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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支持对大规模不确定性移动对象当前及将来位置的查询，亟需设计更加有效和高效的索引结构．当
前索引算法主要考虑索引建立和维护的效率问题或关注基于索引进行查询时的准确性，对索引建立维护以及查询
时性能综合考虑的研究较少．针对已有方法的不足，提出基于路网的移动对象动态双层索引结构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对静
态路网信息采用Ｒｔｒｅｅ索引，对实时更新的移动对象运动轨迹采用结点更新代价较小的Ｒｔｒｅｅ进行索引，设计
哈希表和双向链表辅助结构对索引协同管理．成都市真实地图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相比于经典的ＮＤＴＲ
ｔｒｅｅ，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在索引建立和维护方面时间代价平均减少３９．１％，移动对象轨迹查询时间代价平均减少２４．１％；
相比于ＦＮＲｔｒｅｅ，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的范围查询准确率平均提高约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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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随着无线通信、传感器网络和定位技术的高速

发展，人们对持续移动物体所处空间位置的跟踪能
力不断加强，推动相关应用领域的研究，如智能交通
控制、智能导航和旅游路线推荐等不断深入．此类应
用系统往往基于移动对象数据库（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ＭＯＤｓ）．作为移动计算技术的重要分支
以及位置服务类应用的底层支撑技术，移动对象数
据库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１］．相比于时空
数据库，移动对象数据库不仅支持查询当前时间有
效的空间对象，而且可以对随时间而发生位置变化
的移动对象的历史轨迹进行管理．对移动对象的位
置信息提供高效的索引和查询，在地理信息系统、精
确定位技术方面具有很高的科学意义．

现实生活中人们真实的运动场景往往被限制在
某一固定区域内，即道路交通网络（简称路网），因此
研究路网中移动对象索引结构具有现实意义．路网
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系统，系统中存在规模巨大、种类
繁多的移动对象，而且构成网络的街道错综复杂，并
不都是汇集成十字型路口，某些道路往往是三分支
或者五分支的．利用Ｒｔｒｅｅ或者Ｒｔｒｅｅ对移动对
象进行索引，往往忽略了静态路网自身的结构特点，
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查询结果．

基于路网的移动对象时空索引和范围查询技术
目前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课题．衡量索引性能的主
要指标包括：索引建立和维护的效率、轨迹查询时
间、时空范围查询的效率和准确性．面临的主要困难
是：简单索引结构能够提高索引维护的效率，减少时
空范围查询访问结点的Ｉ／Ｏ代价，但是会降低查询
的准确性；复杂索引有助于提高查询准确率，但增加
了维护的时间开销．针对当前路网索引结构的不足，
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索引结构ＤＩＳＣｔｒｅｅ（ａｔｗｏ
ｔｉｅｒ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ｄ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相比于具有代表
意义的ＦＮＲｔｒｅｅ［２］，克服了ＦＮＲｔｒｅｅ在时空范围

查询精度上的不足；相比于ＮＤＴＲｔｒｅｅ［１］，索引更
新时间开销和Ｉ／Ｏ代价更小，克服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对移
动对象轨迹查询时间性能上的不足．

２　相关工作
索引技术是移动对象数据库领域的关键研究内

容，移动对象的位置查询、基于位置的服务、移动对
象位置预测都依赖于移动对象索引［３］．移动对象的
静态索引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技术［４］，如Ｒｔｒｅｅ、Ｒ＋
ｔｒｅｅ、Ｒｔｒｅｅ、ＫＤｔｒｅｅ等．移动对象索引按照空间
范围分为两类：不受空间约束和受限路网中位置索
引．不受空间约束是指移动对象的运动不依赖于具
体的道路，其可以在空间任意范围内运动．这类索引
技术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５］．

根据移动对象当前位置建立索引的技术瓶颈是
提高索引更新的效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岑等
人［６］提出了一种基于ＧＲＩＤ文件的移动对象索引方
法，其优势在于：在结点合并和分裂过程中，分裂位
置选择具有随机性，因此索引更新的代价较小．但相
比基于Ｒｔｒｅｅ的索引，其查询时间提高不大．为了
进一步减少移动对象索引更新的代价，Ｓｉｌｖａ等人［７］

提出了一种基于内存的Ｒｔｒｅｅ索引结构ＲＵＭ
ｔｒｅｅ，在进行结点更新操作时仅需要一次结点插入
操作．Ｓａｌｔｅｎｉｓ等人［８］提出ＴＰＲｔｒｅｅ对移动对象未
来位置进行索引，结点分裂时不仅考虑对象的位置
而且考虑包含速度和方向的运动矢量．Ｔａｏ等人［９］

对ＴＰＲｔｒｅｅ中结点插入和更新操作进行改进，提出
了ＴＰＲｔｒｅｅ，借助改进的压缩技术对结点进行删
除．Ｃｈｅｎ等人［１０］提出一种动态的称为自调整单元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Ｕｎｉｔ）的结构来扩展Ｒｔｒｅｅ，根据移动对
象的运动特征（位置、速度和方向）对其进行分组，达
到预测整组对象运动轨迹的目的．

相比于不受空间约束移动对象的索引技术，基
于受限路网的索引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外成
果较少，具有代表意义的工作如下：

针对Ｐｆｏｓｅｒ等人［１１］提出的受限公路网络中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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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象索引方法的不足，Ｆｒｅｎｔｚｏｓ等人［２］提出双层
索引结构ＦＮＲｔｒｅｅ，由一个２ＤＲｔｒｅｅ和一个１Ｄ
Ｒｔｒｅｅ森林构成，２ＤＲｔｒｅｅ用于管理整个路网中的
边．ＦＮＲｔｒｅｅ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５］：（１）上下两层
索引的粒度相同，均针对于路网中的边，上层叶子结
点记录与下层Ｒｔｒｅｅ的对应关系为１∶１，导致下层
Ｒｔｒｅｅ的规模庞大；（２）由于仅存储对象进入和离开
边的数据，会遗漏掉在边上运动并停止的移动对象
位置信息，导致窗口范围查询结果的准确性较低．

ＭＯＮｔｒｅｅ［１２］是对ＦＮＲｔｒｅｅ进行改进而提出的
索引结构，对道路网络建立索引不再基于直线边，而
是基于折线道路，减小了对象跨越不同边的更新代
价．不足在于：对路网建立索引是基于道路信息，会造
成结点ＭＢＲ（Ｍｉｎｉｍｕｍ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Ｒｅｃｔａｎｇｌｅ）的重
合．查询效率随结点ＭＢＲ重合程度增加而降低．

