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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语义网的发展和 ＲDF(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资源描述框架) 数据量的快速增长，利用 No-
SQL 数据库存储和管理大规模 ＲDF 数据已经成为了当前的研究热点。介绍了 NoSQL 数据库的种类划分和各类

型特点，阐述了 ＲDF 数据在各类 NoSQL 数据库中存储结构设计和并行查询算法的研究现状，分析比较了不同方

法的优缺点。最后，讨论了利用 NoSQL 数据库管理 ＲDF 的优势，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展望了未来的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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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emantic Web and rapid growth of ＲDF ( 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data，it has be-
come a research hotspot to make use of NoSQL databases to store and manage massive ＲDF data． This paper introduced char-
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NoSQL databases，elaborated storage organization of ＲDF data，parallel query algorithms in dif-
ferent types of NoSQL respectively and compared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At last，this paper discussed
advantages of managing ＲDF data in NoSQL database，summarized disadvantages of current researches and proposed the future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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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网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数据的急剧增长，对大规模关

联数据的存储和处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集中式的 ＲDF 存

储系统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海量数据应用，人们开始将目光投

向分布式数据库系统。目前，这方 面 的 研 究 可 以 划 分 为 两

类［1］: a) 专门开发分布式 ＲDF 存储系统，如 4store［2］、Bigda-
ta［3］、YAＲS［4］等，这类系统采用传统的分布式计算架构并对

ＲDF 存储和查询进行了专门的优化; b) 采用基于云计算环境

的、支持分布式计算的非传统数据库，即 NoSQL 数据库［5］来存

储和管理大规模 ＲDF 数据。
NoSQL 数据库种类繁多，逻辑模型和物理实现上千差万

别，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去掉了 ＲDMBS 的关系型特征，

结构简单，因此具备大数据量下优秀的读写能力。除了高性能

外，NoSQL 灵活的数据模型、高可用的架构和能够部署在廉价

的 PC 集群上的特点，都使得它被众多研究开发人员所青睐。
基于上述优点，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考虑采用基于 NoSQL 数据

库的 ＲDF 存储方案，以期解决大规模 ＲDF 的存储和查询问

题。尽管目前这方面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但是已经有一些研

究成果，并有许多系统被开发出来。本文在充分调研和深入分

析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基于 NoSQL 数据库的 ＲDF 数据存储和

查询技术进行了分析和综述。

1 RDF 和 SPARQL

ＲDF 是由 W3C(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万维网联盟

组织) 提出的一种数据模型，已经成为语义网领域存储关联数

据的推荐标准。ＲDF 最初是为了描述及管理 Web 资源和使用

这些资源的元数据信息，但现在 ＲDF 中的资源已经不再局限

于 Web，而泛化为关于任何可识别事物的信息。总的来说，

ＲDF 提供了一种用于描述信息、使得信息能够在应用程序间

不失语义地交换的通用框架［6］。在这个框架下，数据被描述

为主体( subject) 、谓词( 或属性 predicate) 和客体( 或属性值 ob-
ject) 三元组。一系列的三元组可以组成 ＲDF 图，ＲDF 图中的

节点可以是资源描述符( UＲI reference) 、文字( literal，字符串

或其他数据类型) 或空节点。
SPAＲQL( simple protocol and ＲDF query language) 是 W3C

提出的一种 ＲDF 数据的标准查询语言。SPAＲQL 包含四种类

型的查询: SELECT、CONSTＲUCT、ASK 和 DESCＲIBE。其中最

常使用的是 SELECT 查询，它和 SQL 的语法类似，用来返回满

第 32 卷第 5 期
2015 年 5 月

计 算 机 应 用 研 究
Application Ｒesearch of Computers

Vol． 32 No． 5
May 2015



足查询条件的数据。SPAＲQL 查询是通过图模式( graph pat-
tern) 匹配实现的，简单而言就是在 ＲDF 图中找到匹配 SPAＲ-
QL 查询图的子图位 置。图 模 式 中 最 常 见 的 是 基 本 图 模 式

