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网环境下的混合数据最近邻查询算法

张丽平,张晓娇,金飞虎,李松

引用本文:
张丽平,张晓娇,金飞虎,李松. 路网环境下的混合数据最近邻查询算法[J].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2, 47(4): 589-596.
ZHANG Liping,ZHANG Xiaojiao,JIN Feihu,LI Song. Nearest Neighbor Query Algorithm of Mixed Data in Road Network[J].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2022, 47(4): 589-596.

相似文章推荐（请使用火狐或IE浏览器查看文章）

Similar articles recommended (Please use Firefox or IE to view the article)

利用道路网眼实现路网的增量式更新

An Incremental Road Network Update Based on Road Network Meshes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19, 44(8): 1107-1114   https://doi.org/10.13203/j.whugis20170185

空天网格化星间通视及路由路径规划算法

Aerospace Grid-Based Algorithm of Inter-satellite Visibility and Route Path Planning for Satellite Constellation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1, 46(1): 50-57   https://doi.org/10.13203/j.whugis20200234

面向开采扰动的离子型稀土矿区地表温度降尺度方法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Downscaling Method in Ion-type Rare Earth Mining Area Oriented to Mining Disturbance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1, 46(1): 133-142   https://doi.org/10.13203/j.whugis20190022

数据驱动的地外星表通行性分析及数据集生成方法

A Data-driven Method for Traversability Analysis and Dataset Generation on Extraterrestrial Terrain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1, 46(9): 1362-1369,1385   https://doi.org/10.13203/j.whugis20210308

矢量居民地多边形多级图划分聚类方法

A Multi-level Graph Partition Clustering Method of Vector Residential Area Polygon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2021, 46(1): 19-29   https://doi.org/10.13203/j.whugis20190358

http://ch.whu.edu.cn/cn/article/doi/10.13203/j.whugis20200075
http://ch.whu.edu.cn/cn/article/doi/10.13203/j.whugis20200075
http://ch.whu.edu.cn/cn/article/doi/10.13203/j.whugis20170185
http://ch.whu.edu.cn/cn/article/doi/10.13203/j.whugis20200234
http://ch.whu.edu.cn/cn/article/doi/10.13203/j.whugis20190022
http://ch.whu.edu.cn/cn/article/doi/10.13203/j.whugis20210308
http://ch.whu.edu.cn/cn/article/doi/10.13203/j.whugis20190358


第 47 卷 第 4 期

2022 年 4 月

Vol.47 No.4
Apr. 2022

武 汉 大 学 学 报·信 息 科 学 版

Geo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Wuhan University

路网环境下的混合数据最近邻查询算法

张丽平 1 张晓娇 1 金飞虎 1 李 松 1

1 哈尔滨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摘 要：路网环境下的 k最近邻查询方法在地理信息系统、智慧城市、数据挖掘、医疗营救和物流配送等领域

都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已有路网环境下的最近邻查询方法无法直接解决查询对象为点而数据对象为点和线

段混合的复杂数据的近邻查询问题，为了弥补已有方法的不足，提出了路网环境下混合复杂数据的最近邻查

询算法。将查询过程分为预处理、数据集约减和数据集精炼 3个部分，并与 3种对比算法进行对比实验，研究

了测试数据对象的数量、路网规模的大小对中央处理器运行时间以及输入/输出代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所提

算法能有效地处理路网环境下混合数据的最近邻查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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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邻（nearest neighbor，NN）查询就是找

到离目标对象最近的邻居，它在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数据库、图

像检索、机器学习、智慧城市、医疗营救、物资分

配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互联

网技术和 GIS的快速发展，最近邻查询算法越来

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目前解决近邻问题所使用的索引结构主要

包括 R 树（Rectangle tree）及其变种树、Voronoi
图、Hilbert空间填充曲线、四叉树等。文献［1］提

出了深度优先遍历 R树的 Depth First算法，减少

访问不必要的子树，从而避免了对整个 R树进行

查询，提高了查询效率；文献［2］利用 Voronoi图
划分二维空间进行 k⁃最近邻（k-nearest neighbors，
k-NN）查询，查询和数据更新成本较低；文献［3］
提出了一种基于密度网格索引的 k-NN查询算