ＮＤＴＲｔｒｅｅ［１］的上层结构对路网中原子路段建
立索引，下层Ｒｔｒｅｅ用于索引在原子路段上运动的
移动对象轨迹片段．这一结构的不足在于［５］：（１）索
引维护代价较高，每当发生位置更新请求时，需要进
行两次结点插入和一次删除操作．此外，每次删除操
作均需遍历整个Ｒｔｒｅｅ森林．（２）不支持对移动对
象轨迹的高效查询，当查询指定的运动轨迹时，需遍
历整个下层Ｒｔｒｅｅ森林．（３）实际路网中道路的相
交部分较多，采用Ｒｔｒｅｅ组织索引，结点插入时会
产生大量索引空间的重叠，不利于查询．

近期移动对象索引研究仍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针对移动对象速度分布的偏离特性，Ｎｇｕｙｅｎ
等人［１３］提出了新型速度划分技术，借助ＰＣＡ和
犽ｍｅａｎｓ聚类技术识别ＤＶＡ（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ｘｅ），然后基于ＤＶＡ建立索引，提高了移动对象查
询的效率．为了查询移动对象过去、当前及未来位
置，Ｚｈｕ等人［１４］利用哈希表自下而上对移动对象进
行位置更新，对于路网中道路采用邻接矩阵存储每
条道路相邻道路信息．但是这一结构没有考虑移动
对象频繁更新的索引维护的代价．Ａｐｐａｔｈｕｒａｉ等
人［１５］利用线性函数刻画移动对象的位置信息，设计
了新型结点更新和合并算法，可以在某一时刻处理
更多对象的位置更新信息，达到提高结点更新效率
的目的．但是，对象速度并不总是遵循线性分布，不
能应用于真实的路网环境中．

３　受限路网中移动对象运动模型
本节将介绍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中采用的数学模型和主

要概念，并给出形式化定义，如下所示．
定义１．　路网．犌＝（犈，犖），犈是路网中所有封

闭路段的集合，犖是路段交点的集合．
定义２．　道路交点．狀＝（狀犻犱，狓，狔），狀犻犱是道

路交点的标识，狓和狔为交点在二维空间平面上的
坐标．

定义３．　封闭路段．犲＝（犲犻犱，狉犻犱，狀狊，狀犲，犾犲狀，
狑，狆狅狊狊），犲表示路网中的一条封闭路段，“封闭”的
含义指从路段起点到终点的范围内不含有任何道路
的交点，犲犻犱是该封闭路段的标识，狉犻犱为该封闭路
段所在道路的标识，狀狊和狀犲表示封闭路段的起点和
终点，犾犲狀为此路段的长度，狑＝犲．犾犲狀／狉．犾犲狀（狉为该
封闭路段所属的道路），表示该封闭路段在其所属道
路中的比重，狆狅狊狊∈［０，１］为起点在街道中的位置．

定义４．　道路．狉＝（狉犻犱，犛，犾），狉表示路网中的
一条道路，道路通常包含一条或者多条封闭路段，
狉犻犱为道路的标识，犛为该道路所包含封闭路段的集
合，犾表示道路的长度．

本文通过封闭路段、道路、道路交点来描述复杂
交通网络和交通网络中的道路联接关系．

定义５．　移动对象位置更新信息．犿＝（犿犻犱，
狋狔狆犲，狋，狏，狓，狔），犿犻犱表示移动对象标识，狋狔狆犲为移
动对象类型，狋为采集运行矢量的时间点，狏表示移
动对象的速度，狓和狔为对象所处二维位置信息．

定义６．移动对象运行矢量．犿狏＝（犿犻犱，
狋狔狆犲，狋，狏，狉犻犱，狆狅狊），犿犻犱为移动对象的标识，狋狔狆犲
表示移动对象类型，狋为采集该运行矢量的时间，狏
表示该移动对象在狋时刻的速度，狉犻犱为该移动对象
所处道路的标识，狆狅狊∈［０，１］为对象所处道路的相
对位置．

已知查询窗口与封闭路段的交点犮到封闭路段
起点的距离为犽，封闭路段长度为犲，那么运行矢量
中狆狅狊取值为移动对象当前位置距离道路起点的长
度除以整条道路的长度，计算方法如式（１）所示：

狆狅狊＝狆狅狊狊＋狑×（犽／犲） （１）
其中，狆狅狊狊表示对象初始位置，狑为封闭路段在其所
属道路中的比重，计算方法见定义３．

定义７．　移动对象轨迹单元．两个运行矢量之
间的线段称为轨迹单元犝．连续轨迹单元表示为
犝（犿狏狊，犿狏犲），犿狏狊和犿狏犲表示运动矢量的起点和终
点．活动运行矢量所形成的轨迹单元是对应点作为
端点发出的一条射线，记为活动轨迹单元犝（犿狏狀）．

移动对象的轨迹利用狉犻犱×狆狅狊×狋三维坐标系
统描述，如图１（ａ）所示．随时间的变化移动对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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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中的位置不断变化，对于狉犻犱坐标的每一个切
面形成一个狆狅狊×狋（位置和时间）的坐标平面，表示
移动对象在具体道路上的时空轨迹．移动对象可以跨
越不同的道路，其轨迹可以表示为一条狉犻犱×狆狅狊×狋

三维空间中不断变化的曲线．参考定义７，图１（ｂ）表
示移动对象在具体道路上的轨迹，其由若干个轨迹
单元构成，虚线部分为活动轨迹单元．

图１　路网下移动对象三维时空轨迹及二维投影［５］

　　定义８．　链表轨迹单元．用犔犝＝（犝，狌犻犱）表
示，犝表示为犝（犿狏狊，犿狏犲）或者犝（犿狏狀），狌犻犱表示轨
迹单元在下层Ｒｔｒｅｅ中的位置标识．

链表轨迹单元保存在移动对象所对应的双向链
表中，目的是加速下层Ｒｔｒｅｅ索引的建立和维护．

４　犇犐犛犆狋狉犲犲的数据结构
４１　犇犐犛犆狋狉犲犲双层索引结构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基于狓狔平面
的Ｒｔｒｅｅ索引，用于索引路网中的封闭路段，其叶
子结点的数据结构为〈犕，犻犱，犲〉．犕表示包含该封闭
路段的最小边界矩形ＭＢＲ，犻犱为该叶子结点在索
引中的标识，犲为表示封闭路段．中间结点用〈犕，
犻犱′，狆〉表示，犕为包含下层结点的最小边界矩形，
犻犱′为结点在索引中的标识，狆为指向下层结点的指
针．其中，一个ＭＢＲ包含一条封闭路段．采用Ｒ
ｔｒｅｅ的主要原因在于，相比于Ｒｔｒｅｅ，在索引建立
时，Ｒ树不仅考虑了索引空间的“面积”，而且考虑
了空间的重叠部分．此外，本文采用“强制重新插入”
的方法使树的结构得到优化．

