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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区域分片的数据分布特征，在已有的跨边界连接转化及优化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先静态任

务分配、后动态任务调整的混合并行调度策略。实验表明，该混合策略有效解决了分布式空间并行查询的负

载平衡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分布式空间查询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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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于传统分布式数据库的多任务查询调

度的研究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贪心算法、

随机算法、批处理调度方法，以及基于竞争的调度

方法（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ＣＢＳ）和基于计

划的调度方法（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ＰＢＳ）
［１］。

但由于空间数据的非结构化特征和空间片段连接

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已有的调度算法并不适用于分

布式空间连接查询，对于分布式环境下的空间连接

的并行计算研究还主要集中于空间数据的划分策

略或站点间的任务负载均衡问题［２，３］，缺乏对空间

数据组织形式和分布方式等因素的考虑。区域分

片是最为常见的数据分布式存储方式之一［４］。文

献［５］将全局关系转换后的片段连接分为跨边界连

接和非跨边界连接，并针对跨边界连接提出了相关

的优化转化规则。而实际这些片段连接间具有可

并行性，如何为这些片段连接选取合适的场地，以

及现实环境中由于站点处理能力的不同，如何进行

场地间任务的负载平衡，以达到最佳的执行效率，

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考虑片段一级的

并行查询，在已有的跨边界连接优化方法的基础

上提出了先静态任务分配、后动态任务调整的混

合并行调度策略。

１　分布式空间查询的优化与静态计

划生成

　　分布式空间数据库可以认为是典型的无共享

结构［６］，由调度中心来负责生成查询计划，通过将

全局查询分解映射到各场地，为每个站点分派查

询任务，即实现查询定位。显然，不同的站点之间

可以相互独立地执行查询子任务，这个过程可以

是并发的。此外，对单个场地内的多子任务，在没

有“生产消费”关系的情况下，也可并发执行。

１．１　空间片段连接的本地化

设二维连续空间Ω 上的全局空间关系犚、犛

被狀个无缝不相交的多边形集犘＝｛狆１，狆２，…，

狆狀｝进行无缝分割，如图１所示。按分配规则将全

局连接（犚∞ｓｐ犛）转化为各片段的连接，并分成两

组［３，１０］。第一组：犚１∞ｓｐ犛１，犚２∞ｓｐ犛２，…，犚狀∞ｓｐ

犛狀；第二组：犚１∞ｓｐ犛２，…，犚１∞ｓｐ犛狀，犚２∞ｓｐ犛１，

犚２∞ｓｐ犛３，…，犚２∞ｓｐ犛狀…，犚狀∞ｓｐ犛狀－１，其中，犚犻、

犛犻分别表示场地犻上两个不同专题的空间关系片

段。第一组称为同一空间区域片段连接，第二组

称为不同空间区域片段连接（也称跨边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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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已有的交矩形过滤的片段连接优化方法，给