法，利用矩形的几何特点获取候选搜索半径，再

根据移动对象的密度分布情况从中选择适当的

搜索半径进行距离过滤；文献［4］基于 Voronoi图
提出了基于概率的聚集最近邻查询方法；文献［5］
在球面退化四叉树格网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动态多层次格网单元邻近搜索算法；文献［6］在

Geohash编码格网基础上建立了自适应 Geohash-

Trees的空间索引，该索引能够根据轨迹密度划

分空间，提高了范围查询效率；文献［7］提出了一

种基于 R树广度遍历和优化排序原理的最近邻

查询算法，能适应不同空间分布的目标数据集；

文献［8］将 k-NN和 Skyline查询相结合，对于一个

给定的查询点 q，可查询出在空间属性和非空间

属性上不受支配，且距离最接近查询点 q的 k个
数据点；文献［9］提出了一种生成自适应索引的

方法来提高查询处理性能和存储使用率，实现了

区域的 k-NN查询；文献［10］通过应用空间填充

曲线来确定哪些对象更适合分组索引移动对象，

还设计了一个概率模型合理地量化每个对象成

为查询结果的可能性，有效地解决了概率 k⁃NN
查询问题；文献［11］针对现有的高维空间近似 k⁃
NN查询算法在数据降维时不考虑维度间关联关

系的问题，首次提出了基于维度间关联规则进行

维度分组降维的方法。

路网环境下的 k-NN查询就是根据用户的当

前位置找到前 k个距离用户最近的数据对象。目

前，路网环境下的 k-NN查询技术已经有了一定

的进展。文献［12］提出了 IER（incremental eu‐
clidean restriction）和 INE（incremental network
expansion）两种方法。其中，INE方法是 Dijk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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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扩展，从查询位置逐步向邻近点扩展，直

到获得 k⁃NN结果集；IER方法利用空间修剪技

术改进了 INE方法，通过欧氏距离检索候选对

象。文献［13］将欧氏距离存储为最短路径距离

边界，以最佳优先方式在空间网络中找到 k个最

近邻居；文献［14］提出了一种高度平衡且可扩展

的G-tree索引，可以进行有效查询；文献［15］分别

从最近邻查询采用的索引结构和查询处理过程

对现有路网环境下的最近邻查询方法进行了分

析和比较；文献［16］提出了一种具有方向约束的

连续最近邻查询方法，该方法的查询结果在满足

最近的条件下，也满足方向约束。上述方法主要

处理查询对象和数据对象类型单一的查询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目标对象集的数据对象类型往往