图２为交通网络在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上层索引中的对
应关系，道路狉４包含３个封闭路段（狉４．犪１，狉４．犪２，狉４．
犪３），于是形成３条记录存储于包含各封闭路段
ＭＢＲ信息的叶子结点中．图２上半部分矩形框示例
给出犕犅犚３和犕犅犚４的范围．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下层结构是一组与每条道路对应的
Ｒｔｒｅｅ索引，基于狆狅狊×狋平面，用于索引移动对象
轨迹单元，根据位置更新信息动态地进行维护．下层

图２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上层索引结构

叶子结点的数据结构为〈犕，犻犱，犿狏狊，犿狏犲，狅〉，犕表
示包含该轨迹的最小边界矩形，犻犱为叶子结点的标
识，犿狏狊和犿狏犲分别表示轨迹单元起始和结束运行矢
量，如果为活动轨迹单元，则犿狏犲为空．狅表示移动对
象信息，由对象标识犿犻犱和对象类型狋狔狆犲组成．中
间结点数据结构为〈犕狆狅狊×狋，犻犱′，狆〉，犕狆狅狊×狋是包含下
层结点的最小边界矩形，犻犱′为中间结点标识，狆为
指向下层结点的指针．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下层结构如图３所
示，下层Ｒｔｒｅｅ森林管理移动对象基于狆狅狊×狋平面
的轨迹片段．例如移动对象犿１仅在道路狉上运动，
于是其所有轨迹单元被道路狉对应的Ｒｔｒｅｅ管理
（参见图３（ｂ））．图３（ａ）中虚线部分表示活动轨迹单
元，如果对象从一条道路运动到另一条道路，那么它
的轨迹单元将被两条道路的Ｒｔｒｅｅ管理．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上下两层Ｒｔｒｅｅ的对应关系为１∶狀，
１代表上层索引仅由一个Ｒｔｒｅｅ构成，狀为路网中
道路狉的数目，下层索引含有狀个Ｒｔｒｅｅ．利用上层
索引叶子结点中的信息可以搜索到下层索引中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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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下层索引结构

个Ｒｔｒｅｅ．例如，已知交大路包含两个封闭路段，则
上层Ｒｔｒｅｅ叶子结点中有两条记录指向下层索引
中属于交大路的Ｒｔｒｅｅ．查询某个时间段Δ狋内交大
路上所有移动对象的轨迹时，首先从上层Ｒｔｒｅｅ
自顶向下查询，找到叶子结点中交大路的所有封闭
路段，然后定位到下层索引中交大路的Ｒｔｒｅｅ，根据
查询条件搜索Δ狋时间内的下层索引．
４２　犇犐犛犆狋狉犲犲的辅助结构

为了提高索引维护效率，本文采用如下２个
哈希表和１个双向链表作为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的辅助
结构［５］．

图４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应用的辅助结构

图４（ａ）中的哈希表Ｒｏａｄ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对ＤＩＳＣ
ｔｒｅｅ下层基于道路的Ｒｔｒｅｅ森林进行管理，其中
犽犲狔的值为道路标识狉犻犱，狏犪犾狌犲为道路对应的Ｒ
ｔｒｅｅ索引．图４（ｂ）中的哈希表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Ｈａｓｈ
Ｔａｂｌｅ用于管理移动对象的轨迹单元，犽犲狔取值为移
动对象标识犿犻犱，狏犪犾狌犲为一个双向链表，用
犾犻狀犽犲犱犾犻狊狋表示，包含具体移动对象的所有轨迹单元
犔犝，其按时间先后顺序加入到链表中，根据移动对
象提供的位置信息不断进行更新．当收到一条位置
更新信息时，首先形成轨迹单元犝，将其插入到Ｒ
ｔｒｅｅ中，并返回在Ｒｔｒｅｅ中的位置标识狌犻犱，形成链

表轨迹单元犔犝（犝，狌犻犱）插入到犾犻狀犽犲犱犾犻狊狋中，在维
护索引的同时对犾犻狀犽犲犱犾犻狊狋和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
进行维护．

应用本文所提出的辅助结构具有如下优势：
（１）因为移动对象轨迹具有不确定性，遍布在

整个路网中，导致其轨迹可能被相当多条道路的Ｒ
ｔｒｅｅ索引，如果采用不恰当的数据结构，对移动对象
的轨迹查询将是极其低效的．例如，移动对象的运动
轨迹跨越了多条道路，为了查询其历史运动轨迹，需
要自上向下遍历整个Ｒｔｒｅｅ森林．而采用哈希表和
双向链表构成的辅助结构后，仅需将其加载到缓存
中进行维护，查找移动对象轨迹不需要遍历Ｒｔｒｅｅ
森林，极大地提高了查询的效率．

（２）在无哈希冲突的情况下，由犔犝构成的哈希
双向链表插入、查找、删除狀个结点的时间复杂度均
为犗（狀），构建哈希双向链表的时间复杂度为犗（狀），
狀表示轨迹单元的数量．辅助结构的建立和维护时
间代价较低．
４３　犇犐犛犆狋狉犲犲与犖犇犜犚狋狉犲犲对比分析

ＮＤＴＲｔｒｅｅ的轨迹查询效率不高，查找移动对
象的历史轨迹需遍历一个甚至多个Ｒｔｒｅｅ的所有
结点，找到移动对象的轨迹单元．ＤＩＳＣｔｒｅｅ采用哈
希表加双向链表的数据结构，提高轨迹查找和删除
的效率．双向链表中包含移动对象的轨迹单元，当需
要访问对象在某些时刻的轨迹信息时，仅需访问哈
希表，取出移动对象对应的链表进行查询．此外，双
向链表的好处在于可以快速访问某一时刻的前一时
刻和后一时刻的轨迹单元，为查询提供便利．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结合Ｒｔｒｅｅ和Ｒｔｒｅｅ索引，对静态
路网建立Ｒｔｒｅｅ索引，对动态轨迹单元建立Ｒ
ｔｒｅｅ索引．对静态路网，采用更新操作中结点分裂次
数较少的Ｒｔｒｅｅ，查询对象将更加高效和准确．Ｒ
ｔｒｅｅ索引建立和维护的计算代价较小，适用于管理
频繁更新的移动对象轨迹单元．而ＮＤＴＲｔｒｅｅ中对
变化较小的路网和更新频率较高的移动对象轨迹单
元均采用Ｒｔｒｅｅ索引．

