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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车载道路信息采集和更新系统(CRICUS)的设计和研究进展。 该系统利用 3S 集成技术采集

道路信息并生成数字道路网数据库。初步实验表明 ,该系统的定位精度可达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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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各种车辆导航和管理系统(如智能交通

系统 、车载导航系统 、公安及银行车辆监控系统

等)的出现和迅猛发展 ,现有电子地图中道路信息

的不准确和不完整已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目

前 ,电子地图一般通过扫描或数字化地图然后经

过编辑生成 ,或者用航测或遥感的方法直接成图。

这样生成的电子地图中道路信息较少 ,一般只包

含道路位置及名称信息 ,而没有其他重要的道路

属性 ,如路宽 、路况 、路面介质等。另外 ,制作电子

地图的地图和航片更新周期较长 。而近几年来 ,

由于国家加大对基础建设的投资 ,道路的新建 、拓

宽和改建速度较快 ,从而造成电子地图中道路信

息的不完整和不准确 ,严重制约了车辆导航和管

理系统的发展。因此 ,如何快速 、准确地采集和更

新道路信息是发展车辆导航和管理系统所面临的

一个重要问题。

GPS为采集和更新道路信息提供了一种快

速 、准确的解决方案。即使采用廉价的导航型

GPS 接收机 ,通过差分处理也能达到 5m 的定位

精度 ,而利用载波相位差分技术可在数百 km 范

围内达到 dm 乃至 cm 级的定位精度。因而 ,GPS

定位精度完全可以满足道路信息采集和更新的需

要。与地图数字化 、航测遥感制作的电子地图相

比 ,利用车载 GPS采集和更新电子地图中的道路

信息不仅精度高 、更新速度快 ,而且车辆在实际道

路行驶过程中可以记录道路及路边建筑信息 ,充

实原有电子地图 ,使电子地图的信息更完整 。

本文介绍了车载道路信息采集和更新系统

(CRICUS)。该系统可采集和记录GPS 数据及道

路属性数据 ,在内业进行了 GPS 差分改正和道路

属性数据编辑后 ,这些数据可输出到 GIS系统以

生成和更新数字道路网数据库 。这一系统的建立

不仅可以满足各种车辆导航和管理系统的需要 ,

而且还可以用于建立全国的道路网数据库 ,供交

通管理部门使用 ,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和广阔的

应用前景 。

1　系统设计

　　CRICUS 用于采集道路信息以生成数字道路

地图及更新道路网数据库 。它由外业数据采集模

块和内业数据处理模块两部分组成 。

外业数据采集模块由一个 GPS 基准站和一

个安装在车辆上的移动单元组成。移动单元包括

一个导航型 GPS 接收机 、一个安装了外业数据采

集软件的工控计算机以及电源和其他附件。外业

数据采集软件可以采集空间和属性数据 ,并实时

地将数据储存在工控计算机上。GPS 定位数据

可自动记录在计算机内 ,属性数据则通过键盘或

语音录入。在道路颠簸和路况恶劣的情况下 ,语

音录入将使属性数据输入更有效。

　　内业数据处理模块将外业采集数据传输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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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处理计算机内进行后续数据处理 ,并将结果输

出到 GIS 系统 。该模块有 3个主要功能:GPS 数

据处理 、属性数据编辑和数据输出。GPS数据处

理首先对 GPS数据进行差分改正 ,并进行滤波平

滑 ,将 GPS粗差数据剔除 ,然后将 GPS 位置改正

到道路中心线 。对于语音录入的属性数据 ,其编

辑工作主要是从语音中提取所需的属性数据;对

于键盘录入的属性数据 ,其编辑工作主要是修正

外业中输入的错误数据。数据输出则是将经

GPS数据处理和属性数据编辑的空间和属性数

据导入道路网数据库 ,并输出至GeoStar 。

CRICUS 的功能及其与GIS 的关系如图 1所

示。其中 ,外业采集部分包括:背景地图显示 ,

GPS数据记录 ,属性数据记录 ,警告信息显示;内

业处理部分包括:工程管理 ,背景地图显示 ,属性

库编辑 ,差分处理 ,属性编辑 ,空间数据整理与平

滑 ,偏心改正 ,道路地图显示 ,数据输出 。

图 1　CRICUS 的功能

Fig.1　The CRICUS' S Function

2　系统实现

　　CRICUS 外业数据采集移动单元安置在一台

北京吉普车上。车载设备包括一个 Motorola VP_

ONCORE GPS接收机(包括天线),一个带外接液

晶显示器的工控计算机及 UPS 。GPS 天线安置

于吉普车的顶部;工控计算机 、GPS 接收机及

UPS安置在计算机柜中 ,并放置在吉普车后部;