不是单一的，不同类型的对象组成了目标对象

集，查询问题将会变得复杂。在路网中，目标对

象可能是一家超市、一家医院或一座大桥，此时

目标对象与路网不止有一个交点，而查询对象无

论到哪个交点都可以到达目标对象，使查询问题

也发生了变化。已有的解决路网最近邻查询的

方法不能直接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对点和线段混

合的数据进行最近邻查询。

针对现实应用问题，本文提出了路网环境下的

混合数据最近邻查询（network mixed data nearest
neighbor，NMNN）算法，拓宽了最近邻查询的研

究领域。针对数据的多样性，当数据对象为线段

时，使用线段与路网的交点来替代线段，将数据

对象转化为数据点，便于计算。首先对数据进行

预处理，将数据存放在数组中，形成一种映射关

系；然后提出最短路径定理以及推论来进行剪

枝；最后通过对距离的计算和对比有效地查询出

最近邻结果。

1 本文算法

1.1 基础定义

道路网络由节点、边和边的长度组成，使用

赋权有向图 G（N，V，E）来构建路网模型。其中，

N表示路网中节点的集合，V表示路网中相邻两

个结点之间的距离，E表示路网中路段的集合。

在路网模型G（N，V，E）中，路网距离 dn（q，pi）
表示查询点 q到数据点 pi所经过的最短路径的长

度，Path（q，pi）表示查询点 q到数据点 pi的最短路

径。当两点之间没有路径存在时，设两点之间的

路网距离为 dn（q，pi）=∞。

Hilbert空间填充曲线［17］定义为 S维空间 Rs

与一维空间R之间的一一映射，记作H：Rs→R。若

点 p∈Rs，则H（p）∈R，也称H（p）为点 p的H值。对

于点集｛p1，p2…pn｝，有 H｛p1，p2…pn｝=｛H（p1），

H（p2）…H（pn）｝。

给定一个数据点集P和一组数据线段集L，P=
｛p1，p2…pm｝，L=｛l1，l2…ln｝，其中 2<m<∞，2<n<
∞，且 当 i ≠ j 时 ，pi ≠ pj，li ≠ lj 。 给 定 路 网

G（N，V，E），在路网上的数据点 pi∈P，数据线段

li∈L，其中 2<i<m，2<j<n。如果数据线段 li与
路网有两个交点，则将其设为 ai和 bi，如果数据线

段 li与路网有且只有一个交点，则将其设为 oi，交
点所构成的集合与数据点集 P合并构成一个新的

集合 P'，则路网环境下查询点 q的混合数据最近

邻 NMNN（q）就是返回 P'中到查询点 q的路网距

离最小的对象 p'i，即满足 dn（q，p'i）≤dn（q，p'j），

其中，p'j是 P'中不同于 p'i的任一对象。

1.2 路网环境下的混合数据的最近邻查询

由于道路网络上不仅存在数据点，还存在数

据线段，故本文在数据对象集中加入了数据线

段，数据对象的位置分为两种情况：（1）数据对象

与道路网络有且只有一个交点，此时的数据对象

可以抽象成该数据对象与道路网络的交点进行

处理；（2）数据对象与道路网络有两个交点，此时

的数据对象可以抽象成该数据对象与道路网络

的两个交点进行处理，但是在进行最短距离计算

时需要比较查询点到这两个交点的最短路径，取

较小值。数据对象与道路网络无交点的情况无

意义，故不做考虑。

1.2.1 索引结构

四叉树索引将空间递归划分为不同层次的

树结构，以十字递归的方式将空间等分成 4个

相等的子空间，直到每个子空间只存在一个对

象时划分结束。当空间数据对象分布比较均匀

时，空间数据插入和查询效率较高。Hilbert空
间填充曲线在二维空间中通过把一个矩形区域

不断地分成 4个小矩形区域，按照 Hilbert 曲线

的穿越顺序把空间中的每一个小矩形区域线性

地连接起来，使曲线填满整个空间，这样就实现

了从高维空间到一维线性空间的映射。利用

Hilbert 曲线对网格进行排序，使得空间上位置

相邻的对象在存储时也保持相邻。HR树（Hil‐
bert R-tree）［18］是在 R树的基础上，按照 Hilbert
曲线的顺序对数据矩形进行排列而得到的一种

索引结构。

基于四叉树、Hilbert空间填充曲线和 R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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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 QHR树（quad-Hilbert-R tree）通过四叉树的

划分原理将整个索引空间划分成多个子空间，然

后在每个子空间内对数据对象的位置关系进行

判断来建立HR树。整个索引空间被四叉树划分

成 4个相等的子空间，使得每个子索引空间与空

间内的树相对应，空间内的数据与索引空间建立

空间关系。本文利用 QHR树对数据集进行预处

理和剪枝查询。

1.2.2 数据集约减

为了便于数据的查询，首先对数据集进行了

预处理，将路网环境下的数据线段转化为点，将

线段和路网的交点与数据线段形成一种映射关

系，可以通过查询点的位置来查找对应的线段。

将数据点与其所在单元格的 H值也形成一一对

应的关系，为之后的数据集约减和精炼过程提供

方便。

首先查询出查询点 q的 H值，然后将 q的邻

近区域中的路段上的数据对象及其所在网格的H
值进行保存，其中使用其与路段的交点所在单元

格的H值来代替数据线段的H值，减少了剪枝过

程的计算量。由于数组是有序的元素序列，通过

数组下标的对应形成了一种映射关系，故使用数

组对数据进行存储，由此提出了基于映射关系的

数组生成算法——Array 算法。具体步骤如下：

（1）在查询区域内创建Hilbert曲线网格，根据Hil‐
bert曲线的特点，计算出查询点 q所在单元格的H
值。（2）遍历数据点集中的数据点，将点 pi放入数

