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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了如何在贪心策略及方向策略的基础上 , 利用人类思维的层次空间推理方法建立空间启发式

搜索策略 ,以提高交通网络最短路径算法的效率和适用性 ,并使行车最优路径的选择更符合人类的思维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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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发式策略是解决最短路径问题的重要方

法。在人工智能领域 ,启发式策略指“实践经验” ,

是人们在进行搜索时所采用的思维方法[ 1] 。本

质上 ,启发式策略指通过一定知识进行搜索 ,即通

过选定一种评估函数 ,在搜索过程中的每一步 ,寻

找评估函数得分值最高的节点作为下一个搜索扩

展节点。启发式搜索策略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将

搜索限定在一定规模内。基于启发式策略的最短

路径算法包括 Costed算法[ 1] 、分枝界定法[ 2 ,3] 、贪

心算法[ 4 ～ 11] 、爬山法[ 1～ 3] 、A＊算法[ 12～ 14]等 。

在目前已知的最短路径算法中 ,绝大多数将

搜索策略集中定位在贪心策略上 ,探索如何设计

更加精致的运行数据结构及搜索算法 ,在已经达

到统一时间复杂度的情况下 ,最大幅度地提高串

行最短路径算法的运行效率。针对无损最短路径

算法的两大分支 ———标号设定法(label set ting al-

go rithm)与标号改正法(label correcting algo-

rithm),专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运行数据结构 ,

对几十年来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最短路径算法作

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与比较[ 15 ～ 19] 。值得注意的

是 ,虽然标号改正法可以解决存在负权边的网络

最短路径问题 ,但由于它不能保证在每次循环中

均能发现一条最优路径 ,其效率一般比标号设定

法低[ 9 , 16] 。此外 ,由于现实中的网络 ,无论是交

通网络 、通讯网络 ,还是设施管网 、江河水系一般

不涉及负权边 ,使得标号设定法中采用贪心策略

的 Dijkst ra 算法备受瞩目 ,以极强的抗差性而得

到广泛的普及与应用 ,也成为国内外大型 GIS 平

台网络分析模块的首选算法。Dijkst ra算法是目

前已知理论中最完善的算法[ 8 ,16 , 20] ,不同的实现

方法构成了 Dijkst ra 算法的庞大家族 。例如 ,

Arc/ Info 中的 Netwo rk采用二叉堆优先级队列来

实现 Dikstra算法[ 21] ,而Geostar 采用快速排序的

FIFO队列来实现 Dijkst ra 算法
[ 11]
。文献[ 22]提

出了一种基于四叉堆优先级队列及逆邻接表的

Dijkstra最短路径算法 ,与 Arc/ Info 相比 ,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运行效率及算法的灵活性 ,并在 GPS

技术支持下的车辆导航系统中得到应用 。

然而 ,贪心策略并不是启发策略的代名词。

启发策略有很多种 ,除贪心策略外 ,还应包括方向

策略 、层次策略等。多种启发式策略结合使用可

以有效提高最短路径算法的运行效率。文献[ 23]

在四叉堆优先级队列及逆邻接表的最短路径算法

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利用交通网络 GIS数据的

空间分布特征 、构造方向策略 ,合理地限制搜索区

域的交通网络最短路径算法 ,使算法运行效率进

一步得到提高 。

层次策略是另一种重要的启发式策略 ,在人

类思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到目前为止 ,层次

策略却没有在最短路径算法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本文将就如何在贪心策略及方向策略的基础上 ,

进一步利用层次推理方法构造交通网络最优路径

算法进行探讨 。

1　层次空间推理

层次空间推理是人类在解决具有空间特征的

问题时常常采用的一种方法[ 24 ,25] 。人类对所处

的客观世界的认识 ,具有很明显的空间层次特征 ,

每一层次包含了解决特定问题的必要信息。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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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空间尺度上去认识复杂的地学问题 ,使人们可