( basic graph pattern) ，它是三元组模式( triple pattern) 的集合。
三元组模式和 ＲDF 三元组结构类似，只是主体、谓词和客体可

以部分或者全部被查询变量代替。

2 NoSQL 数据库简介

NoSQL 意指 not only SQL，即对关系型数据库的补充。长

久以来，关系型数据库就是存储数据的首选方案。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必须拥有更多的计算资源才能应对急剧增长的数据。
计算资源的扩展包括纵向扩展 ( scale up) 和横向扩展( scale
out) 两种方式。纵向扩展的一般方式是更换 CPU 性能更高、
内存更大、功能更加强劲的计算机，显然这种方式的成本较高，

且扩展能力有限; 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利用小型机组成的集群来

承担大规模的计算任务。由于关系型数据库并不适合构建在

集群之上，研究者们开始考虑其他存储数据的方法，NoSQL 数

据库应运而生。相对于 ＲDMBS，NoSQL 数据库具备一些共同

特征，包括抛弃关系模型、不使用“模式”、不采用 SQL( 部分数

据库为了方便使用提供类 SQL 查询) 、项目开源、适合构建在

集群上等。
数据库结构的基础是数据模型，依据数据模型的不同，可

以将 NoSQL 数据库划分为以下几类［7，8］:

a) 键值存储。键值模型是 NoSQL 数据库中最基本的模

型，即将数据按照键值对的形式进行组织、索引和存储。这类

数据库具有极高的并发读写性能，但是通常只能通过键的完全

一致来查询获取数据。常见的基于键值模型的数据库有 Ｒe-
dis［9］、DynamoDB［10］等。

b) 列式存储。区别于普通数据库中以行为单位存储数据

的方式，在面向列的数据库中，数据存储是围绕“列”进行的。
这类数据库还支持“列族”的特性，将多个需要经常一起访问的

列组织在一起以提高查询效率。面向列的数据库具有高扩展

性，数据量的增加不会降低数据库的处理速度( 尤其是写入速

度) ，因此非常适合大数据应用。最早的列式数据库是 Google
提出的 BigTable［11］，Apache HBase［12］被认为是 BigTable 的开源