组 P［i］中，将点 pi所在单元格的 H值放入数组

Ph［i］中，继续遍历数据线段集中的数据线段，将

线段 lj放入数组 L［j］中。（3）对数据线段与路网的

交点数量进行判断，如果有且只有一个交点，则

设为 oj，将点 oj放入数组 Pl［j］中，点 oj所在单元格

的 H值放入数组 Lh［j］中；如果有两个交点，则设

为 ai和 bi，将点 ai和 bi的集合放入到数组 Pl［j］中，

点 ai 和 bi 所在单元格的 H 值的集合放入数组

Lh［j］中，最终返回相关的数组。

数组 P［i］和数组 Ph［i］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

个数据点对应一个 H值；数组 L［j］与数组 Pl［j］
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一条线段所对应的是一个线

段与路网交点的集合；数组 Pl［j］与数组 Lh［j］也

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线段与路网交点的集合所对

应的是一个H值的集合。

由于欧氏空间中两点之间的距离是两点之

间的直线距离，在路网中两点间的距离是道路网

络中的距离，而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最短，那么

在路网环境下查询点 q到其最近邻的距离一定不

大于到其余数据对象的距离。如果欧氏空间中

的最近邻点与查询点 q在同一条路段上，此时两

点之间的直线距离与路网距离相等，则欧氏空间

上最近邻结果即为路网环境下的最近邻。由此

给出了剪枝方法 1、2。
剪枝方法 1：如果在欧氏空间上查询点 q到数

据对象 pi的距离大于在路网下查询对象 q到其最

近邻的距离，那么在路网环境下查询对象 q到数

据对象 pi的距离一定不小于在路网下查询对象 q
到其最近邻的距离，将 pi进行剪枝。

剪枝方法 2：如果欧氏空间下的最近邻点与

查询点 q在同一条路段上，则查询点 q在欧氏空

间上与路网环境下的最近邻结果相同。

由于欧氏空间中查询点 q到数据对象的距

离是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在路网中查询点 q到
数据对象的距离是两点之间道路网络中的距离，

而两点之间的路网距离一定不小于直线距离，那

么路网环境下查询点 q到其欧氏最近邻的距离

一定不小于欧氏空间下查询点 q到其最近邻的

距离，因此路网最近邻结果一定在以欧氏空间下

查询点 q到其最近邻的距离为半径的圆外，需构

造以欧氏空间下查询点 q到其欧氏最近邻的距

离为半径的圆。由于在路网环境下查询点 q到
其欧氏最近邻的距离是两点间的路网距离，如果

以路网环境下查询点 q到其欧氏最近邻的距离

为半径的圆内没有数据点，则说明路网环境下的

最近邻就是其欧氏空间下的最近邻；反之，如果

以路网环境下查询点 q到其欧氏最近邻的距离

为半径的圆内存在数据点，则说明路网环境下的

最近邻就在这些数据对象之中。由此本文给出

了剪枝方法 3。
剪枝方法 3：设 NN（q）表示查询点 q的最近

邻，如果欧氏空间下的最近邻点与查询点 q不在

同一条路段上，则以查询点 q为圆心，以欧氏空间

下查询点 q到其欧氏最近邻的距离为半径构造

圆，记为Circle（q，de（q，NN（q））），再以查询点 q为
圆心，以路网环境下查询点 q到其欧氏最近邻的距

离为半径构造圆，记为 Circle（q，dn（q，NN（q）））。

将位于这两个圆组成的圆环中的数据点加入到

候选最近邻集合中，将与此圆环相交的网格中的

数据点也加入到候选最近邻集合中。

根据三角不等式性质可知，对于任何边<ni，
nj>∈E，都 有 Path_length（ni，nj）≤ Path_length
（ni，nk）+ Path_length（nk，nj）。其中 Path_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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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j）表示点 ni到点 nj的最短路径距离。