以由浅入深地去把握问题的本质 。例如 ,一个普

通人面对一张交通地图 ,可以很快地找出图上任

意两点之间的最优路径 ,所找出的路径即使不是

最短路径 ,也是一条可供参考的备选最短路径。

这时人类的思维方法就是一种典型的层次空间推

理方法。它并不需要在完全展开的细节上进行复

杂的计算 ,而是尽可能地在概化层次上判断 ,由此

决定最优路径。

层次空间推理是根据一定规则将问题按空间

或任务划分而进行推理的空间分析方法
[ 25]
。具有

层次结构的空间对象的划分是分层或分区进行

的 ,每个层次或子区具有相同结构 、相同类型的对

象和相同的关系操作 。层次 i+1 是层次 i 的空

间子集 。层次空间中的对象 、对象间关系及其操

作 ,仅与被划分成不同层次的同一任务有关 。例

如 ,在路径选择中 ,交通网络中两个节点间的最优

路径的选择是根据道路等级进行的(高速公路 、主

要干道 、一般公路 、胡同与小路等),而与其他不同

的任务无关。

当数据不完整或数据量很大时 ,基于图搜索

的最短路径算法可能效率不高 ,而基于层次空间

推理的最优路径算法在这种情况下则可以发挥作

用。这种方法仍然是一种空间启发式搜索策略。

它对于网络细节的关心是分层次逐步深化的 ,由

此 ,当层次过渡时可以过滤掉不再需要关心的细

节。而单一层次的图搜索方法则在第一时刻即把

所有细节完全展开 ,很明显 ,大量与欲解决问题无

关的细节信息将显著地阻碍解决问题的效率 。

值得注意的是 ,文中“最优路径”与“最短路径”