实现，另外一个普遍应用的列式数据库是 Cassandra［13］。
c) 文档存储。文档数据库既具备键值存储的高性能、可

伸缩性特点，又实现了关系型数据库中丰富的功能。文档数据

库限制了存放内容，并定义了允许的结构和数据类型，因此能

够通过复杂的查询灵活地访问数据。这类数据库主要用来管

理半结构化数据，数据经常以 JSON 格式来组织存储。常用的

文档型数据库包括 MongoDB［14］、CouchDB［15］等。
d) 图形存储。图数据库在 NoSQL 领域中独树一帜。不同

于上述三类数据库，图数据库的流行并非由于它能够解决大数

据背景下的集群扩展问题，而是因为它可以更加有效地存储和

管理数据间的关联。图模型非常简单，包括若干节点和节点之

间的边，但是它特别适合存储文件树这样的递归结构和社交图

这样的网络结构数据。图数据库通常运行在单一的服务器上，

如 Neo4j［16］和 GraphDB［17］，但也有一些分布式图数据库被开

发出来，如 Titan［18］。
在 NoSQL 数据存储模型中，列式存储和文档存储可以被

理解为键值存储模型的一种扩展。文档模型可以认为是把键

值中的值设定为结构化的文档; 而列式数据库中的存储模型可

以这样理解: 将行 ID、列簇号以及时间戳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

键，然后将值依照键顺序存储。在很多 ＲDF 相关研究［19 ～ 22］

中，研究者将 HBase 和 Cassandra 这些列式数据库泛称为键值

数据库。而最基本的键值存储模 型 则 太 过 简 单，难 以 进 行

ＲDF 模型的转换。因此在本文中，键值存储和列式存储被归

为同一类，并以 HBase 作为典型应用进行讨论。

3 基于 NoSQL 的 RDF 数据存储和查询

大部分集中式 ＲDF 存储系统，如 Jena SDB［23］和 Sesame［24］，

都是采用 ＲDBMS 作为底层存储。由于 ＲDF 本身是一种图数

据，而 ＲDBMS 的基础是关系代数理论，将 ＲDF 数据交于 ＲD-
BMS 管理存在着很多问题，包括存储效率、查询性能和推理支持

等。另外，随着语义网中 ＲDF 数据的快速增长，ＲDBMS 的弱扩

展性逐渐成为制约 ＲDF 数据管理系统的瓶颈。基于云计算环

境的 NoSQL 数据库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3. 1 基于列式模型的 RDF 存储和查询

本文以 HBase 作为代表探讨列式模型下的 ＲDF 数据存储

和查询技术。Apache HBase 使用 HDFS［25］作为底层存储，并支

持 MapＲeduce［26］开源计算架构。HBase 中采用了与关系型数

据库概念相近的数据表 HTable，行键是 HTable 中每一行的唯

一标志符，HBase 对行键提供默认的类似 B + 树的高效索引。
因此在 HBase 中存储数据，一定要充分利用行键索引的特点。
3. 1. 1 基于列式模型的存储设计

HTable 与关系型数据表概念相似，利用关系型数据库存

储 ＲDF 数据已经有很多较为成熟的方案。因此在设计 ＲDF
在 HBase 中的存储模式时，可以借鉴关系型数据库中的存储结

构。常见的主要包括三元组存储结构、属性表存储结构、垂直

划分存储结构和多索引存储结构。
三元组存储结构是将 ＲDF 数据映射到数据表的一种最简

单的方式。构建一张包含主体、谓词和客体的三列表，将所有

的 ＲDF 三元组放在这个表中。这种方式简单通用，对简单查

询的执行效率较高; 而进行复杂查询需要对信息进行多次的遍

历和连接操作，效率较低。
Wilkinson 等人提出了属性表存储结构，Jena2 中把属性表

作为该框架的一种标准存储组织方式［27，28］。属性表包括两种

不同的组织方式，一种是聚类属性表( clustered property table) ，

一种是类别属性表( property-class table) 。属性表减少了查询

中的主体—主体自连接操作，提高了查询效率。但是这种方法

增加了数据存储的复杂性，并且对多值属性支持不好。
在垂直划分存储结构［29］中，ＲDF 数据集中的每一个属性

都对应一张数据表，每一个数据表包含两列，存储拥有该属性

的三元组的主体和客体。这种数据组织方式的优点是结构简

单，解决了多值属性存储和数据稀疏的问题。缺点是数据表过

多，针对不同属性的查询时不得不进行大量表连接操作; 当碰

到谓词不固定的查询时，需要遍历所有表。
Harth 和 Wood 等人［30，31］提出了多索引存储结构，在此基

础上又进一步产生了 ＲDF-3X［32］ 和 Hexastore［33］ 等代表性方

案。多索引结构列举了三列表的所有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创建

了六个索引，覆盖了全部的访问模式。多索引结构能够对所有

的三元组快速返回结果，因此在简单查询下的效率很高，但是

对于复杂查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在设计基于 HBase 的 ＲDF 存储结构时，研究人员充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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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了上述的几种存储方案。金强［34］采用了一种基于 Hexastore
的存储结构，为了减少六个索引表造成的数据冗余，他将索引

