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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基于 GPS 与 GIS 集成的车辆导航系统设计与实现 , 探讨了导航系统中电子地图的空间数据

组织 ,提出了 GPS 信号与 GIS 路网数据匹配 、快速的邮路选择 、最佳路径选择 、地图随驾驶方向快速实时旋转

技术及语音提示 、语音识别技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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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交通系统(ITS)将成为今后交通发展的

主要方向 。作为智能交通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车

辆导航成为了研究的热点 。导航系统帮助司机选

择最佳路径 ,提高效率 ,为司机提前提供道路信

息 ,例如道路转弯 、交通事故易发区的提示 ,降低

交通事故发生率 。

1　系统设计与组成

在导航系统中 ,应用 GIS 组织管理路网空间

数据及属性数据 ,各种单位进行分类管理 ,并对路

网建立拓扑关系。GPS 接收机实时接收卫星信

号并转换为坐标信息 ,与地图数据进行匹配 。这

是一种典型的 GPS 与 GIS 集成形式 。

1.1　系统组成

系统包括:主频 266MHz工控机一台(带多媒

体设备)、GPS接收机 、电子罗盘 、车轮记速器 、操

作系统 、GPS 信号处理软件 、GPS 与 G IS 集成软

件 、语音识别软件 、电子地图等 。

1.2　系统功能

·地图的显示 、缩放 、漫游 、图形的任意旋转;

·查询功能 ,属性与图形的相互查询;

·最佳路径的搜索 、邮路的选择 ,都可任意设

置可经由点 、不可经由点;

·最佳路径导航和随机导航两种导航方式;

·实时显示车的当前位置和轨迹;

·GPS 漂移误差的纠正;

·当 GPS 信号丢失时 ,推估车的当前位置;

·GPS 坐标与地图匹配 ,驾驶方向的确定 ,根

据驾驶方向实时地把前进方向调整到正北方向;

·行车道路 、位置 、到达目的地等丰富的声音 、

文字提示;

·可以摆脱传统的鼠标 、键盘输入 ,采用声音

输入 ,而且不需要口音适应。

2　GIS部分与 GPS部分的接口

使用 DDE 实现了GIS软件与 GPS软件的接

口与通讯 ,使用 DDE可使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交

换信息与数据 。

2.1　对 GPS 信号的实时接收

使用 DDE 与 GPS 信号处理软件通讯 ,实时

接收 GPS 信号 。DDE 是过程之间的通讯机制

(IPC),它使用Window s消息和共享内存 ,使相互

合作的应用程序能够交换数据 。DDE 中潜在着

一种协议 ,发送应用程序和接收应用程序在交换

数据时必须遵守这种协议 。

DDE适用于从一个应用程序到另一个应用

程序来传递数据 ,尤其是接收程序必须操纵数据

时。用客户机/服务器的术语来讲 ,数据的提供就

是一个服务器 ,而数据的接收者就是 DDE的客户

机。在 DDE中 ,客户机应用程序和服务器应用程

序必须都知道数据格式。系统使用的 DDE 对话

格式为(经度 ,纬度 ,速度 ,方向 ,高程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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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 GPS 信号的实时处理

1)投影变换(经纬度坐标到高斯坐标的变

换)

由于 GPS接收机接收到的是经纬度坐标 ,因

此 ,首先必须通过高斯投影将其转换成高斯坐标 ,

转换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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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前的经纬度坐标;x 、y 为转换后的高斯坐

标;L 0为投影带的中央经线坐标;C0 、C1 、C2 、C3

为与点位无关而只与椭球参数有关的常数。

2)坐标变换(高斯坐标到电子地图坐标的变

换)

导航中的电子地图是以独立坐标系为基准

的 ,因此 ,必须将其纳入到高斯平面直角坐标系

中。电子地图的变形很小 ,只需考虑平移和缩放

参数 ,变换公式为:

X = xK +X 0

Y = yK +Y 0

3　GIS数据组织与最佳路径的搜索

系统采用 GeoS tar 组织底层数据。GeoStar

具有图形属性一体化先进数据管理模型 、面向对

象的数据组织等优点 。

3.1　图形的分层

图形部分分为 3层:(1)底图部分。包括河

流 、湖泊 、建筑物等基础信息 。(2)路网。把路网

分级管理 ,例如主干道 、次干道等 ,并动态建立拓

扑关系 。(3)企事业单位。分为 8大类管理 ,包

括教育 、党政机关 、银行 、宾馆 、商场等。

3.2　路网拓扑关系的建立

在路网的数学模型中 ,只需要用到结点与结

点以及道路的连通性 ,即结点与结点以及线段之

间的拓扑关系 。笔者遍历路网数据建立了这种拓

扑关系数据 ,并按照最佳路径算法的要求对这种

数据按结点的编号进行了排序 。

考虑到城市道路网更新的速度相对较快 ,笔

者采用了动态方式建立路网拓扑关系 ,即系统在

每次启动时检测路网数据 ,若发现路网数据已经

变动 ,就重建拓扑关系。这样 ,就不要求在系统启

动之前预先建立拓扑关系 。

3.3　最佳路径搜索

计算最佳路径时 ,采用经典图论中的 Dijst ra

算法 ,也称标号法。Dijstra 算法把结点标记为临

时性的 T 标号点和最终选定的P 标号点 ,并把起

点作为第一个 P 标号点 ,然后按照最短路径的原

则逐个选出 T 标号点中的 P 标号点 ,并按 P 标

号点扩展 T 标号点集 ,直到目标点(或所有的点)

被标为 P 标号点 。从起点到终点的 P 标号点序

列就代表了所求的最佳路径。

为了把 Dijst ra算法用于实际的道路网中 ,笔

者进行了一些补充 ,加入了对回避点的处理 。即

能够在计算最佳路径时 ,避开指定的回避点 。另

外 ,也对起点和终点是线段内点的情况进行了处

理 ,使路段中间的点也能被选为起点 、终点或回避

点。

由于城市道路比较复杂 ,路网数据的数据量

很大 ,因此 ,为了提高搜索时间 ,还采用了广度优

先的搜索法 ,即先在一定限制搜索范围内搜索路

径 ,然后逐步扩大这一范围 ,直到找到最佳路径。

在道路网中 ,通常以路径总长最短为路径的

最佳标准 ,但也可以选择像路宽 、车流量 、车速限

制等因素作为判断因子。例如 ,可以用路段长度

除以道路宽度作为判断标准 ,在这种标准下选出

的最佳路径就可以避开那些较窄的路段 。

4　GPS坐标与数字地图匹配

本系统以 GPS 信号和已有的数字地图为导

航依据。

SA技术使 GPS定位误差约为 100m ,车辆在

行驶过程中一般不会脱离道路。根据 GPS 得到

的定位结果 ,利用数字地图存储的道路数据 ,按照

一定算法将车辆位置强制性附合到道路上 ,其算

法如下:

1)在距由GPS得到的定位点 100m 范围内 ,

搜索道路;

2)道路的方向要与 GPS信号的方向一致;

3)GPS得到的当前定位结果与上一点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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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结果间的距离除以时间间隔不可能大于汽

车限速(200km/h),否则认为是粗差;

4)把 GPS误差分解为平行道路方向和垂直

道路方向 ,垂直道路方向误差通过数字地图得到

消除;