根据最短路径性质可知，对于任意给定的起

点 q和 pi，如果 Path（q，…，ni，…，nj，…，pi）是点 q
到点 pi的最短路径，则在 Path路径沿途上的任意

两点间的最短路径也在 Path路径上。

由此可知，对于给定的起点 q和 pi，如果 Path
（q，…，ni）是点 q到点 ni的最短路径，Path（nj，…，pi）
是点 nj到点 pi的最短路径，则点 q到点 pi的最短路

径不一定是 Path（q，…，ni）与 Path（nj，…，pi）的

和。根据最短路径性质，可以得到剪枝方法 4。
剪枝方法4：以查询点 q为起点，候选集合C1中

的数据点为终点，如果 Path（q，…，ni，…，nj，…，C1）
是点 q到点 pi的最短路径，则点 q到这条路径上任

意一点间的最短路径也在 Path路径上，将这些数

据点加入到候选最近邻集合中。

根据剪枝方法 4可知，需要进一步求解点 q
到点 pi的最短路径，本文使用改进的双向 A*算
法［19］求查询点到候选集合中的数据点的最短

路径。

根据剪枝方法 1、2、3、4，将大量数据点进行

修剪，得到过滤算法NMNN_ FILTER（q）。具体

步骤如下：（1）将候选最近邻集合 C初始化为空，

如果在欧氏空间上查询点 q到数据对象 pi的距离

大于在路网下查询对象 q到其最近邻的距离，则

使用剪枝方法 1进行剪枝。（2）如果欧氏空间下的

最近邻点与查询点 q在同一条路段上，则利用剪

枝方法 2进行剪枝。（3）如果欧氏空间下的最近邻

点与查询点 q不在同一条路段上，则利用剪枝方

法 3进行剪枝。（4）确定到以查询点 q为起点到达

路径上点的最短路径，利用剪枝方法 4将这些路

径上的数据点加入到候选最近邻集合中，最终得

到候选最近邻集合 C。

如图 1所示，查询点 q的最近邻为点 p8，在路

网环境下查询对象 q到数据对象 pi（如 p11、p6、p13
等）的距离一定不小于在路网下查询对象 q到点

p8的距离，根据剪枝方法 1，将这些数据对象进行

剪枝。图 1中查询点 q的最近邻点 p8与查询点 q
不在同一条路段上，以查询点 q为圆心，以查询点

q到点 p8的距离为半径构造圆，记为 Circle（q，de
（q，p8））；以查询点 q为圆心，以路网环境下查询

点 q到点 p8的距离为半径构造圆，记为 Circle（q，
dn（q，p8）），这两个圆组成的圆环如图中阴影部分

所示，点 p5、a2、p8在此圆环中，将这几个点加入到

候选最近邻集合中，将与此圆环相交的网格中的

数据点 p2、b2也加入到候选最近邻集合中。根据

剪枝方法 4，以查询点 q为起点，候选最近邻集合

中的数据点 p5为终点的最短路径为 Path（q，n7，
p8，n2，p1，n1，p5），由于点 q到这条路径上任意一

点间的最短路径也在 Path路径上，数据点 p1在此

最短路径上，故将数据点 p1也加入到候选最近邻

集合中。

1.2.3 数据集精炼

§1.2.2对数据集进行了初步的约减，下面对

数据集进行进一步的精炼，最终查询到最近邻结

果。如果 Path（q，…，ni，…，nj，…，pi）是点 q和
点 pi之间的最短路径，则点 q到该路径中间任意

一点 pk间的最短路径长度一定小于该路径长度，

即 Path_length（q，pk）≤Path_length（q，pi）。由此

对候选最近邻集合进行进一步的缩减，然后对缩

减之后的数据集进行精炼，在精炼过程中需要对

查询点到候选最近邻集合 C中的点的最短距离

进行计算。如果候选集合中的数据点 ci与查询点

q在同一条路段上并且方向可达，则最短距离为

dn（q，ci）=de（q，ci）；如果候选集合中的数据点 ci
与查询点 q不在同一条路段上，则调用双向 A*算
法找到最短路径，即可得到最短距离。由此进一

步给出了精炼算法 NMNN_Search（q），步骤如

下：（1）调用 NMNN_ FILTER（q）算法得到候选

最近邻集合 C。（2）如果 C集合中某一点 cj在 q到
集合 C中的另一点 ci的最短路径 Path（q，…，ci）
上，则将点 ci剪去，更新集合 C。（3）如果候选集合