表减少至三个，仅保留 SP_O、PO_S 和 OS_P。Khadilkar 等

人［35］对 HBase 中 ＲDF 数据的存储模式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对

比。他们在属性表、垂直划分表和多索引结构等基础上设计了

六种存储布局，包括: a) 简单布局，创建三张 HTable，以主体 /
谓词 /客体为行键，其他两个成分组合为列名; b) 垂直切分布

局，每个谓词对应两张 HTable，以包含该谓词的三元组主体 /
客体为行键，另一成分存于列名中; c) 全索引布局，创建六张

HTable 对应六个索引，所有成分组合构成行键; d) 垂直切分—
索引布局，保留垂直切分中所有表，并添加 SPO、OSP 和 OS 三

张索引表; e) 混合布局( 简单—垂直切分) ，除垂直切分中所有

表外，增加简单布局中以主体 /客体为行键的两张表; f) 哈希布

局，将混合布局中的行键、列名等进行哈希映射。通过对六种

不同布局下的数据装载速度和查询效率的对比，实验证实了混

合存储结构在各个方面都更胜一筹。
本文对比了不同存储布局的优缺点，如表 1 所示，并总结

了在设计基于 HBase 的 ＲDF 数据存储模式时应遵循的一些基

本规律。
表 1 基于 HBase 的 ＲDF 存储布局优缺点比较

布局方案 优点 缺点

简单布局

对( s，?，?) 、( ?，p，?) 和( ?，?，o)
这三种三元组模式的匹配速度
很快; 数据重复存储三次，空间
效率中等

另外几种三元组模式的匹配
速度较慢，整体查询效率较低

垂直切分
对于谓词固定的三元组查询能
够快速匹配; 数据只重复存储两
次，空间效率较高

对于谓词不固定的三元组，需
要遍历所有的数据表，匹配速
度慢

全索引
对全部三元组模式都能快速匹
配

数据重复存储六次，空间效率
很低

垂直切分
—全索引

具备垂直切分中较高的空间效
率，通过增加几个全索引结构来
快速响应谓词不固定的三元组
匹配

设计实现复杂

混合布局

具备垂直切分中较高的空间效
率，通过增加简单布局中的表来
快速响应谓词不固定的三元组
匹配

设计实现复杂

哈希布局
将长字符串或者 UＲI 通过哈希
函数映射为 8 Byte 整数，节省存
储空间

实现复杂，并且需要额外增加
映射表

a) 尽量将三元组成分存储在行键中。因为 HBase 中默认

地对行键构建 B + 索引，行键的匹配比较要比列名的匹配快得

多。另外，一般不在 HBase 的 cell 中( 即 value) 存储数据，因为

HBase 中的 value 匹配是在返回数据后才过滤实现。
b) 垂直切分能显著提高查询效率。在三元组的三个成分

中，谓词的数量较少，区分度比较差。如果不切分谓词，容易导

致以谓词为行键的表过宽，列名和 value 匹配耗时，查询效率

会很低。
c) 好的存储模式往往是一些基础模式的组合，将垂直切分

与其他方式混合，取长补短，可以获取最优的空间和时间性能。
3. 1. 2 基于列式模型的 ＲDF 数据分布式查询

基于云计算环境的数据管理系统不仅需要可扩展的数据

存储能力，还要具备处理大数据的并行计算能力。本节中继续

以 HBase 作为代表，讨论 ＲDF 数据分布式查询的方法。由于

HBase 支持 Hadoop MapＲeduce 并行计算框架，将 ＲDF 分布式

查询方法划分为基于 HBase 原生的 Java API 和采用了 MapＲe-
duce 计算框架两大类。

HBase 本身不支持查询语言，但是它提供了 Java API 对其

进行插入删除和查询等基本的数据操作。在 HBase 上执行

SPAＲQL 查询时，需要自己构建查询引擎，将复杂的 SPAＲQL
查询翻译成 HBase 支持的简单操作。本文根据对 Khadilkar 和

Guéret 等人［35，36］工作的总结，给出了一个基于 HBase Java API
的 ＲDF 并行查询系统架构图，如图 1 所示。

该架构主要包含以下主要模块:

a) 数 据 库 集 群。系 统 中 用 于 存 储 ＲDF 数 据 的 HBase
集群。

b) 查询引擎。整个系统中最主要的部分，基本功能是将

SPAＲQL 查询中的图模式解析为嵌套的三元组模式，并根据一

定的规则优化三元组模式的查询顺序。查询引擎还要负责将

三元组模式的匹配结果合并处理，得到最终的 SPAＲQL 查询结

果。进一步地，该模块可以根据功能划分为两个子模块: 查询

规划和优化器负责查询的解析、优化和结果合并; 数据层是搭

建在不同数据源之上的抽象层，提供透明地访问 ＲDF 数据的

能力，使得查询引擎不必关心 ＲDF 数据在 HBase 中的具体存

储结构。
c) 适配器。根据 ＲDF 数据在 HBase 中存储结构的不同，

增加适配器来提供查询引擎中的操作原语到 HBase 基本操作

的映射。mapping file 中存储了详细的映射机制，可以将其认

为是一些配置文件，这种方式提高了适配器的灵活性。
d) 用户 接 口。提 供 向 上 的 Web 服 务 或 者 其 他 应 用 的

接口。
上述模型是一个通用的设计，在不同的实现方案中，查询

引擎的模块划分和具体功能又有很多的变化。Guéret 等人［36］

采用 了 一 个 名 为 eＲDF 的 引 擎 来 执 行 分 布 式 数 据 源 上 的

SPAＲQL 查询，通过采用不同的适配器，eＲDF 能够透明地应用

在不同的数据库上。在 TripleCloud［22］中，他们将 eＲDF 分别搭

建在 HBase 和 Google App Engine［37］ 上，验证了复杂 SPAＲQL
查询可 以 通 过 这 种 方 式 执 行 在 大 规 模 ＲDF 数 据 集 上。
Khadilkar 等人［35］将 Jena 框架搭建在 HBase 集群上，既吸收了

HBase 作为存储层的模式自由、容错性强、扩展性好等优点，又

充分利用了 Jena 内置的 ＲDF API、ontology API 和 AＲQ 查询引

擎的功能，系统的搭建难度小。为了使 Jena 支持 HBase 作为

后台数据库，需要扩展 AＲQ 引擎，具体方法是重写一个名为

Graph 的 SPI，这个接口可以封装不同的底层存储，使得 Jena 透

明地操作非 ＲDF 数据库。作者比对了 Jena TDB 单机存储 Jena
HBase 集群存储两种方案下的 SP2［38］和 LUBM［39］两种基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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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结果，发 现 在 小 数 据 集 下 Jena TDB 查 询 效 率 高 于 Jena
HBase 方案，但当数据量增大单机环境无法运行时，Jena HBase
仍然有效地能够执行标准测试中的查询，从而证明了利用

HBase 集群存储管理大规模 ＲDF 数据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另

外一些研究关注在 HBase 背景下的查询算法具体实现，文献

［40］提出了三个查询算法，分别实现了 triple pattern 与三元组

的匹配、在 HBase 数据表中查询和 triple pattern 匹配的三元组、
在 HBase 数据库中查询与 SPAＲQL BGP 匹配的三元组。文献

［41］除了实现上述三个功能外，还实现部分推理功能和 ＲDF
图更新操作。

另一类 ＲDF 数据分布式查询方法利用了 MapＲeduce 框

架。在 SPAＲQL 中，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查询也会被翻译为多个

三元组模式的连接操作，三元组模式之间是通过它们共有的未

绑定变量而关联起来的。在利用 MapＲeduce 处理 BGP 查询

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规划多个三元组模式连接操作执行的顺

序，减少中间结果和任务迭代的数量。Myung 等人［42］提出了

一种多路连接选择策略来处理 SPAＲQL BGP。他们提出了两

种连接变量选择策略: 贪心策略优先选择出现次数最多的查询

变量; 多变量策略在一次迭代过程中选择覆盖的三元组模式有

交集的多个变量。这两种策略能够尽可能地减少 MＲ 任务迭

代次数。在该研究中，ＲDF 数据以文件的形式存储在 HDFS 系

统中，金强［34］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将数据存储在 HBase
中，充分利用 HBase 中的行键索引，可以提高 MＲ 中数据选择

