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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车载 GPS 导航系统中 GPS 定位与道路的匹配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利用已有的道路网数据 ,

建立了道路网络拓扑关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网络拓扑关系和电子罗盘方位信息的快速道路匹配算法。

通过车载试验证明 ,该算法能够实现 GPS 定位与道路实时 、可靠 、高精度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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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在车载 GPS 导航系统中 ,由于成本的

限制 ,不可能对接收的 GPS 卫星信号进行实时差

分来实现高精度的定位 ,因此 ,一般都采用单个

GPS接收机来实时测量汽车的位置 。由于美国

SA技术的影响 ,单机定位的精度只能达到 100m 。

如果不采用适当的方法对定位信息进行实时处理

以提高定位精度 ,就不可能取得好的导航效果。

例如 ,当汽车通过桥梁时 ,很可能会把汽车定位到

水中 。但是由于车辆正常行驶过程中不会脱离道

路网 ,并且导航城市的道路网数据库是预先建立

好的 ,因此 ,可以根据 GPS的定位结果 ,利用道路

网数据库 ,采用适当的算法 ,进行实时处理 ,把汽

车的位置“强制”性“拉”回到汽车行驶的道路上

来 ,这样可以消除定位信号与汽车所在道路垂直

方向的误差分量 。对沿着道路方向的误差分量 ,

一方面从导航要求的精度来说影响并不大 ,另一

方面可以把道路上比较精确的标志点(如道路交

叉口 、路边的加油站 、大型建筑物等)作为控制点 ,

在导航之前人工加以修正。由于车载 GPS 导航

系统要求对数据进行实时处理 ,因此数据处理的

速度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基于这些限制条件 ,

在研制车载 GPS 导航系统过程中 ,笔者通过对不

同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比较并加以改进 ,在基于道

路拓扑关系的基础上 ,采取利用电子罗盘所提供

的较精确的汽车行驶方向信息 ,对数据进行实时

处理 ,在导航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1　GPS定位信号与道路匹配

在车载GPS导航系统中 ,通常以现有的城市

地图作为背景 ,然后把汽车的定位信息实时显示

在背景图上。导航过程中 ,由于汽车始终在道路上

行驶 ,因此现有的 GIS 数据库中的道路网数据可

以提供先验的道路信息 ,而用其他信息作为背景

显示。在车载导航过程中 ,要求实时地把汽车定

位在背景图上 ,而对于一个庞大的城市道路网数

据来说 ,不采用合理的数据结构来组织数据 ,不可

能满足导航的实时要求。下面介绍两种在导航过

程中效果较好的数据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算法。

1.1　基于分带索引和二分法模糊查找的道路匹

配方法

如图 1所示 ,该图为分带索引图 。所谓分带

索引 ,就是对整个城市的道路网范围 ,沿着 X 方

向(或 Y 方向)按照一定的间隔进行分带 ,带宽可

以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例如 , 可取 100m 或

200m);然后将每带的起始位置从小到大或从大

到小进行存储 ,同时将每条道路赋予一个惟一的

道路标识号(ID号),将道路边界矩形(道路的最

大最小坐标范围)落在带内道路的 ID 号与该带

的起始坐标对应存储 ,其存储结构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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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带索引图

Fig.1　Diagram of Divided Zone Index

表 1　分带索引表

Tab.1　Table of Divided Zone Index

带　号 坐标范围/m 道路 ID号

第 1带 500～ 600 1 , 2 , 3 , …

第 2带 400～ 500 25 , 26 , …

第 3带 300～ 400 …

第 4带 200～ 300 …

第 5带 100～ 200 …

第 6带 0～ 100 …

　　基于这种存储结构的道路匹配算法(算法 1)

如下:

1)将 GPS接收汽车的定位信息规划到地图

坐标系中来。由于 GPS 接收机接收的位置信息

是以大地坐标(经 、纬度)表示的 ,而地图坐标是通

过高斯投影形成的高斯坐标 ,因此 ,需要通过坐标

正算将定位信息规划到地图坐标系中。

2)根据规划到地图坐标系中 GPS 的 Y 坐标

信息(图 1是按 Y 方向分带的),在表 1中用二分

法模糊查找找出 Y 坐标所在的带号 。由于表 1

中每带的起始坐标是按 Y 方向递减的顺序存储 ,

因此 ,可以用二分法进行快速查找 ,由于查找的结

果并不精确 ,所以只能确定 Y 坐标所在的带号。

二分法查找的次数具有以 2的指数次方递减的优

越性 ,因此 ,对于庞大的道路网来说 ,其查找速度

仍然很快 ,可以满足定位的实时性要求 。

3)根据步骤2)查找带号 ,从表1可以查出在

该带内的道路 ID号 ,定义为集合 A 。

4)在集合 A 中判断汽车的位置信息(X , Y)