在ＮＤＴＲｔｒｅｅ中为了寻找移动对象的前一个
运动轨迹单元，需要遍历多条道路所对应的多个Ｒ
ｔｒｅｅ索引．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对此做出改进［５］：将每个对象
上一次更新后的最后一个轨迹单元在Ｒｔｒｅｅ中的
索引标识狌犻犱存储到与其对应的链表结点犔犝中，
需要对其操作时可以直接定位到Ｒｔｒｅｅ的某个叶
子结点，进而找到轨迹单元，极大地提高了索引维护
的效率，第６．３．２节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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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犇犐犛犆狋狉犲犲中应用的算法
５１　索引建立和维护算法

算法１．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的建立和维护算法．
输入：移动对象位置更新信息犿．
输出：更新后的ＤＩＳＣｔｒｅｅ．
１．　ＦＯＲ（每条更新信息犿＝（犿犻犱，狋狔狆犲，狋，狏，狓，狔））
２．　　遍历上层以封闭路段为索引单位的Ｒｔｒｅｅ，

找到移动对象所在的封闭路段犲；
３．　犿狏←（犿犻犱，狋狔狆犲，狋，狏，狉犻犱，狆狅狊）；
４．　犚←狊犲犪狉犮犺犚狅犪犱犜犪犫犾犲（狉犻犱）；
５．　犾犻狀犽犲犱犾犻狊狋←狊犲犪狉犮犺犜狉犪犼犲犮狋狅狉狔犜犪犫犾犲（犿犻犱）；
６．　狋←犿狅狏犲犜狅犜犪犻犾（犾犻狀犽犲犱犾犻狊狋）；
７．　ＩＦ（狋＝＝狀狌犾犾）ＴＨＥＮ
８．　　犔犝←犻狀狊犲狉狋（犚，犝（犿狏））；
９．　　犻狀狊犲狉狋犔犻狀犽犲犱犔犻狊狋（犔犝）；
１０．　ＥＬＳＥ
１１．　　犝（犿狏狀）←狋．狌犻犱；
１２．　　犱犲犾犲狋犲（犝（犿狏狀））；
１３．　　犔犝１←犻狀狊犲狉狋（犚，犝（犿狏狊，犿狏犲））；
１４．　　犔犝２←犻狀狊犲狉狋（犚，犝（犿狏狀））；
１５．　　犱犲犾犲狋犲（犾犻狀犽犲犱犾犻狊狋）；
１６．　　犻狀狊犲狉狋犜犪犻犾（犔犝１）；
１７．　　犻狀狊犲狉狋犜犪犻犾（犔犝２）；
１８．　ＥＮＤＩＦ
１９．ＥＮＤＦＯＲ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首先利用真实路网数据建立上层静

态Ｒｔｒｅｅ索引，“静态”是指路网信息的更新几率
远小于移动对象轨迹单元的更新概率，大多数情况
下仅需一次构建，不需要频繁更新．然后，根据移动
对象提交的位置更新信息建立并维护下层动态索
引．“动态”是指整个索引结构不断更新．本文重点关
注下层动态索引的建立和维护，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建立和维
护过程如算法１所示，主要步骤为：

（１）根据移动对象位置更新信息犿查找基于
狓狔平面的上层索引，进而找到移动对象所处的封闭
路段犲，取出其相关信息（第１～２行）；

（２）求取对象在犲所属道路狉上的位置狆狅狊，形成
运行矢量犿狏＝（犿犻犱，狋狔狆犲，狋，狏，狉犻犱，狆狅狊）（第３行）；

（３）通过狉犻犱访问辅助结构Ｒｏａｄ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取
得道路所对应的Ｒｔｒｅｅ（第４行）；

（４）根据犿犻犱访问哈希表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Ｈａｓｈ
Ｔａｂｌｅ，获得轨迹单元链表，访问链表尾结点狋（第
５～６行）；

（５）若狋为空，表示初次收到该对象位置信息，
则插入活动轨迹单元犝（犿狏狀）到Ｒｔｒｅｅ中，并记录

它在Ｒｔｒｅｅ中的位置狌犻犱，通过（犝，狌犻犱）生成链表
轨迹单元犔犝，并插入到的链尾（第７～９行）；

（６）若狋不为空，根据狋中的狌犻犱信息找到并删
除Ｒｔｒｅｅ中的活动轨迹单元犝（犿狏狀）．插入连续轨
迹单元犝（犿狏狊，犿狏犲），插入活动轨迹单元犝（犿狏狀），
犔犝１，犔犝２为生成的链表轨迹单元（第１０～１４行），
最后在链表中删除狋（第１５行）；

（７）将犔犝１和犔犝２相继添加到链表尾部，进而
建立索引的同时并维护链表信息（第１６～１７行）．
５２　移动对象时空范围查询

时空范围查询是衡量移动对象索引结构好坏的
指标．本文采用如下所示的时空范围查询算法［５］．

算法２．　移动对象时空范围查询算法．
输入：查询区域（Δ狓，Δ狔，Δ狋），索引哈希表ＲｏａｄＨａｓｈ

Ｔａｂｅｌ．
输出：满足查询条件的移动对象标识集合犛．
１．根据（Δ狓，Δ狔）查询上层Ｒｔｒｅｅ求得查询窗口与
封闭路段的多个交点（犲犻，狓犻，狔犻）狀犻＝１；

２．（狉犻犱，狆狅狊）←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犲犘狅狊（犲，狓，狔）；／／通过犲中的属
性及其与道路交点的狓，狔坐标，求取交点的位置和
道路标识；

３．对每一个交点重复步骤２的计算，得到一系列偶对
的集合犙＝（狉犻犱犻，狆犲狉犻狅犱犻）狀犻＝１；

４．ＦＯＲＥＡＣＨ（狇ｉｎ犙）
５．　犚←狊犲犪狉犮犺犚狅犪犱犜犪犫犾犲（狉犻犱）；
６．　根据狆犲狉犻狅犱犻×Δ狋查询犚中叶子结点记录犝；
７．　ＩＦ（犝∩（狆犲狉犻狅犱犻×Δ狋）≠狀狌犾犾）
８．　　犐←犝对应的犿犻犱；
９．　ＥＮＤＩＦ
１０．ＥＮＤＦＯＲ
以成都路网中指定范围查询为例，具体过程：
（１）根据查询窗口［（狓１，狔１），（狓２，狔２）］，搜索上