概念有所不同。最短路径 ,无论距离最短还是时间

最短 ,都不一定是行车意义上的最优路径。除行驶

距离或行驶时间外 ,行车最优路径的选择还需要考

虑到很多无法预期或定量化的因素 。例如 ,即使综

合考虑了道路等级 、信号等待 、转向等待等因素而

得到一条时间最短路径 ,驾驶者尚需考虑诸如路面

状况对车辆磨损的承受程度 、会车难易程度 、路面

清洁程度 、驾驶视野是否开阔 、道路交通规则遵守

状况及突发情况发生概率等因素 。这些因素对车

辆 、驾驶者的驾驶技术和注意力也是一种考验。这

也是驾驶者一般不愿选择时间最短但包括一些狭

窄胡同及交通秩序混乱街道在内的路径 ,而宁愿多

花一些时间 ,选择次最短路径 ,尽量走干道出行的

主要原因。因此 ,绝对的距离或时间最短路径往往

并不是驾驶者愿意选择的行车路径。文中最优路

径特指行车意义上的最优路径。当然 ,算法的核心

还是最短路径算法。但将层次空间推理方法加入

最短路径算法中 ,使所得到的最短路径更符合行车

意义上的最优路径要求 。

2　交通网络的空间层次结构

交通网络的 GIS 数据表达具有以下几个特

点:①大规模交通网络可以按照层次进行划分;②

层次细节由高到低逐渐增多 ,高层次是低层次的

子集;③层次可以按照道路等级 、交通量或预计的

行车速度进行划分。

这样 ,在交通网络最短路径算法中应用层次

空间推理 ,可以将路线选择分层次地局限在交通

网络一定的子网络中 。这种方法类似于人工智能

领域经常使用的局部搜索法。与局部搜索法稍有

不同的是 ,在局部搜索法中 ,算法递归的条件是判

断当前解是否优于已经得到的最佳可行解 ,而在

基于层次空间推理的最优路径算法中 ,算法递归

的条件是判断是否已达到最低层次 。

为便于分析 ,可以将交通网络简化成规则格

网 ,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为 d , 如图 1。网络中路

段按等级划分为不同的类 ,层次以类划分 ,每个层

次中均包括所有更高层次中的路段 ,如图 2。道

路网络分为子区 ,每个子区的边界为低层次子区

中的路段 ,子区为高层次网络中的一个网格 ,子区

之间共享边界 。上下相邻的层次具有公共节点 ,

即所有在较高层次中的节点 ,这些节点是联系这

一层次与低一级层次的纽带。

　　交通网络的多层次划分规则
[ 26]
明显存在不

足 ,在两个上下毗邻的层次中 ,高层次网络节点是

低层次网络节点的真子集 ,而低层次节点 ,除非同

时存在于高层次网络中 ,否则在高层次网络中不

予存储 。这有助于保持各层次节点的语义同一

性 ,但由于算法在递归运行过程中总是从低层次

向高层次上溯 ,这使得算法运行有时会出现舍近

求远的不可靠解。笔者提出对多级层次划分规则

的改进:如果两个层次上下毗邻 ,则在高层次节点

集中保存公共边上的毗邻低层次网络节点 ,这样 ,

在公共边上的低层次网络节点也属于毗邻高层次

网络节点集 ,如图 3所示 。

3　层次空间推理在交通网络最优路

径算法中的应用

　　按照网络层次划分规则 ,可将层次空间推理

在最优路径算法中的应用方法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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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网络的规则格网表达

Fig.1　Regular Mesh Expression for Traffic Netwo rks

层次 3

层次 2

层次 1

图 2　交通网络层次划分

Fig.2　Hierar chy Division fo r T raffic Networks

　　给定起终节点 S 、T ,假设 i , j 分别是包含S 、

T 的最高层次 ,记 S 、T 为S i 与 Tj ,则最优路径

算法可以运行于 min(i , j)所决定层次对应的子

网络上 ,如图 4所示 ,包含 S 的最高层次为 2 ,包

含 T 的最高层次为 3 ,则算法可以运行于网络的

二阶层次上。这显然比完全在一阶层次上运行更

有效率。虽然这种有损的最短路径算法不能保证

所得路径一定是最短路径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所

得到的路径是一条较优的 、可供选择的次最短路

径。更重要的是 ,层次空间推理方法这一看似有

缺陷的特征 ,却与驾驶者的思维方式暗合 。前已

述及 ,驾驶者选择出行路径时 ,除行驶距离或行驶

时间外 ,尚需考虑很多难以预期或定量化的因素。

由于层次空间推理方法要求路径的选择尽可能地

在高端层次进行 ,使得这些因素的存在和发生大

幅度减少。因此 ,虽然牺牲了一些出行里程或时

间 ,基于层次空间推理所得到的最优行车路径却

具备更好的可行性。与绝对距离或时间最短路径

相比 ,基于层次空间推理所得到的最优行车路径

更容易被驾驶者所接受。

图 4　多层次网络中路线选择方法

Fig.4　Route Choice fo r Multi_hierarchical Networks

　　在城市交通网络中 ,层次以道路等级划分 ,为

了保证各层次子网络在整个网络上的均匀分布 ,

笔者将交通网络划分为 3个层次 ,即主干道(包含

城郊高速公路)、一般街道或公路 、小路或胡同。

对三阶层次节点集分别建立邻接表 。假定 S i 与

Tj 为起终节点 ,则最短路径算法可根据层次空间

推理方法改造方法如下:

1)寻求距离 S i 、Tj 最近的节点以决定起算

层次 k , 即包含 S i 、T j 的最高层次 , 那么 , 可得

k =min(i , j i≤3 , j≤3);

2)决定 Sk 与 T k 所在层次区域;

3)如果 Sk 与 T k在同一二阶层次区域内 ,则

直接在一阶层次上进行最短路径计算;

4)否则 ,如果 Sk 与 T k 在同一三阶层次区域

内且不在同一二阶层次区域内 ,则在二阶层次上

分别找到距 Sk 与 T k 最近的节点 S 2 与 T 2(若

i<j ,则 T k 已经是 T 2 中的节点 ,只需找到 S2 即

可)。这两个节点是进出二阶层次的枢纽 。在一

阶层次上解求 Sk ※S 2 、T 2※T k 的最短路径 ,所

求得的最短路径将是 Sk ※T k 最优路径的一部

分 ,然后直接在二阶层次上运行最短路径算法以

计算 S 2※T 2 的最短路径 ,连接 Sk ※S 2 、S 2※T 2

及 T 2※Tk ;