操作的效率。Papailiou 等人［43］在其开发的 H2ＲDF + 系统中采

用了全索引结构存储数据，采用了 Snappy［44］等压缩算法提高

空间效率，实现了多路 merge 连接算法和 sort-merge 连接算法。
他们引入了一个代价模型来选择连接操作的执行顺序和平台

资源的分配策略。该系统在执行简单操作时性能接近目前最

优的 ＲDF-3X，在执行大规模数据量下的复杂操作时要比 ＲDF-
3X 快几个数量级。

3. 2 基于文档模型的 RDF 存储和查询

3. 2. 1 基于文档模型的 ＲDF 存储设计

面向文档的数据库将关系数据库中行换成更加灵活的文

档模型，这 种 方 式 更 适 合 存 储 半 结 构 化 数 据。MongoDB 和

CouchDB 等面向文档型数据库支持 JSON 格式的数据存储。
JSON 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采用完全独立于编程语

言的文本格式，易于人阅读和书写，也易于机器生成和解析。
JSON 能够灵活方便地用于不同的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

利用文档型数据库存储 ＲDF 数据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实现

ＲDF 数据的 JSON 格式序列化。ＲDF 三元组中包含主体、谓词

和客体三个基本成分，而 JSON 的对象结构仅包含 key 和 val-
ue，因此如何实现 ＲDF 到 JSON 的映射，并在此基础上实现高

效的查询算法是一个技术难点。ＲDF 数据的 JSON 格式序列

化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a) 扁平三元组方式。这种方式将一个 ＲDF 图中的所有三

元组存储在一个命名为“triple”的根文档对象中，“triple”的值

是一个包含多个对象的数组，数组中的每个对象存储了一个三

元组的全部信息。
b) 主体中心方式。Alexander［45］提出了以主体为中心的序

列化方法，ＲDF 数据中的每一个主体作为一个 JSON 对象的

key，对应的 value 是一些内嵌对象，这些内嵌对象的 key 是与

主体相关的谓词，value 是与之对应的客体数组。

c) JSON-LD 方式。这种方式是 W3C ＲDF 工作组于 2014
年列入推荐状态的一种关联数据存储标准，旨在向 JSON 中加

入关联数据 ( linked-data ) 语 义。不 同 于 前 边 两 种 被 动 地 将

ＲDF 数据进行 JSON 序列化的方式，JSON-LD 意图作为关联数

据的一种基本存储方式，与 ＲDF /XML、Turtle 等格式并存，并

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更出众的特点。JSON-LD 主要设计目的是

提供一种在 Web 编程环境下使用关联数据的方式，能够与现

有的 Web 服务交互，并支持关联数据在 MongoDB、CouchDB 等

基于 JSON 格式的文档型数据库中的存储［46］。
{

"@ context" : " http: / / json-ld． org /context /person． jsonld"，
" name" : "Manu Sporny"，
" homepage" : " http: / /manu． sporny． org /"，
" image" : " http: / /manu． sporny． org / images /manu． png"

}
}

上面的编码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JSON-LD 格式的信息描

述，这个文档表示一个人，很容易推断出这里“name”表示人的

名字，“homepage”是其主页，“image”是相关照片。但是计算机

不理解“name”和“image”这样的术语的语义。在语义网中通

过使用国际化资源标志符 ( international resource identifiers，I-
ＲIs) 来提供一种标准的 Web 资源定义，使得机器可以知道这