C中的数据点 ci与查询点 q在同一条路段上并且

方向可达，则判定欧氏空间上的最短距离与路网

上的最短距离相等；如果候选集合中的数据点 ci
与查询点 q不在同一条路段上，则调用双向 A*算
法找到最短路径。（4）遍历所有节点得到所有节

点的最短路径，通过比较得到最短距离，返回精

图 1 数据集约减过程

Fig.1 Process of Data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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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最近邻结果。

2 对比实验及分析

使用 3种对比算法与本文所提算法进行比

较，分别测试数据对象的数量对中央处理器（cen‐
tral processing unit，CPU）运行时间的影响和对输

入/输出（input/output，I/O）代价的影响，以及路

网规模的大小对 CPU运行时间的影响，最终得出

比较结果。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点和线段混合的复

杂数据，目前并没有直接解决这种复杂混合数据

类型的最近邻查询方法，故选择的 3种对比算法分

别是在文献［3］、文献［20］和文献［14］算法基础上

改进得出的。其中，NN_Search（q）是对文献［3］提

出的 k-NN_Search（q，k）算法改进得到的；QNN
（quadtree nearest neighbor）算法是对文献［20］提

出的 QKNN（quadtree-based k-NN search）算法改

进得到的；NN_Search（q，G）算法是文献［14］提

出的路网 k-NN查询算法。

本文实验使用的数据集包括真实数据和人工

合成数据两部分，其中真实数据采用的是美国加州

路网的数据，共包括 1 957 027个节点，2 760 388条
路段，其中交叉点和端点由节点表示，连接这些

交叉点或道路端点的道路由无向边表示。为便

于研究，对一些数据进行了适当调整。人工合成

部分主要是通过人工将此真实数据集中加入方

向，并且均匀地在路段上生成数据点。将生成的

数据点部分两两连接，连接成一些线段，这些线

段与路网路段有交点。其中所有的线段均互不

相交，并且点不在线段上。数据点集通过随机生

成数据点而得到，数据线段集通过随机生成数据

线段而得到，之后将数据线段与路网的交点加入

到数据点集中。

本文分析了数据对象的数量对 CPU运行时

间的影响，结果如图 2所示。由图 2可知，4种算法

的 CPU运行时间都是随着数据点数量的增加而

逐渐增加的，其中NMNN_Search（q）算法的 CPU
运 行 时 间 最 少 。 这 是 由 于 NMNN_Search（q）
算法首先利用剪枝方法和最短路径定理对数据

集进行了约减，减少了后续的计算量，然后对最

近 邻 候 选 集 进 行 了 一 次 精 炼 ，减 少 了 查 询

时间。

针对 4种算法分析了数据对象的数量对 I/O
代价的影响，结果如图 3所示。由图 3可知，4种
算法的访问数据量都是随着查询点的数量增加

而逐渐增加的，但是 NMNN_Search（q）算法的增

长幅度偏小。这是因为 3种对比算法中需要存储

每个子图内的边界节点之间的距离信息，这些信

息中存在大量冗余的距离信息，使得访问数据量

增加。

进一步使用 3个真实的数据集进行对比实

验，分别是美国的圣华金市、旧金山和加州的路

网数据，数据集如表 1所示。统计了路网规模

的 大 小 对 CPU 运 行 时 间 的 影 响 ，结 果 如 图 4
所示。

由图 4可知，4种算法在不同规模路网下的

CPU运行时间也不同，规模越大，CPU运行时

间越长，其中 NMNN_Search（q）算法的 CPU运

行时间最少。这是由于 NMNN_Search（q）算法

根据最短路径定理对查询点周围满足剪枝条

图 2 数据点的数量对 CPU运行时间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Data Points on CPU Runtime