5)否则 ,如果 Sk 与 T k 不在同一三阶层次区

域内 ,则首先按照 4)中的方法在二阶层次上分别

找到距 Sk 与 Tk 最近的节点 S 2 与 T 2 ,在一阶层

次上解求 Sk ※S 2 、T 2※T k 的最短路径 ,在三阶

层次上分别找到距 S 2 与 T 2 最近的节点 S 3 与

T 3 ,在二阶层次上解求 S2 ※S 3 、T 3※T 2 的最短

路径 ,直接在三阶层次上运行最短路径算法以计

算 S3※T 3 的最短路径 ,连接 Sk ※S 2 、S 2※S3 、

S3※T 3 、T 3※T 2 及 T 2※T k 。

其中 ,层次内的最短路径计算采用基于四叉

堆优先级队列的 Dijkstra算法
[ 22]
,并采用限制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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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区域策略进行约束 。

图 5为单纯从原始单一层次运行时间最短路

径算法的实例 ,其中有一半的路程在一般道路上。

图 6为交通网络的 3层次划分示例 。其中粗黑线

为第 3层次 ,细黑线为第 2层次 ,其余为第 1层

次。图 7为运用 Car &Frank 规则设计的最优路

径算法实例。可以看出 ,由于规则存在的缺陷 ,所

得出的最优路径是不可靠的。图 8为运用改进的

网络层次划分规则设计的基于交通网络层次空间

推理的最优路径算法实例 。与图 5相比 ,所得到

的最优路径虽然在理论上未能达到时间最短 ,但

基于层次空间推理所得到的最优路径也是一条次

最短路径 ,并且路径的大部分在主干道上 ,无法预

期或定量化的因素较少 ,路径的抗干扰能力更强。

这一结果更加符合人类思维特点 ,也更容易被驾

驶者所接受。与图 7相比 ,可以看出 ,采用改进的

网络层次划分规则 ,算法在递归运行过程中从低

层次往高层次上溯时可以找到更为合理的高层次

邻近节点 ,避免出现舍近求远的不可靠解的可能 ,

所得到的最优路径更为可靠。

此外 ,由于交通网络的分层次划分 ,使算法在

高阶层次上逐渐回溯 ,不要求在低阶层次的完整

性 ,并且对输入数据具有一定程度的容错性 ,使部

分非全连通网络也可作为算法的输入信息 ,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算法的适用范围。而基于单一层

次的图搜索算法 ,则要求网络必须是强连通的 ,或

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必须存在完整路径 ,无法得到

层次空间推理方法可以得到的接近解。

4　算法效率分析

　　假设规则格网在最低层次包括n =v ×v个

图 5　基于单一层次的最短路径算法实例

Fig.5　A Case of the Shortest Path A lgorithm

Based on Sing le Hierarchy

图 6　城市交通网络的三层次划分

F ig.6　T riple Hierarchy Division for U rban

T raffic Ne tw orks

图 7　Car & Frank 网络层次划分规则的不可靠性

Fig.7　Unreliability of the Hierarchy Division

Rule by Car & Frank

图 8　基于改进层次划分规则的最优路径算法实例

Fig.8　A Case of the Optimum Path Algorithm with

the Improved Hierarchy Division Rule

节点 ,按照非层次最短路径算法[ 22] ,寻找一条包

括 n 个节点的最短路径需耗时O(nlogn)。设各

层次网格宽度比例为 k ,则在每一层次寻找所在

层次节点与上一级高层次枢纽节点之间最短路径

的时间耗费仅为 O(k 2logk),这是一个常数。由

此可知 ,起 、终节点之间最优路径的计算仅为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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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或递归数的函数 ,而层次或递归数可表示为路