层Ｒｔｒｅｅ，遍历到叶子结点，借助叶子结点中封闭
路段信息犲，求得查询窗口与封闭路段的交点．对于
一个封闭路段，查询窗口与之相交的个数可能不唯
一．例如，查询窗口与万和路的交点有２个，形成两
条查询信息．从索引文件中读出存储该封闭路段信
息的字符数组，反序列化为封闭路段犲的信息，交点
信息用（犲，狓，狔）表示（第１行）．

（２）计算出交点在街道中的位置狆狅狊（第２行），
需要用到定义３中的属性：狑，犾犲狀，狆狅狊狊．

（３）查询区域与一个道路可能有多个交点，对
应于一个偶对（狉犻犱，狆犲狉犻狅犱）（第３行），其中狆犲狉犻狅犱
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狆狅狊信息．查询区域与多条道路
相交，则对应于一组偶对，在狉犻犱对应的下层Ｒｔｒｅｅ
中查询与（狆犲狉犻狅犱，Δ狋）相交的轨迹单元，最终输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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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单元对应移动对象的标识（第４～１０行）．

６　实验及性能分析
６１　实验环境及数据集描述

实验采用的数据集来源于成都市真实矢量地
图，包含成都二环内的２３２条主干道，将地图数据进
行转换，得到如表１所示的数据格式．

表１　轨迹数据格式
对象
标识速度狓坐标狔坐标移动对象

类型 道路标识所属封闭
路段标识

７ ２０ ４６８ ２６４ ５ １２３ ３６２

在实验中，通过加载Ｅｄｇｅ（路网边集合）和
Ｎｏｄｅ（路网结点集合）两个文件后生成成都市二环
内的真实路网．Ｅｄｇｅ文件包含每个封闭路段边的信
息，表示为（犻，狀狊，狀犲，犲犻犱，狉犻犱），犻为自增字段，狀狊和狀犲
为封闭路段的起点和终点标识，犲犻犱为封闭路段标
识，狉犻犱为道路标识．犖狅犱犲文件表示为（狀犻犱，狓，狔），
狀犻犱表示道路交点标识，狓和狔为二维平面下的横
纵坐标．本文通过对文献［１６］提出的移动对象轨迹
生成器改进后设计实现了一个新的轨迹生成系统，
改进之处在于：生成轨迹数据时考虑道路位置信息，
不再基于边生成轨迹片段，而是基于道路生成轨迹，
使生成轨迹的数据结构与本文所提算法相符．

本文中所有算法利用Ｊａｖａ程序设计语言实现．
实验硬件平台为ＡＭＤＡｔｈｌｏｎ５０００＋，２．６ＧＨｚ
ＣＰＵ，２ＧＢ内存，操作系统平台为ＷｉｎｄｏｗｓＸＰ．
表２给出轨迹生成器的参数设置．

表２　轨迹生成器参数设置
参数 值

地图宽度 ２３５１４（像素）
地图长度 ２５６７２（像素）

移动对象数量 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时间间隔 ２０

移动对象种类 ５
道路数量 ２３２

实验中主要对比ＤＩＳＣｔｒｅｅ、ＦＮＲｔｒｅｅ和ＮＤＴＲ
ｔｒｅｅ的性能差异，其中ＦＮＲｔｒｅｅ是基于路网的移动
对象索引方法中性能较好的一种，能支持高效的
犽ＮＮ查询和时空范围查询；ＮＤＴＲｔｒｅｅ是移动对象
时空范围查询性能较好的索引，因此选择这两种索
引进行对比实验．ＮＤＴＲｔｒｅｅ与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的索引
基于道路构建，ＦＮＲｔｒｅｅ的轨迹索引基于封闭路
段．为了保证算法可比性，ＦＮＲｔｒｅｅ进行轨迹查询
时将不会用到表１中移动对象所属道路标识．

６２　犘犪狋犺犉犻狀犱犲狉轨迹查询系统简介
为了便于比较上述３种索引结构，本文开发了

基于路网的移动对象轨迹查询系统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５］，
包含３个主要功能模块：（１）轨迹生成模块，根据静
态路网生成均匀分布在整个路网中移动对象的动态
运动轨迹；（２）索引构建，构建基于路网的索引结
构；（３）对象查询，提供时空范围等查询功能．

图５界面左侧为利用轨迹生成器生成的成都二
环内路网数据，圆点表示移动对象，利用不同颜色来
区分移动对象的类型，例如：红色代表速度较快的移
动对象，如小型车．以移动对象时空范围查询模块为
例，首先，用户需要确定查询的窗口范围；然后，选择
查询的时间片段；最后，点击“开始查询”进行时空范
围查询．查询返回结果信息包括：移动对象标识、速
度、移动对象所处的街道等，结果在系统界面中输
出．本文应用该系统比较ＤＩＳＣｔｒｅｅ、ＮＤＴＲｔｒｅｅ、
ＦＮＲｔｒｅｅ进行索引构建和时空范围查询的性能．

图５　移动对象范围查询结果示例

６３　索引建立和维护代价比较
６．３．１　索引建立及维护代价理论分析

式（２）～式（４）给出了ＦＮＲｔｒｅｅ、ＤＩＳＣｔｒｅｅ、
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在索引建立和维护过程中结点的访问
次数．其中，犜犻，犜′犻和犜犻表示３种索引中第犻个移动
对象的轨迹数目；犖犻狀狊犲狉狋，犖′犻狀狊犲狉狋和犖犻狀狊犲狉狋分别表示３种
索引进行一次插入操作结点访问的次数；犖犱犲犾犲狋犲，
犖′犱犲犾犲狋犲，犖犱犲犾犲狋犲表示３种索引进行一次删除操作结点访
问的次数；狀表示移动对象的数量，犿犼表示树中第犼
层包含结点的数目，犺为树的高度．
犖狅犱犲犃犮犮犲狊狊（犉犖犚－狋狉犲犲）＝∑

狀

犻＝１
犜犻×犖犻狀狊犲狉狋（２）

犖狅犱犲犃犮犮犲狊狊（犇犐犛犆－狋狉犲犲）＝∑
狀

犻＝１
犜′犻×

　　　　　２×犖′犻狀狊犲狉狋＋犖′（ ）犱犲犾犲狋犲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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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狅犱犲犃犮犮犲狊狊（犖犇犜犚－狋狉犲犲）＝∑
狀