落在哪些道路的边界矩形内 ,并记录其 ID号 ,定

义为集合 B 。

5)对于集合 B 内的道路 ,计算(X , Y)到落

在边界矩形内的道路的最短垂直距离 ,将(X , Y)

规划到距离最短的道路上去。

这种算法可以保证定位的实时性 ,能够消除

垂直道路方向的误差分量 。对于沿着道路方向的

误差分量可以在导航之前 ,通过道路附近明显的

标志点予以校正 。但是 ,当道路网比较密集或汽

车行驶到道路交叉口时 ,由于只是以距离最小作

为判断因子 ,因此 ,其可靠性不能得到保证 ,图上

会出现汽车在两条道路间跳动的现象。

1.2　基于网络拓扑结构和电子罗盘方位信息的

道路匹配方法

上面已经介绍了一种比较简单的 GPS 信号

与道路的匹配方法 ,虽然可以达到实时定位的要

求 ,但可靠性并不高 。为了提高其可靠性 ,加入了

道路网的拓扑关系和罗盘方向两个判断因子 ,经

过实验证明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1.2.1　网络拓扑关系的建立

在GIS 中 ,为了真实地反映地理实体 ,记录

的数据不仅要包含实体的位置 、形状 、大小和属

性 ,还必须反映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即拓扑关

系 ,它具有在图形连续状态下变形但其性质不变

的特性。另外 ,通过拓扑关系 ,可以将道路的全局

搜索变为局部搜索 ,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数据的搜

索速度 ,为数据的实时处理提供了良好的数据结

构。在车载导航过程中 ,由于只考虑地图中的道

路网信息 ,因此 ,只建立了道路网中的结点与弧段

的关联关系。

如图 2所示的一个道路网 ,其中的 1 、2…表

示道路网每条道路端点(起点和终点)的编号;A 、

B …表示道路的 ID号。对图 2建立拓扑关系的

步骤为:

1)读出第一条道路 ,对道路的两个端点从 1

开始进行顺序编号 ,建立结点链接表 ,如表 2所

示 ,对单向行驶的道路只在该表中加一条记录 ,对

于双向行驶的道路 ,还要将该道路的反向加入该

表中(图 2中所示的都是双线路)。

图 2　道路网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fo r Road Ne tw ork

　　2)依次读取剩下的道路 ,判断该道路的端点

是否已经编号 ,如果已经编号 ,取原来的结点号 ,

否则 ,对其结点进行新的编号 ,并将其加入到结点

链接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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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结点链接表的道路起点字段进行排序 ,

排序后的结点链接表如表 3所示。

4)将道路起点编号相同的结点进行合并 ,即

可得到结点_弧段拓扑关系 ,如表 4所示。
表 2　结点链接表

Tab.2　Table of Node Connection

道路

起点

道路

终点

道路

ID 号

道路

起点

道路

终点

道路

ID号

1 2 A 5 3 D

2 1 A 2 5 E

2 3 B 5 2 E

3 2 B 5 6 F

3 4 C 6 5 F

4 3 C 5 7 G

3 5 D 7 5 G

表 3　排序后的结点链接表

Tab.3　Table of Node Connection

道路

起点

道路

终点

道路

ID 号

道路

起点

道路

终点

道路

ID号

1 2 A 4 3 C

2 1 A 5 3 D

2 3 B 5 2 E

2 5 E 5 6 F

3 2 B 5 7 G

3 4 C 6 5 F

3 5 D 7 5 G

表 4　结点_弧段拓扑关系

Tab.4　Topology o f Node_Arc

道路结点号 与之连接的道路 ID号

1 A

2 A 、B 、E
3 B 、C、D
4 C

5 D 、E 、F 、G
6 G

7 F

1.2.2　基于网络拓扑关系的道路匹配算法

首先要对道路网数据进行预处理 ,对每条道

路的属性表添加了两个端点方向属性如表 5 所

示。在计算机中 ,每条道路是按离散点来存储的 ,

为了加快定位点的搜索速度 ,每条道路按 5m 的

距离将其离散化存储(考虑到导航车辆的大小和

实际的导航精度 ,最坏的情况是定位信号落在相

邻两点连线的垂直平分线上 ,这时强制纠正的误

差为 2.5m ,用 1∶1万的地图导航可以达到导航精

度要求),这样可以减少每次垂线的计算量 ,提高

运算速度 ,保证很好的实时性 。

　　基于网络拓扑关系的道路匹配算法(算法 2)

