为各种路由方法的平均路由跳数的对比

图。可以看出，基于超级节点的ＬＲＣ路由方法与

图４　平均邻近节点数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ｏｄｅＤｅｇｒｅｅｔｏ犖

普通ＬＲＣ路由方法相比，平均路由跳数基本相

同，两种方法都远低于无ＬＲＣ的贪心路由算法，

这是由于普通ＬＲＣ和超级节点的ＬＲＣ方法都使

用节点的ＬＲＣ链接向前路由，缩短了远距离路由

的跳数。进而可知，基于超级节点的ＬＲＣ方法在

邻近节点数大幅度减少时，路由效率并没有下降。

图５　不同路由方法的平均路由跳数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ｏｐｅＣｏｕｎｔｓｔｏ犖

４．３　系统稳定性对比

图６为节点总数为２０４８个时，随机选择不

同百分比的节点故障时路由成功率的对比图。可

以看出，超级节点的ＬＲＣ方法在处理节点失效方

面优于普通ＬＲＣ方法，因为在超级节点ＬＲＣ方

法中，在节点退出和节点失效时使用了相应的处

理方法，使得路由的成功率较高，系统的稳定性得

以保持。

４．４　格网划分的大小对性能的影响对比

格网划分的大小对平均邻近节点数和路由跳

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图７为节点总数为２０４８个

时，不同的格网划分大小所对应节点的平均度数

和平均路由跳数的对比图。可以看出，当格网划

分较小时，节点的平均度数较高，而路由跳数较

低；当格网划分较大时，超级节点数相对于总节点

数的比例迅速降低，使得节点的平均度数变小，但

由于建立ＬＲＣ的节点数相对较少，而使得节点间

的平均路由跳数增加。因此，格网划分的大小与

节点的分布范围和节点的总数相关，本实验选择

格网大小为６０左右为宜，与式（２）计算出的结果

相符合，验证了式（２）的合理性。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普通ＬＲＣ方法和基于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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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路由成功

率对比图

Ｆｉｇ．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ｉｏｎｏｆ

ＲｏｕｔｉｎｇＳｕｃｃ

ｅｓｓＲａｔｅ

　　

图７　平均路由跳数和

节点平均度数对比图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ＨｏｐＣｏｕ

ｎｔｓａｎｄＮｏｄｅＤｅｇｒｅｅ

超级节点的ＬＲＣ方法在路由效率上都比贪心路

由方法高，而节点度数则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而基于超级节点的ＬＲＣ方法在节点总数较多时，

节点的度比普通ＬＲＣ方法有明显降低，而路由效

率并没有下降。在系统稳定性方面，基于超级节

点的ＬＲＣ方法比普通ＬＲＣ方法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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