犻＝１
犜犻×

　　　　　∑
犺

犼＝１
犿犼＋２×犖犻狀狊犲狉狋＋犖（ ）犱犲犾犲狋犲 （４）

　　随着移动对象数量的增加，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与
ＮＤＴＲｔｒｅｅ索引建立和维护时结点访问的次数远
高于ＦＮＲｔｒｅｅ，原因在于：

（１）只有移动对象离开封闭路段时ＦＮＲｔｒｅｅ
才触发一次轨迹更新事件，当移动对象运动在封闭
路段上时，其活动轨迹单元没有保存在ＦＮＲｔｒｅｅ
中．相反，对于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和ＮＤＴＲｔｒｅｅ，不管移动
对象是否发生路段转移事件，均需记录对象的全部
轨迹信息．对象在ＦＮＲｔｒｅｅ的轨迹数目要少于其
在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和ＮＤＴＲｔｒｅｅ下的轨迹数目，即式（２）
中的犜犻值小于式（３）和式（４）中的犜′犻和犜犻值．

（２）在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与ＮＤＴＲｔｒｅｅ中，下层索引
中的每个树均基于包含多个封闭路段的道路狉构
建，而ＦＮＲｔｒｅｅ的下层索引基于封闭路段犲构建，
其空间单位较小．由于狉与犲的关系是１∶狀（狀值由
狉中包含犲的个数确定），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与ＮＤＴＲｔｒｅｅ
的下层索引中每个树的规模远大于ＦＮＲｔｒｅｅ，因此
在ＦＮＲｔｒｅｅ中进行一次插入操作需要访问的结点
数目要小于同样的操作在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和ＮＤＴＲｔｒｅｅ
中所访问的结点次数，式（２）中的犖犻狀狊犲狉狋小于式（３）和
式（４）中的犖′犻狀狊犲狉狋和犖犻狀狊犲狉狋．

（３）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和ＮＤＴＲｔｒｅｅ每次更新索引时
都需要删除之前的活动轨迹单元，并插入新的活动
轨迹单元，ＦＮＲｔｒｅｅ无需进行上述操作．
６．３．２　索引建立及维护代价实验

本节统计不同移动对象数量下，ＦＮＲｔｒｅｅ，
ＮＤＴＲｔｒｅｅ，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索引建立和维护的Ｉ／Ｏ及时
间开销．３种索引基于６．１节介绍的成都二环路路
网生成相同的轨迹数据集，避免由于轨迹随机性造
成实验环境的不同，结果如图６和图７所示．

如图６所示，随着移动对象数目增多，ＤＩＳＣ
ｔｒｅｅ索引建立及维护的性能明显优于ＮＤＴＲｔｒｅｅ，
原因在于：ＮＤＴＲｔｒｅｅ每次接收到位置更新请求对
下层Ｒｔｒｅｅ进行更新时，需要遍历下层Ｒｔｒｅｅ找到
移动对象的活动轨迹单元并进行删除，式（４）中
∑犺

犼＝１犿犼表示每次遍历过程中ＮＤＴＲｔｒｅｅ访问结
点的数目．移动对象数目越多，下层Ｒｔｒｅｅ规模越
庞大，将产生巨大的Ｉ／Ｏ开销．而ＤＩＳＣｔｒｅｅ采用了
哈希表和双向链表辅助结构，寻找移动对象活动轨

图６　索引建立和维护时Ｉ／Ｏ开销比较

图７　索引建立和维护时间比较

迹单元仅需访问链表尾结点，查找其在下层Ｒｔｒｅｅ
中的位置，删除活动轨迹单元．此操作不需要遍历
Ｒｔｒｅｅ，极大地减少了Ｉ／Ｏ开销．ＦＮＲｔｒｅｅ的Ｉ／Ｏ
要远低于其他两种索引结构，图６中几乎显示不出
来．当对象数量达到５０００时，ＮＤＴＲｔｒｅｅ的Ｉ／Ｏ是
ＦＮＲｔｒｅｅ的２６２．７倍，是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的５．３倍．

如图７所示，当移动对象数量规模较小，为５００
左右时，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索引建立时间略低于ＮＤＴＲ
ｔｒｅｅ．因为ＤＩＳＣｔｒｅｅ采用Ｒｔｒｅｅ索引静态路网，
相比于ＮＤＴＲｔｒｅｅ采用Ｒｔｒｅｅ索引结构，虽然前者
的一次建立开销略大于后者，但是采用辅助结构节
省删除轨迹单元的时间开销．当移动对象数量增加
到１５００后，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的辅助结构作用明显，极大地
节省了删除活动轨迹单元的时间代价．相比于
ＮＤＴＲｔｒｅｅ，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在索引建立和维护方面时间
代价平均减少３９．１％．ＦＮＲｔｒｅｅ仍然具有时间性
能上的优势，移动对象数量从５００增加到５０００的过
程中，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的平均时间约为ＦＮＲｔｒｅｅ的５．１４
倍，ＮＤＴＲｔｒｅｅ的平均时间约为ＦＮＲｔｒｅｅ的９．７８
倍．ＦＮＲｔｒｅｅ索引建立和维护的时间性能优势不如
Ｉ／Ｏ性能优势大的原因在于：ＦＮＲｔｒｅｅ需要维护的
动态索引树基于封闭路段构建，而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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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的动态索引树基于道路构建，一条道路包
含多个封闭路段的实际情况导致ＦＮＲｔｒｅｅ下层索
引中虽然每个树所占空间较小，但是整个森林规模
更为庞大，增加了时间开销．
６４　移动对象轨迹查询性能比较

图９　时空范围查询准确性比较

轨迹查询是指查询在给定道路上所有出现的移
动对象的运动轨迹单元．相比于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如果移动对象一直没有离开某条封闭路
段，ＦＮＲｔｒｅｅ不记录其轨迹信息，其所包含的轨迹
数量少而且不准确，因此实验中比较ＮＤＴＲｔｒｅｅ与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的轨迹查询性能．为了获取移动对象的运
动轨迹，ＮＤＴＲｔｒｅｅ需要访问下层所有Ｒｔｒｅｅ（狀条
道路对应狀个Ｒｔｒｅｅ），将包含移动对象轨迹单元的
所有记录取出，进而得到完整轨迹．而ＤＩＳＣｔｒｅｅ首
先根据移动对象标识访问哈希表，取出移动轨迹单
元链表，然后访问双向链表，逐一取出链表单元，按
时间顺序将轨迹片段连接起来形成完整轨迹．