表 1 路网数据集

Tab.1 Road network data set

数据集

Road-TG
Road-SF
Road-CA

地点

美国圣华金市

美国旧金山

美国加州

顶点/个
18 263
174 966
1 957 027

边/条
23 874
223 001
2 760 388

图 3 数据点的数量对 I/O代价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the Number of Data Points on I/O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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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数据点和路网数据都进行了剪枝，所以路

网规模的增大对于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影响较

小 ，故 NMNN_Search（q）算 法 优 于 其 他 对 比

算法。

3 结 语

本文系统研究了路网环境下混合数据的最

近邻查询方法，分为预处理、数据集约减和数据

集精炼 3个查询过程。根据 Hilbert曲线、四叉树

和 R树的特性，设计了 QHR树。对数据进行预

先处理，利用剪枝方法和最短路径定理对数据集

进行了有效约减，通过计算距离并比较得到最近

邻结果。研究成果能较好地解决路网环境下混

合数据的最近邻查询问题。未来的研究工作将

主要集中于障碍环境下的点和线段混合数据的

最近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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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est Neighbor Query Algorithm of Mixed Data in Road Network

ZHANG Liping 1 ZHANG Xiaojiao 1 JIN Feihu 1 LI Song 1

1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The k nearest neighbor query method under the road network environ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oint of interest discovery, smart city, data mining and
material distribution. The existing methods mainly deal with the query problem that the query object and da‐
ta object are single data type. However, in reality, the data object type of the target object set is often not
single, and the query problem will become more complex. The existing nearest neighbor query methods in
road network cannot directly solve the neighbor query problem in which the query object is a point and the
data object includes the data mixed with points and line segments.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methods, the nearest neighbor query algorithm of mixed complex data in the road network is
proposed.Methods: The query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Preprocessing, data set reduction and da‐
ta set refining. Firstly, the data set is preprocessed, the line segments are transformed into points. A map‐
ping relationship is formed between the intersection of line segments in the road network and line seg‐
men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line segments are found by querying the location of the points. The query
points, data points and Hilbert values are stored using arrays. Secondly, the data object set is refined pre‐
liminarily by pruning method and shortest path theorem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data objects, and the data
set filtering algorithm is given. Finally, the points in the data set are further pruned to calculate the shortest
path network distance from the query point to the points in the candidate set. Compared with these distances,
the shortest path distance can be determined, and then the nearest neighbor is accurately found.Results: Ex‐
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data set and the amount of calcu‐
lation in the query process, further refines the nearest neighbor candidate set and reduces the query scope
and the query time. There is no need to store the distance information between all boundary nod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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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network, so a large amount of redundant distance information is eliminated.The data points and road
network data that meet the pruning conditions around the query points are pruned. Therefore, the increase
of road network scale has little impact on the time cost of the algorithm.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algo‐
rithm can directly deal with the nearest neighbor query of mixed data in the road network environment.
When the number of data objects and the scale of the road network are large, the algorithm has obvious ad‐
vantages in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running time and input/output cost.
Key words：spatial database；road network；mixed data；nearest neighbor query；space filling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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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3D floor model without sides, 3D floor model, 3D room model to 3D room model with semantic in‐
formation such as doors and windows. The spatial details become gradually refined, which enriches the
theory of LOD for building interior space. In order to create LOD models, a LOD generation method based
on boundary operator and co‐boundary operator of cell complex chain is proposed. The method introduces
three concepts of cell, cell complex and complex chain from algebraic topology, and LOD is expressed by
cell and cell complex. On the basis of LOD6, boundary operator and co ‐ boundary operator are used to
generate other LOD models with coarse spatial granularity.Resul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LODs can meet the needs of outdoor and indoor multiple detail representation, and the boundary operator
and the co‐boundary operator can convert LOD6 into coarse LODs. Conclusions: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new method to create 3D LOD of buildings with interior space structure for 3D city model.
Key words：building model；interior space；level of detail；multi‐scale representation；cell complex；cell
complex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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