出片段连接本地化的方法。片段连接本地化

（ＭｏｖｅＳｍａｌｌ原则
［７］）：依据片段连接的减少规则

去除掉无效的片段连接，对有效的片段连接犚犻∞

犛犼进行交矩形（ＦＭＢＲ犻，犼，表示片段犻与片段犼的

ＭＢＲ的交矩形（过滤矩形））过滤，比较｜犚犻犻，犼｜与

｜犛犼犻，犼｜（其中，犚狓犻，犼、犛狓犻，犼分别表示场地狓 上的空

间关系片段犚狓、犛狓 经ＦＭＢＲ犻，犼过滤后得到的结果

集，狓＝犻，犼；｜犚狓犻，犼｜表示经过滤后的片段犚狓犻，犼的

数据量）的大小，若｜犚犻犻，犼｜＞｜犛犼犻，犼｜，则将片段

｜犛犼犻，犼｜从场地犼发送到场地犻，反之亦然。

现假设参与空间连接的两个空间关系分别为

犚、犛，每个空间关系被划分为４个片段，即犚＝

｛犚１，犚２，犚３，犚４｝，犛＝｛犛１，犛２，犛３，犛４｝，如图１

所示。依据 ＭｏｖｅＳｍａｌｌ原则将所有的片段连接

任务分派到不同的站点，得到每个站点的任务队

列。站点１：犚１∞犛１，犚３１，３∞犛１１，３；站点２：犚２∞

犛２，犚１１，２∞犛２１，２，犚２１，２∞犛１１，２，犚４２，４∞犛２２，４；

站点３：犚３∞犛３，犚１１，３∞犛３１，３，犚２２，３∞犛３２，３，

犚３２，３∞犛２２，３，犚３３，４∞犛４３，４，犚４３，４∞犛３３，４；站

点４：犚４∞犛４，犚２２，４∞犛４２，４。在经过查询分解

与本地化后，以上任务队列是各站点的初步查询

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受数据分布、空间

数据库异构以及站点执行能力等因素的影响，站

点间的负载可能不平衡，因此，需要在考虑站点执

行能力的情况下，对现有的任务队列进行进一步

的分配与调整。

１．２　空间片段连接的犉犕犅犚大面积优先排序

为使每个站点获得与实际处理能力相符的任

务量，若重负载场地的任务队列后存在某个大片段

连接，其传输代价与连接处理代价都相对较大，发

生迁移后，容易导致原来空载或轻载的站点变为新

的重载站点；反之，将小片段连接放在查询队列的

后面，由于占用的时间片较小，进行调整时要相对

灵活，因此，在执行动态任务调整之前，需要对各站

点的任务进行排序。不仅要考虑片段数据的传输

代价，还要考虑片段的连接代价，而连接代价与数

据量和参与连接的对象个数等因数有关。在不考

虑数据倾斜的情况下，采用大片段连接优先的原则

对各站点任务队列中的片段查询进行排序，主要判

断其过滤步骤中ＦＭＢＲ犻犼的面积大小，如图１所示。

２　分布式空间并行查询动态任务调整

　　静态任务分配并不完全适用于分布式异构的

空间数据库系统，其主要原因在于空间连接查询

图１　ＦＭＢＲ大面积优先排序

Ｆｉｇ．１　ＬａｒｇｅｒＡｒｅａｏｆＦＭＢＲ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Ｒａｎｋｉｎｇ

较复杂，代价估算困难，尤其在异构空间数据库环

境下需要进行数据模式的转换，系统会存在通信

延时等，代价更难以估计。因此，要考虑采用动态

分配的方法，而且采用的动态调度策略应具有一

定的故障弱化能力，即当某一站点出现问题时，能

够动态生成新的执行方案［８］。

通过前面的分析，根据单个站点上的任务代

价模型［９，１０］，本文给出了一种静态计划与动态调

整相结合的混合型并行任务调度策略，如图２所

示。具体步骤如下：

图２　分布式并行查询动态调度策略

Ｆｉｇ．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Ｑｕｅｒｙ

１）将全局查询分解的各个片段连接查询进

行分类，分为跨边界连接和非跨边界连接。

２）求得参加连接的两个片段的ＭＢＲ的交矩

形（ＦＭＢＲ），并过滤片段，将非跨边界连接分派到

数据所在的站点，跨边界连接则按照 ＭｏｖｅＳｍａｌｌ

原则分派到数据量较大的数据所在的站点。

３）以ＦＭＢＲ的面积作为衡量连接任务大小

的指标，将各个站点上已分派的任务按照从大到

小的顺序排序。

４）开始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一旦出现了闲

置站点，该站点向调度器发送消息，若其他站点上

除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外还存在等待的任务，则

进行步骤５），直至各站点上均不存在等待任务则

结束。

５）利用站点的代价模型估测所有忙碌站点

上各自的总代价，取出总代价最大站点上任务队

列中的最后一项任务，作为待调整任务。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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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用任务代价模型估算待调整任务的代价，