5)当GPS 信号丢失时 ,根据汽车的最近位

置 、速度及方向 ,推估汽车当前的位置 、方向。

在城市有些地段的高层建筑 、路边树木 、立交

桥等障碍物可能遮挡卫星信号 ,使 GPS接收机不

能跟踪到足够多的卫星 ,造成较长一段时间 GPS

信号丢失 ,采用车轮记速器 、电子罗盘可以准确地

进行车辆位置推估。

5　系统界面

整个系统界面分成 3个窗口 ,其中包括一个

信息提示窗口和两个图形窗口 。两个图形窗口是

全局视窗和驾驶员视窗 ,如图 1所示。

图 1　车载导航系统界面

Fig.1　I nterface of Mobile Navigating System

　　1)信息提示窗口:提示当前汽车行驶街道名

称 、汽车当前位置 、汽车已行驶里程数 、已行驶里

程占全程的百分比等信息 。

2)全局视窗:按照普通方式显示地图数据 ,显

示最佳路径和车辆轨迹 ,用户可在其中完成选择

路径的工作。

3)驾驶员视窗:这是一个旋转窗口 ,窗口内地

图始终按照驾驶员坐标系显示图形 ,即汽车行驶

方向始终向上。

　　在全局视窗和驾驶员视窗内都可实现图形的

快速 、实时缩放 、漫游 。

系统最佳路径选择有两种方式:①用鼠标在

图形窗口内选择可经由点与不可经由点 ,求得最

佳路径。 ②通过点状地物名称选择可经由点与不

可经由点 ,求得最佳路径 。上述两种方式也可结

合起来选择最佳路径 。

6　结　论

系统除了可通过常规鼠标键盘输入之外 ,考

虑到驾驶员驾驶汽车时需要集中精力 ,还可用无

鼠标键盘的声音输入 ,驾驶员通过声音完成系统

的全部基本操作。具体实现是在使用商用语音识

别软件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

6.1　技术路线的可行性

GPS接收机 、数字地图 、电子罗盘 、车轮记速

器 、汽车 、软件组成的导航系统在城市地区是可行

的。以 GPS接收机为主 ,电子罗盘 、车轮记速器

起补充作用;数字地图提供基础 GIS 信息 ,并可

以纠正GPS 漂移误差。

另外 ,成功地引入了语音识别技术 。为此 ,笔

者把系统的基本操作归结为上百条命令 ,用户指

令在上百条命令中搜索 ,提高了识别效率 。不需

训练就可通过声音控制系统 ,实现无鼠标 、键盘的

人机交互 。

6.2　有待解决的问题

(1)与路况监测系统的集成。在街道上行驶

时 ,需要知道当前各路段交通的畅通情况 ,以便给

用户真正的“最佳路径”。

(2)基础道路数据的更新。城市在不断地发

展变化 ,城市路网也在变化 ,系统所用的数字地图

需要实时更新 ,如何实时更新 GIS 数据库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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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探讨 。

(3)道路网数据模型的改进。城市交通设施

中存在许多立交桥 、单向车道 ,如何在基础路网数

据中表达立交桥 ,需要进一步改进数据模型 ,完整

地表达道路的拓扑关系。

立交桥不能作为点来表示 ,应作为“子图”来

处理 。处理不同宽度 、不同交通拥挤状况的路段 ,

一般加权处理 ,如何确定权值也需进一步探讨 。

(4)在实际应用中 ,模糊查询非常重要 ,因此

需要进一步增强模糊信息的录入 、管理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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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Navigation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Integration of GPS and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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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vehicle navigation sy stem

(VNS), which is based on the joint technology of GPS and GIS.After a general systematic analy-

sis of VNS ,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ollow ing issues:(1)The outline design of VNS including i ts

hardware , sof tw are and sy stem architecture.(2)The real_t ime procedure of GPS signals and o ther

ones , which involves signal receiving , data communication , coordinate transformat ion , as w ell as

the processing of elect ric compass signals.(3)The data organization issues.Both spatial and at-

tribute data of roads netw ork are organized into an integer model.Point features are also o rganized

in the same w ay .In o rder to make effect ive spatial index and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 some rele-

vant technologies has been developed.Optimized data organization and multithread programming

technology has made possible the fast rotation and movement of the map in response of GPS sig-

nals.Based on road topology , we develope a fast algori thm to search best route.(4)The matching

of GPS signal wi th map data.Normally ,GPS coo rdinate erro r is around 100 m , which includes

sy stem error.We use GIS data to correct the systematic error and to fit the GPS coordinate into

the map.In case GPS signal is lost ,we employ some algorithms to estimate the position of the ve-

hicle , with the aid of other devices like electric compass.(5)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ur

VNS interface.The VNS interface is mainly composed of three views:global view that presents

the map in a normal mode and highlights the planned and passed route , a driver' s view that ro-

tates to keep the forw ard direction no rthw ard;and a prompt window that show s user guidance in-

formation.(6)The audio control part ,which can fulf ill the need for man_machine interaction bet-

ter than t raditional w ay s of keyboard plus mouse.

(下转第 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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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ho rtest paths between the nodes and the entrance nodes to the higher hierarchies are de-

termined recursively and connected to fo rm the last result.The shortest path algorithm based on

spat ial hierarchy reasoning is a kind of loss algorithm.It can not ensure that the result is the short-

est path.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 shortest path , no mat ter distance sho rtest or time shortest ,

is usually not the favori te of drivers in practice.Some factors that are difficult to expect o r quanti-

fy about the roads influence the drivers' choice greatly.It makes the drivers prefer to choose a

less shortest , but more reliable o r f lexible path to t ravel.The algo rithm that is set forw ard , in ad-

di tion to improve the running ef ficiency of sho rtest path algori thms to several times , reduce the e-

mergence of those facto rs compared to the non_hierarchical algorithms , and more confo rm to the

intellection characteristic of human beings , and is mo re easily accepted by drivers.Moreover , be-

cause the g radual ret rospect characteristic of the algorithm from the higher hierarchies to the low-

er hierarchies , i t does not require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netw orks in the lowest hierarchy , which

makes some netw orks that are not full connected can be taken as the input ting .It improv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fault tolerance of the algo rithm.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e advantages of

the optimum vehicular path algo rithm based on spatial hierarchical reasoning.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 algorithm has g reat application potential for the navigation sy stems of large scale t raff ic

netwo rks.

Key words　optimum path alg orithm;traffic netw ork;spatial hierarchical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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