外接液晶显示器安装在驾驶座的侧前方 ,为驾驶

员导航 。另外 ,车顶还安装了 3 个 CCD相机 ,用

于测量路宽。图 2是外接液晶显示器的照片 。

　　CRICUS系统的软件分为 3 部分:GPS 外业

数据记录软件(GPSWin)、外业数据采集软件

(DataAccess)和内业处理软件(GPSRoad)。这些

软件均在Window s 95/NT 环境下开发 。

GPSWin设计为控制车载 GPS 的独立软件 ,

该软件可通过 RS_232接口自动接收和记录 GPS

数据 ,并对 GPS接收机进行控制。该软件还可通

过Windows 动态数据交换(DDE)功能将时间 、

GPS坐标 、跟踪卫星数/可视卫星数 、PDOP 等数

据传给 DataAccess软件 。另外 ,该软件通过 DDE

功能还可为车载导航系统服务 。GPSWin 界面如

图 3所示 。

图 2　外接显示器

Fig.2　External Screen

图 3　GPSWin 界面

Fig.3　GPSWin Interface

　　DataAccess设计用于采集道路信息 ,如道路

等级 、路宽 、路况 、车道数以及其他交通设施(如交

通标志 、公里牌 、加油站 、收费站等)信息。

DataAccess的主要功能如下:

1)实时导航:由 GPSWin发送来的 GPS 实时

位置可显示在背景地图上 ,以避免对同一道路进

行重复测量或漏测道路。

2)属性库载入:为使 CRICUS 系统能适应任

何道路信息采集工程的需要 ,采用了属性库 。该

属性库是一个 Microsoft Access数据库 ,因此修改

和添加新属性十分简单 。当 DataAccess启动时 ,

该属性库将动态载入并在用户界面上显示为按

钮。当用户点击按钮时 ,可弹出属性输入对话框

以输入相关属性数据 。

3)属性数据输入及记录:DataAccess提供了

两种属性数据输入方法:键盘输入和语音输入。

键盘输入适合于在平坦道路上采集数据;语音输

入适合于在不平坦的道路或车速较快时使用 。每

一个属性记录都赋予惟一的 ID号及相应的 GPS

定位开始/结束时间 ,从而在内业处理时能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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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GPS 提供的空间信息联系在一起。由于车辆

很难在道路中心线上行驶 ,因此 ,在记录属性数据

时还必须记录车载 GPS 天线与道路中心线的偏

离距离。

DataAccess界面如图 4所示。

　　GeoRoad设计用于对GPS数据进行差分后

图 4　DataAccess 界面

Fig.4　DataAccess Interface

处理 、编辑属性数据 、构造道路网数据库以及将数

据输出至 GIS 系统 。它的主要功能有:

1)GPS 数据处理:首先将 GPS 基准站和由

GPSWin 采集的车载 GPS 数据传输至内业计算

机 ,然后采用基准站数据对车载GPS 数据进行差

分改正 ,并将差分定位坐标转换至国家坐标系 ,最

后删除定位精度较低的点位 ,并沿道路对剩余点

位进行平滑 ,从而提高精度。

2)属性数据编辑:回放外业语音输入属性数

据并键盘输入相应的属性数据;对于在外业键盘

输入的属性数据进行检查并改正错误的输入项。

3)道路网生成及输出:GPS 数据处理给出了

车辆运行的轨迹 ,然而我们需要的是道路中心线

的数据。利用外业输入的偏心数据可进行偏心改

正 ,从而得到道路中心线的坐标数据 。这些坐标

数据将和进行了属性数据编辑的属性数据一起 ,

以中国空间数据传输格式存储并输出到 GeoStar

进行进一步的编辑。

图 5为GeoRoad编辑窗口 ,图 6 为带遥感影

像背景的 GeoRoad编辑窗口 。

3　CRICUS系统定位精度分析

　　检验 CRICUS 系统 GPS 差分定位精度最好

的方法是采用基于载波相位测量的高精度 GPS

动态定位技术进行检验 。GPS载波相位动态定

图 5　GeoRoad 编辑窗口

F ig.5　The Edit Window of GeoRoad

图 6　带遥感影像背景的 GeoRoad编辑窗口

Fig.6　The Edit Window of GeoRoad with a

Background of RS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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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精度可达 cm 级 ,与伪距差分相比 ,它的定位

误差可忽略不计 。1999 年 6 月 5 日采用两台

Trimble 4000SSI 对 Motorola VP_ONCORE 接收

机的差分定位精度进行动态检验。一台 Trimble

4000SSI作为基准站架设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教

学实验大楼顶 ,车上安置了一台 Trimble 4000SSI

和一台 Motorola VP_ONCORE 接收机 。两台

Trimble 4000SSI 和 Motorola VP_ONCORE 接收

机都采用 2s的采样率 。车辆沿武汉市武珞路 、珞

狮路 、雄楚大道行驶 ,试验时间 45min 。Motorola

VP_ONCORE 接收机的数据采用 GPSWin记录 ,

并采用 GeoRoad 进行差分处理;Trimble 4000SSI

的数据则采用 GPSurvey 软件解算。在剔除了粗

差数据后 ,两者结果的互差如图 7所示 ,北向和东

向的定位误差分别为 1.24m 和 0.83m(1倍标准

差)。由此可见 ,CRICUS 系统的定位精度是十分

理想的。

图 7　CRICUS 系统定位精度

Fig.7　Position Accuracy of CRICUS System

4　结　论

　　CRICUS 系统的研究仍在进行中。初步试验

表明 ,该系统是十分成功的。为使该系统适用范

围更广 ,性能更加稳定可靠 ,笔者还将在系统中增

加电子罗盘和里程计 ,以保证在GPS 信号暂时中

断时定位的连续性。另外 ,从 CCD影像序列中自

动提取道路信息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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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ar_borne road information collecting and update sy stem

(CRICUS).This system is capable to collect road netw ork info rmation and create digital road net-

work effectively by means of integration of GPS and GIS.

With a car_bo rne GPS , the trajectory of the car can be logged while the car runs along the

road.5m differential posit ioning accuracy can be reached by using the cheapest GPS receiver w ith

differential ability.Furthermore , by using carrier phase dif ferential technique , decimeter to cen-

timeter level accuracy can be obtained within a range of several hundred kilometers.In addition ,

the road_relative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recorded along with the GPS position data to generate

road network database.

This system consists of tw o components:field data collecting module and post_mission data

processing module.

Field data collecting module is composed of a GPS reference station and a mobile unit mount-

ed on a vehicle.The mobile unit includes a GPS receiver and a computer w ith a field data collect-

ing sof tw are installed.The f ield data collecting sof tw are is capable of collect ing road spatial and at-

tribute data , storing all data in the hard disk of computer w hile the car moving , and then transfer-

ring all data to computer in the office fo r subsequent data processing in post_mission data process-

ing module.The GPS data will be recorded automatically and at tribute data will be entered

through keyboard or voice.The implementation of voice input will make the f ield w ork more eff i-

cient especially w hen the car is running on uneven road.The post_mission data processing module

has three main functions:GPS data processing , at tribute data editing and data output.GPS data

w ill be differentially corrected and smoothed , then the GPS positions will be corrected to the cen-

terline of the road.The at tribute editing w ill retrieve the at tribute value which is recorded in voice

form and modify the at t ribute value w rong entered by keyboard in the field.Data output will ar-

range the spatial and at tribute data into a road netw ork database and then export to GeoStar.Pre-

liminary test show s that 1 meter level accuary can be achieved by this system.

Key words　GPS;GIS;RS;road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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