些字符背后的语义。为了兼顾到书写的简洁性，JSON-LD 中引

入上下文( context) 用于短语和 IＲIs 的映射。
JSON-LD 是一种混合语法，一个 JSON-LD 文档可以代表

一个 ＲDF 数 据 模 型 实 例。通 过 对 ＲDF 数 据 模 型 的 扩 展，

JSON-LD 可以序列化一般的 ＲDF 数据集。JSON-LD 处理算法

和 API 规范中提供了 ＲDF 序列化为 JSON-LD 和反序列化的算

法工具。
本文对比了三种序列化方式的优缺点，如表 2 所示，由于

JSON-LD 已经成为一种推荐标准，具有比较全面的技术支持，

本文认为这种格式更具优势。
表 2 ＲDF 的 JSON 序列化方式优缺点比较

序列化方式 优点 缺点

扁平三元组方式 易于理解、容易实现
没有 ＲDF 模型很难获取数据，
有时需要遍历根文档对象才能
取出所需的属性

主体中心方式
格式 接 近 ＲDF /XML 形
式，高效地支持以主体为
中心的星型查询

相对于扁平三元组方式处理较
为复杂

JSON-LD 方式
W3C 推荐 标 准，语 义 规
范完整，有 ＲDF 序列化
和反序列化算法工具

语义细节较多，实现较为复杂

3. 2. 2 基于文档模型的 ＲDF 数据分布式查询

本节以 MongoDB 为代表，讨论文档模型下的 ＲDF 查询技

术。MongoDB 不支持 SPAＲQL 查询，它有 自 己 的 查 询 语 言。
MongoDB 的查询语言是一种面向对象的命令式语言，而 SPAＲ-
QL 是一种面向领域的描述性语言，因此将 SPAＲQL 转换为

MongoDB 查询语言是很困难的。
Tomaszuk［47］采用上文提到的扁平化方式将每一个 ＲDF

三元组序列化成一个单独的 JSON 文档，他提出了三个关于

SPAＲQL 查询到 MongoDB 查询的转换算法，分别实现了 SPAＲ-
QL 基本查询、DISTINCT 查询和 UNION 查询到 MongoDB 查询

的映射。另外，作者对比了 MongoDB 和 Seasame、4store、Jena
SDB 等三元组数据库的 ＲDF 装载和查询速度。实验证明，

MongoDB 和 4Store 是数据装载最快的两个数据库; 在基于 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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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SPAＲQL benchmark［48］ query 6 的查询性能测试中，MongoDB
查询速度要比其他数据库低。本文对 MongoDB 作为三元组数