依据空闲站点的个数来列举出各种迁移的可能，

选取总代价最小迁移方案来最终决定该任务迁移

到哪个站点或不进行迁移。

７）重复步骤４）～６），直至完成整个查询任

务，将各子任务的查询结果合并，返回客户端。

现有３个分布式站点，各站点先按静态任务

分配计划执行查询，当站点３将分配的任务全部

完成后，处于闲置状态，并向调度器发送闲置消

息。调度器则向各站点发出估算当前任务队列总

代价的请求，选取时间代价最长的站点（即重负载

站点），将其任务队列中的最后一个任务作为待调

整任务。假设选取站点２的任务队列中的最后一

个任务作为待调整任务，该任务可能会被迁移到

其他的站点，需要评估任务迁移后的代价，并选取

总代价最小的方案。

如图３所示，站点２上的任务犠２２（犠犻狀表示

站点犻上任务队列中的第狀个任务（片段连接））

表示片段犚２与犛１进行空间连接操作，而关系犛１

与犚２分别存储于站点１与站点２中，片段连接

犚２∞犛１可以有如下三种调度方案：

图３　各站点任务队列执行情况

Ｆｉｇ．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ｓｋＱｕｅｕｅｏｎＥａｃｈＳｉｔｅ

１）方案１：迁移到站点１。空间关系犚２由站点

２迁移到站点１，建立空间索引以及从本地数据库

中读取犛１，然后在站点１上作空间连接。该任务

代价犜１ｔａｓｋ以及按该方案调整的代价犜ｃａｓｅ１为：

犜１ｔａｓｋ＝犜ｃｐｕ（犚２∞犛１）＋犜ｔｒａｎｓ（犚２）＋犜Ｉ／Ｏ（犚２，犛１）

犜ｃａｓｅ１＝ｍａｘ｛犜（１）ｔｏｔａｌ，犜（２）ｔｏｔａｌ，犜（３）ｔｏｔａｌ｝

站点１：犜（１）ｔｏｔａｌ＝犜ｃｕｒｒｅｎｔ＋犜（犚
１∞犛３

）＋犜１ｔａｓｋ

站点２：犜（２）ｔｏｔａｌ＝犜ｃｕｒｒｅｎｔ＋犜（犚
１∞犛２

）

站点３：犜（３）ｔｏｔａｌ＝０

２）方案２：迁移到站点３。空间关系犛１与犚２

分别从站点１、站点２迁移到站点３，并在站点３上建

立空间索引，然后进行空间连接。该任务代价为：

犜２ｔａｓｋ＝犜ｃｐｕ（犚２∞犛１）＋犜ｔｒａｎｓ（犚２）＋犜ｔｒａｎｓ（犛１）＋犜Ｉ／Ｏ

犜ｃａｓｅ２＝ｍａｘ｛犜（１）ｔｏｔａｌ，犜（２）ｔｏｔａｌ，犜（３）ｔｏｔａｌ｝

站点１：犜（１）ｔｏｔａｌ＝犜ｃｕｒｒｅｎｔ＋犜（犚
１∞犛３

）

站点２：犜（２）ｔｏｔａｌ＝犜ｃｕｒｒｅｎｔ＋犜（犚
１∞犛２

）

站点３：犜（３）ｔｏｔａｌ＝０＋犜２ｔａｓｋ

３）方案３：不迁移，按原计划执行。执行静态

任务分配的计划，空间关系犛１由站点１迁移到站

点２，建立空间索引以及从本地数据库中读取犚２，

然后在站点２上作空间连接。该任务代价为：

犜３ｔａｓｋ＝犜ｃｐｕ（犚２∞犛１）＋犜ｔｒａｎｓ（犛１）＋犜Ｉ／Ｏ

犜ｃａｓｅ３＝ｍａｘ｛犜（１）ｔｏｔａｌ，犜（２）ｔｏｔａｌ，犜（３）ｔｏｔａｌ｝

站点１：犜（１）ｔｏｔａｌ＝犜ｃｕｒｒｅｎｔ＋犜（犚
１∞犛３

）

站点２：犜（２）ｔｏｔａｌ＝犜ｃｕｒｒｅｎｔ＋犜（犚
１∞犛２

）＋犜３ｔａｓｋ

站点３：犜（３）ｔｏｔａｌ＝０

当仅以任务代价模型来比较三种调度方案，从

理论上单独考虑３种调度方案的代价，可知犜２ｔａｓｋ

＞犜１ｔａｓｋ＞犜３ｔａｓｋ。但为达到各站点间的负载均衡，

具体选择哪种方案需比较迁移后各站点的总代价

大小，选取ｍｉｎ｛犜ｃａｓｅ１，犜ｃａｓｅ２，犜ｃａｓｅ３｝作为调度方案。

３　分布式空间并行查询实验

３．１　实验环境

实验系统用到的数据包括１∶２５万的基础地

理数据，选用其中１０个省（安徽、重庆、福建、贵州、

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江西、浙江）的县市级行政

区划数据和道路（国道）数据，数据量约为１９８ＭＢ；

实验数据的原始格式为ｓｈｐ格式，经过加工处理后

入库。实验系统运行在１００Ｍ的局域网，节点配置