如图８所示，由于ＤＩＳＣｔｒｅｅ无需访问下层Ｒ
ｔｒｅｅ森林，其轨迹查询时间一直维持在一定范围内，
当对象数量大于２５００（横坐标为５）时，近似呈线性
增长；而ＮＤＴＲｔｒｅｅ的查询时间随对象的增加及
Ｒｔｒｅｅ结构增大，变得越来越长．相比ＮＤＴＲｔｒｅｅ，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的平均查询效率提高约２４．１％．

图８　轨迹查询时间比较

６５　时空范围查询性能分析
为了比较ＦＮＲｔｒｅｅ、ＮＤＴＲｔｒｅｅ、ＤＩＳＣｔｒｅｅ时

空范围查询的准确性和时间效率，实验分别以查询
窗口大小占地图的１０％、２０％、３０％、４０％范围进行
查询，比较查询准确率和时间两个性能指标．
６．５．１　时空范围查询准确性分析

３种索引结构在不同查询窗口下查询结果的准
确率如图９所示．虽然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ＤＩＳＣｔｒｅｅ采
用不同的索引结构，但是均基于道路构建双层索引，
因此这两种索引得到的查询结果一致，即两种索引
的查询准确率曲线重合．ＦＮＲｔｒｅｅ基于封闭路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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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索引，查询返回的结果要少于上述两种索引，导致
预测不够准确．当查询窗口为地图的１０％时，ＦＮＲ
ｔｒｅｅ的查询准确率平均为７３．２％，而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
ＦＮＲｔｒｅｅ的查询准确率较高，维持在９５％以上．当
查询窗口增大到２０％时，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ＤＩＳＣｔｒｅｅ
保持平均９８％以上的准确率，ＦＮＲｔｒｅｅ的准确率
为８３％．当查询窗口增大到４０％时，３种索引查询
准确率相差不大．

在小范围窗口下，ＦＮＲｔｒｅｅ查询准确率不高的
原因在于［５］：其仅保存移动对象进入和离开一个封
闭路段时的轨迹信息．假设移动对象狅运动到道路
狉的子路段狉．犱１则到达目的地，并没有离开该路段，
于是狅在狉．犱１上的运动轨迹不会保存在ＦＮＲｔｒｅｅ
中，当查询窗口较小时包含的路段较少，出现漏查的
情况．随着查询窗口的增大，其包含的封闭路段数目
将会增多，仍以道路狉为例子，查询窗口增大后，可
能包含狉的多个封闭路段，在狉．犱１中查不到移动对
象狅，但在其他路段上可能会查找到狅．实验发现：当
查询窗口小于１０％时，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相比于ＦＮＲｔｒｅｅ
在查询准确率上平均提高约３１．６％．
６．５．２　时空范围查询时间代价分析

图１０　时空范围查询时间比较

图１０显示了在不同的查询窗口下ＦＮＲｔｒｅｅ、

ＮＤＴＲｔｒｅｅ、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三种索引时空范围查询的时
间开销．可以发现：当移动对象从５００增加到５０００
时，ＤＩＳＣｔｒｅｅ时空范围查询时间性能优于ＮＤＴＲ
ｔｒｅｅ．原因在于时空范围查询过程中，首先通过指定
窗口范围对路网进行查询，由于ＤＩＳＣｔｒｅｅ采用
Ｒｔｒｅｅ索引管理路段，查询效率要高于ＮＤＴＲ
ｔｒｅｅ．然后，通过（狆犲狉犻狅犱，Δ狋）遍历指定道路的Ｒｔｒｅｅ
索引，这一步中两者查询效率相当．而ＦＮＲｔｒｅｅ的
下层索引是基于封闭路段构建的Ｒｔｒｅｅ森林，相比
于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基于道路的Ｒｔｒｅｅ森
林，其下层索引中包含更多的Ｒｔｒｅｅ，规模较大不利
于查询，查询时间与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相当．但是ＦＮＲｔｒｅｅ
下层索引中每个树包含的记录数量小于ＮＤＴＲ
ｔｒｅｅ和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在查询过程中，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对树的遍历操作更消耗时间．由于后一因
素起主要作用，因此ＦＮＲｔｒｅｅ的查询时间优于
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如图１０所示，随着查询窗
口的增大，ＦＮＲｔｒｅｅ查询时间增加的趋势要大于
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原因在于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下层每个Ｒｔｒｅｅ对应的是一条道路，上
层叶子结点与下层Ｒｔｒｅｅ的对应关系为狀∶１．而
ＦＮＲｔｒｅｅ的上层索引基本单位是封闭路段，每个下

６５９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层Ｒｔｒｅｅ对应一个封闭路段，上层叶子结点与下层
Ｒｔｒｅｅ的对应关系为１∶１．随着查询窗口增大，包
含的封闭路段增多．例如，查询到道路狉的３个封闭
路段（狉．犫１，狉．犫２，狉．犫３），在ＦＮＲｔｒｅｅ中需要对狉．犫１，
狉．犫２，狉．犫３在下层索引森林中的３个树分别进行查
询，而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只需要对下层索引
森林中狉所在的树进行查询即可．

为了进一步比较当移动对象数量规模较大时
３种索引查询时间的性能差异，图１１给出了查询窗
口大小占地图的３０％，移动对象数量从５５００变化
到１００００时，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和ＤＩＳＣｔｒｅｅ索引时空范
围查询的时间代价．

图１１　大规模移动对象下时空范围查询时间比较

实验结果表明：（１）ＤＩＳＣｔｒｅｅ随着移动对象数
量增加其查询时间波动没有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剧烈；（２）
当移动对象数量规模较大时（从５５００变化到１００００
时），ＤＩＳＣｔｒｅｅ性能优势明显，查询效率可以提高
２３．５％．原因与本节之前介绍的小规模移动对象数
量下的时空范围查询相同．

７　结　论
目前路网中移动对象索引技术的研究成果较

少，仍处于起步阶段．考虑到现有路网中移动对象索
引技术的不足，本文在提高索引建立维护和移动对
象轨迹查询性能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针对ＮＤＴＲ
ｔｒｅｅ在索引维护和轨迹查询方面的不足，ＦＮＲｔｒｅｅ
针对时空范围查询准确性不高的缺点，提出了新型
基于路网的移动对象动态双层索引结构ＤＩＳＣｔｒｅｅ，
对更新较少的静态路网信息采用Ｒｔｒｅｅ索引管
理，对实时更新代价较高的移动对象运动轨迹采用
结点更新代价较小的Ｒｔｒｅｅ进行索引．大量的实验
结果证明了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在索引维护和查询性能上领
先于ＮＤＴＲｔｒｅｅ，在查询精度上优于ＦＮＲｔｒｅｅ．