据库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但是由于实验采用的数据量较小

( 1000313 个三元组) 且没有采用集群部署，并未体现出 Mon-
goDB 的可扩展性优势和应对大数据能力。

Mutharaju 等人［49］提出的 D-SPAＲQ 分布式 ＲDF 查询引擎

将 MapＲeduce 并行处理框架和 MongoDB 结合起来。系统的主

节点主要包含图切分、三元组放置和查询协调三个模块，在数

据节点中存放数据并执行 MongoDB 查询。本研究借鉴了 Lee
等人［50］的研究，从语义的角度切分数据将主体相同的三元组

组织在一起，这样的数据组织方式对星型查询响应很快; 另外

适当复制了跨越不同分区的三元组，提高了复杂查询的查询效

率。实验证明对 SP2 基准测试中的某些查询语句，该系统的查

询速度要快于当前性能最佳的集中式三元组数据库 ＲDF-3X。
但是本文没有提及 SPAＲQL 查询转换成 MongoDB 查询的具体

实现算法，MapＲeduce 框架在本系统中的应用也鲜有提及。

3. 3 基于图模型的 RDF 存储和查询

在数据模型的发展过程中，关系数据库中采用的关系模型

和语义网中采用的图模型是两个主要流派。Codd［51］提出的关

系型模型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成为了数据库研究的主流，特别

是它的标准查询语言 SQL 已经成为了查询语言的一种范式。
但是由于关系模型的实现特点，一些具有网络结构的数据在执

行查询时会进行多次表连接操作，这种操作非常缓慢，而且可

伸缩性较差，而语义网使用的图模型则能够有效地解决上述问

题。一个图结构主要包含节点( 顶点) 、关系( 边) 和属性等要

素，在图数据库中可以应用许多基于图论的算法。尽管 ＲDF
三元组可以存储在关系型数据库中，但是从根本上说，ＲDF 模

型可以看成是图模型的一种特例，因此采用图形数据库将会更

加合适。
Neo4j 是当下流行的一种开源图数据库，它重点解决了传

统关系型数据库在查询时需要进行大量表连接而导致的性能

衰退。Neo4j 能够以相同的速度遍历节点和边，其遍历速度与

构成图的数据量没有任何关系。Neo4j 可以支持大规模的扩

展性，单台机器能够支持 10 亿级别的节点或边的大图，另外它

的商业版还支持多台机器的并行运行。Thinkerpop 团队开发

了 LinkedDataSail［52］，它提供了在图数据库中处理 ＲDF 数据的

接口。利用这个接口，Neo4j 能够支持 SPAＲQL 查询，可以作为

一个三元组数据库来使用。
现有的利用 Neo4j 存储 ＲDF 并支持 SPAＲQL 查询的研究

并不多见，仅限于一些工程应用上的尝试。Martella 将 DBpedia
数据集存入 Neo4j［53］，在此基础上展开 SPAＲQL 查询和其他图

算法。笔者注意到，他们选择将 ＲDF 数据存入 Neo4j 而不是

普通三元组数据库的主要原因是图数据库对一些基于图的查

询支持更好。Angles 等人［54］ 在其研究中也表明大部分 ＲDF
查询语言对于一些基本的图查询的支持较低，甚至 SPAＲQL 也

不支持图结构中路径查询和节点距离查询，而这些查询在实际

应用中却很重要。比如警用数据库中经常需要查询两个嫌疑

人之间是否有关联( 路径查询) ，文献数据库中要查找被引用

次数最多的文献( 求最大度节点) 等。因此，研究者们呼吁在

ＲDF 查询语言中提高对图算法的支持。

4 结束语

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本文总结出利用 NoSQL 数据库存储

管理 ＲDF 数据集有以下优势: a) NoSQL 数据库的高扩展性、可
伸缩性以及可部署在低端 PC 机集群的特点能够支持 ＲDF 大

数据应用; b) NoSQL 数据库灵活的数据结构和自由的存储模

式非常适合管理 ＲDF 这种半结构化数据; c) 大部分 NoSQL 数

据库支持 MapＲeduce、Storm［55］等并行计算框架，可以用来进行

ＲDF 并行查询和推理; 显然 NoSQL 中的图数据库更适合存储

ＲDF 图数据。
但是可以看到，目前基于 NoSQL 的 ＲDF 存储和查询研究

还处于初级阶段，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未来

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a) 更加高效的并行化查询方法。在数据规模可处理情况

下，基于 NoSQL 的 SPAＲQL 查询效率远低于本地三元组数据

库。这是由于本地数据库对 ＲDF 数据索引和查询等作了很多

方面的优化，而基于 NoSQL 的并行查询算法还处于研究的初

始阶段，算法效率较低。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

( a) 研究更加合理的分布式数据布局和索引方案，提高三元组

模式匹配的速度; ( b) 进一步优化算法中连接操作的执行策

略，减少中间数据量和 MapＲeduce 的迭代次数。
b) 更加全面的语义网技术支持。现有的多数研究中，No-

SQL 数据库仅支持 SPAＲQL 四类查询格式中的 SELECT 格式，

并不支持 COSNTＲUCT、ASK 和 DESCＲIBE 类型的查询。另外，

语义网的核心功能之一的逻辑推理还没有在当前的研究中涉

及到，未来应提供 OWL 接口和全面的 SPAＲQL 功能。
c) 更具适应性的查询语言。JSON-LD 作为一种新型的关

联数据格式标准，以其简单不复杂和面向一般开发人员的特点

正逐渐被接受。JSON-LD 在实现时没有选择包括 SPAＲQL 查

询的大部分 Web 语义技术栈，这就使得当在文档型数据库中

存储这种格式的数据时，不得不暂时采用将 SPAＲQL 查询转换

成 MongoDB 查询的方法。显然，要想高效地管理这类数据，需

要提出一种适合 JSON 格式的关联数据查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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