径长度的对数 ,即 log kv 。可以看出 ,利用层次空

间推理 ,在规则格网中计算包括 n 个节点的一条

最优路径仅需耗时O(log kv)=O(logn),这与非

层次空间推理的最短路径算法相比 ,有很大提高 ,

并且随着路径的增加 ,其优势更加明显 。

本文所提出的算法已在 MS Visual C
++
环境

下实现。从运行时间上分析 ,以北京市为例 ,由街

区道路构成的交通网络共包括 12 800 个节点及

17 800条路段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上 ,

以道路方向阻抗为权值 ,任意选择起始及终止节

点 ,文献[ 22]中提出的基于逆邻接表改进四叉堆

优先级队列的 Dijkst ra 最短路径算法 ,在 Pentium

Pro 200微机上运行 ,最长的一条路径也仅耗时

0.15s ,若加上文献[ 23]所提出的基于方向策略的

限制搜索区域方法 ,平均效率还可提高 ,最大可达

60%。本文提出的加入层次策略的最优路径算

法 ,依起 、终节点所在层次及位置的不同 ,效率又

有数倍至数十倍的提高。当然 ,由于本文提出的

最优路径算法是一种有损算法 ,与无损算法的效

率比较 ,不具备十分严格的理论意义 ,这是需要引

起注意的地方。

5　结　论

从空间层次推理角度入手 ,作者讨论了人类

进行空间分析时的层次空间推理的思维特点 ,分

析了交通网络的空间层次特征 ,对城市交通网络

进行了三层次划分 ,使最优路径的选择尽可能地

在高阶层次完成 。这种有损最优路径算法更符合

人类的思维特点 ,结果也更容易被接受 。

本文对交通网络的层次划分规则进行了改

进 ,提出了一种新的空间层次节点分配规则 ,避免

了传统网络层次划分规则因未考虑各层次之间的

语义同一性而可能会出现的不可靠解。在此基础

上 ,提出了基于层次空间推理的交通网络有损最

优路径算法 ,并结合实例对其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与非层次空间推理的最短路径算法相

比 ,基于层次空间推理的交通网络最优路径算法

具有较高的效率 ,并且随着路径长度的增加 ,其优

势更加明显。此外 ,由于交通网络的分层次划分 ,

使算法在高端层次上逐渐回溯 ,不要求在低端层

次的完整性 ,并且对输入数据具有一定程度的容

错性 ,使部分非全连通网络也可作为算法的输入

信息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算法的适用范围 。本

文所提出的算法在大规模交通网络的导航应用中

具有较好的应用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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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ptimum Vehicular Path Algorithm for Traffic Network Based on

Hierarchical Spatial Reasoning

LU Feng
1　ZHOU Chenghu

1　WAN Qing
1

(1　S 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s Geography of CAS ,

917 Bui lding , Anw ai Datun Road , Beijing , China , 100101)

Abstract　Among the known shortest path algorithms , most of w hich only take the greedy st rat-

egy as the searching st rategy and concentrate on designing more delicate operational data st ruc-

tures and searching algorithms , to improve the running eff iciency of sequential shortest path algo-

rithms as much as possible under the consistent t ime complexity .However , g reedy strategy is not

the pronoun for heuristics , and the combinat ion of several kinds of heuristics can apparently im-

prove the running efficiency of the shortest path algori thms.Human being s' intellection is charac-

teristic of a distinct hierarchy and it can be taken to construct a heuristic in the sho rtest path algo-

rithms.It is detailed in this paper how to utilize the hierarchical reasoning method on the basis of

g reedy and directional strategy , to establish a spatial heuristic , so as to improve the running eff i-

ciency and suitability of the sho rtest path algorithm for t raff ic netw ork , and to make the determi-

nat ion of the shortest path conform to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human being intellection.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traf fic netw orks and divided the urban traff ic netw ork into

three hierarchies , namely t runk road , ordinary road and alley .A new node hierarchy division rule

is set forw ard through changing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betw een the nodes in the node sets of

adjacent hierarchies.It avoids the unreliable solution of the shortest path that possibly emerges

w ith the former node division rule.In the procedure of determining the shortest path betw een the

source and the destination , through the hierarchical division of t raffic netwo rk , the beginning cal-

culation hierarchy is judged firstly for the source and the destination , which makes the sho rtest

paths be determined on the higher hierarchies as much as possible.Then the sho rtest paths be_

tw een the respect ive adjacent nodes of the source and the destination in the higher hierarch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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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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