由于ＤＩＳＣｔｒｅｅ建模中没有考虑真实客观环境
因素，如红绿灯，高峰路段，车辆限行等，这些因素对
路网中移动对象运动趋势会产生影响，未来工作将
对影响移动对象运动的主客观因素建模，集成到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中，进一步提高查询结果的准确性．

参考文献

［１］ＤｉｎｇＺ，ＬｉＸ，ＹｕＢ．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３１９３３２０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丁治明，李肖南，余波．网络受限移动对象过去、现在及将
来位置的索引．软件学报，２００９，２０（１２）：３１９３３２０４）

［２］ＦｒｅｎｔｚｏｓＥ．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ｍｏｖｉｎｇｏｎｆｉｘ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ＳａｎｔｏｒｉｎｉＩｓｌａｎｄ，Ｇｒｅｅｃｅ，
２００３：２８９３０５

［３］ＭｅｎｇＸ，ＤｉｎｇＺ．ＭｏｂｉｌｅＤａｔ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孟小峰，丁治明．移动数据管理：概念与技术．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４］ＺｈｏｕＡ，ＹａｎｇＢ，ＪｉｎＣ，Ｍａ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２０１１，３４（７）：１１５５１１７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周傲英，杨斌，金澈清，马强．基于位置的服务：架构与进
展．计算机学报，２０１１，３４（７）：１１５５１１７１）

［５］Ｗａｎｇ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ｗｏ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ｆ
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Ｓ．ｄｉｓｓｅｒ
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超．受限路网中移动对象双层索引结构研究［硕士学位论
文］．成都：西南交通大学，２０１３）

［６］ＷｕＣ，ＢａｉＹ，ＤｉｎｇＺ，ＭｅｎｇＸ．Ｇｒｉｄｆｉｌｅｂａｓｅｄ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２９（８）：
２０３２０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吴岑，白芸，丁治明，孟小峰．基于ＧＲＩＤ文件的移动对象
索引方法．计算机科学，２００２，２９（８）：２０３２０６）

［７］ＳｉｌｉｖａＹＮ，ＸｉｏｎｇＸ，ＷａｌｉｄＧ．ＴｈｅＲＵＭｔｒｅ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ｕｐｄａｔｅｓｉｎＲｔｒｅｅｓｕｓｉｎｇｍｅｍｏ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ＶｅｒｙＬａｒｇ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２００９，１８（３）：７１９７３８

［８］ＳａｌｔｅｎｉｓＳ，ＪｅｎｓｅｎＣＳ，ＬｅｕｔｅｎｅｇｇｅｒＳＴ，ＬｏｐｅｚＭＡ．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
ｔｈｅ２０００ＡＣＭＳＩＧＭＯ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Ｄａｔａ．Ｄａｌｌａｓ，ＵＳＡ，２０００：３３１３４２

［９］ＴａｏＹ，ＰａｐａｄｉａｓＤ，ＳｕｎＪ．ＴｈｅＴＰＲｔｒｅｅ：Ａ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ｑｕｅｒｉｅ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９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２００３：７９０８０１

［１０］ＣｈｅｎＪ，ＭｅｎｇＸ．Ｕｐｄａｔ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２００９，１３（４）：３９７４２４

７５９１９期 乔少杰等：基于路网的移动对象动态双层索引结构



［１１］ＰｆｏｓｅｒＤ，ＪｅｎｓｅｎＣＳ，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Ｙ．Ｎｏｖｅ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ｎ
ｑｕｅ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ｏｒ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ｔｈｅ２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ＶｅｒｙＬａｒｇｅ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ｓ．Ｃａｉｒｏ，Ｅｇｙｐｔ，２０００：３９５４０６

［１２］ＡｌｍｅｉｄａＶＴ，ＧｕｔｉｎｇＲＨ．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
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ｔｏｒｉｎｉＩｓｌａｎｄ，Ｇｒｅｅｃｅ，２００４：１１５１１８

［１３］ＮｇｕｙｅｎＴ，ＨｅＺ，ＺｈａｎｇＲ，ＷａｒｄＰ．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ＶＬＤＢ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ＰＶＬＤＢ），２０１２，５（９）：８６０８７１

［１４］ＺｈｕＺ，ＹａｎｇＱ，ＰｉＤ．Ｐａｓ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ｅｘ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３３５３４２

［１５］ＡｐｐａｔｈｕｒａｉＫ，ＫａｒｔｈｉｋｅｙａｎＳ．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ｕｓｉｎｇ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ｅｄｕｐｄ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３，６９（１６）：２５３０

［１６］Ｂｒｉｎｋｏｆｆ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０００：２５３２５５

犙犐犃犗犛犺犪狅犑犻犲，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１，
Ｐｈ．Ｄ．，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

犎犃犖犖犪狀，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４，Ｐｈ．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Ｈ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犠犃犖犌犆犺犪狅，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５，ｍａｓｔｅｒ．Ｈ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犣犎犝犉犲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２，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Ｈｉ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犜犃犖犌犆犺犪狀犵犑犻犲，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４６，ｍａｓｔ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ｉｓａ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ａｉｎ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ｎｔＮｏ．６１１０００４５．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ｉｎｌｙａｉｍｓｔｏ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ｍｏｖ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ｄｅｓｉｇ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ｃｈｅｍａｏｆ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ｎ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ｄａｔａ，ｗ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ｄｅｘ，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ｔｉｍｅ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ｒｕｌｅ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ｎｅｗ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ｓｔ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ｕｎｄ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ｅｔｕｐ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ｈ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ｑｕｅｒｙ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ＯＤｓ．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ａｔｗｏｔｉｅｒｅ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ｉｎｄｅｘ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ａｌｌｅｄ
ＤＩＳＣｔｒｅｅ，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ｄｅｘｍａｉｎｔｅ
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ｑｕｅｒ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ＳＣｔｒｅｅｏｕ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ｓｔｈｅＮＤＴＲｔｒｅｅｉｎｔｉｍ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ｉｎｄｅｘ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ｂｙ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ａｐｏｆ３９．１％，ａｎｄ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ｑｕｅｒｙｔｉｍｅｂｙ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ａｐ
ｏｆ２４．１％．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ＮＲｔｒｅｅ，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ｒａｎｇｅｑｕｅｒｙｉ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ａｂｏｕｔ
３１．６％．

８５９１ 计　　算　　机　　学　　报 ２０１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