为：站点１，ＰＣ机（Ｐ４，３ＧＨｚ双核，２ＧＢ内存，２５０

ＧＢ硬盘），操作系统为 Ｗｉｎｄｏｗｓ２００３；站点２，ＰＣ

机（Ｐ４，３ＧＨｚ双核，２ＧＢ内存，２５０ＧＢ硬盘），操

作系统为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站点３，ＰＣ机（ｉ３５３０４核，

６ＧＢ内存，５００ＧＢ硬盘），操作系统为Ｗｉｎｄｏｗｓ７。

数据分布情况及代理类型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数据分布情况及站点代理类型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ｇｅｎｔＴｙｐｅ

全局表名 行政区域 代理类型 站点

ｔｏｗｎｓ１０

ｒｏａｄｓ１０

河南、安徽、湖北、江西 Ｏｒａｃｌ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站点１

江苏、浙江、福建 ＡｒｃＳＤＥ９．３ 站点２

重庆、贵州、湖南 ＭａｐＧＩＳ 站点３

３．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 客 户 端 界 面 上 输 入 如 下 查 询 语 句：

Ｑｕｅｒｙ：ＳＥＬＥＣＴａ．ｎａｍｅ，ａ．ｓｈａｐｅ，ｂ．ｓｈａｐｅ

ＦＲＯＭｔｏｗｎｓ１０ａ，ｒｏａｄｓ１０ｂＷＨＥＲ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

（ａ．ｓｈａｐｅ，ｂ．ｓｈａｐｅ）＝ｔｒｕｅ

查询全局表ｔｏｗｎｓ１０与ｒｏａｄｓ１０中满足相交关系

的乡镇和道路；片段去除和优化后，有４６个片段

连接即查询任务需要执行；通过ＭｏｖｅＳｍａｌ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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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本地化与大片段优先排序。表２反映了动态

调整前后各站点的任务分配情况。在调整前，站

点１上的片段相对其他站点较多，是执行时间最

长的站点，表明通过静态任务分配后各站点间的

任务并不平衡。图４表示动态任务调度前后的查

询代价对比。

采用本文的调度策略，最终将站点１上的部分

片段迁移到其他站点上完成，各个代理上的查询代

价都较为均衡，较好地解决了查询代理的负载均衡

问题，有效地提高了分布式并行查询的效率。

表２　动态调整前后的执行情况

Ｔａｂ．２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ａｓｋ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站点 调整前连接数 总代价／ｍｓ 调整后连接数 总代价／ｍｓ

１ ２１ １００６３５ ８ ７９３４１

２ １２ ４４２４１ ２２ ７０９６０

３ １３ ７０８７３ １６ ７３３０４

图４　动态调整前后查询代价对比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ａｓｋＳｃｈｅｄｕｌｉｎｇ

　　本文主要是针对站点间并行提出的基于任务

级的调度方法，为实现站点内的任务间并行，分析

单个站点上任务的可并行性（由于片段的连接与

场地选择有较强的相关性）以及对于更细粒度的

并行查询方法，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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