如下:

1)将 GPS接收的汽车定位信息规划到地图

坐标系中来 ,与算法 1相同。

2)确定汽车初始位置道路 ID号 ,这个过程

可以用算法 1 来实现 ,并且可以自动地消除垂直

道路方向的误差分量 ,对于 GPS 沿着道路方向的

漂移误差 ,可以参考明显的标志(如道路交叉口 、

明显建筑物)人为加以改正。

表 5　道路属性表

Tab.5　Attribute Table of Road

道路 ID号 道路名称 起点方向/° 终点方向/°

A 广八路 275 95

B 八一路 0 180

C … 0 180

D … 270 90

E … 270 160

F 中南路 340 170

G 中北路 270 90

3)根据起始道路 ID号 ,利用表 2确定该道

路的起始结点 、终止结点的编号和该条道路的空

间坐标数据(预处理后的 5m 采样间隔离散的道

路坐标数据)和属性数据 。

4)计算 GPS 定位信息(X , Y)到该条道路上

最近的点 ,汽车即定位在该点上。在计算时采用

的判断准则为:min( X -X i + Y -Y i ),其

中 ,(X , Y)为 GPS 定位信息;(X i , Y i)为道路的

坐标点位 。

5)道路交叉口的特殊处理。如果步骤 4)搜

索到的点是道路的结点(起始或终止结点),说明

汽车已经到达道路的交叉口 ,通过结点和弧段的

拓扑关系(表 4),根据结点编号找到与该结点相

连接的道路 ,此时根据定向罗盘提供的方位信息 ,

找出道路方位角与罗盘方位最接近的道路 ,则该

道路为汽车将要行驶的道路 ,在该条道路上按照

步骤 4)搜索与 GPS 信号最近的定位点 。如果步

骤 4)搜索的点不是道路的结点 ,重复步骤 4)搜索

定位点。

通过试验表明 ,利用该算法在导航中避免了

算法 1在道路交叉口和道路密集区导航可靠性差

的缺点 ,同时利用道路网拓扑关系的数据结构保

证了实时性和准确性 ,取得了很好的导航效果。

2　试验结果与结论

在GPS车载导航系统中 ,GPS 信号与道路匹

配是其中的核心技术 ,而评价匹配结果好坏的标

志取决于所采用算法的实时性 、可靠性及匹配精

度的高低。经过数次导航的试验 ,基于网络拓扑

结构和道路方向的道路匹配方法在导航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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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 。试验结果如图 3(a)、

图 3(b)所示 。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 ,算法 1和算法 2对于

汽车在路中间行驶时 ,定位结果基本上没有什么

差别(如图 3所示),但是当汽车行驶到道路交叉

口时 ,由于 GPS 的定位误差 ,按照算法 1的定位

结果出现了明显的错误(如图 4所示),把汽车定

位到离道路交叉口很近的另一条道路上去了 ,而

算法 2克服了算法 1 的局限性 ,实现了 GPS 与道

路实时的高精度 、高可靠性的匹配 。

(a)　道路中间　　　　　　　　　　　　　　　　(b)　道路交叉口

图 3　基于算法 1 、2 的定位结果

Fig.3　The Positioning Result Based on Algo rithms 1 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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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 the posi tioning precision of sing le GPS can only reach 100 meters.As the

limited cost , i t is impossible to process the signal of GPS by real_time dif ference to obtain high po-

sitioning precision.Therefore , in car navigating system , sing le GPS receiver is generally used to get

the position of car in real_time.Because of the effect of American SA technology , the positioning

precision of single GPS has only 100 meters.In this case , if we can not adopt suitable method to

process the positioning information in real_time ,we can not get bet ter result in car navigating sy s-

tem.Fo r example , when the car is running along the bridge , because of positioning error the car

maybe posi tioned in the river.As the car alw ay s runs on the road in normal si tuation and the

database of road net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advance before navigating.So we can use above condi_

tions as rest ricted conditions .Befo re starting to navigate we can build topology based on the

(下转第 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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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he third Trans_Antarctic scientific expedition f rom Zhongshan station to Dome A(Dome A

is the highest site in the Antarctic inland ice sheet).The scientific team composed of ten persons

pushed forward successfully to Dome A zone on Jan.8 ,1999.The location of the farthest point is

79°16′S , 77°00′E , the elevation of w hich is 3 900m ,1 128km far away f rom Zhongshan station.

In this paper , the route location map and the snow surface profile fo r this expedition are giv-

en , the snow surface relief of w hich is described , and the actual precision of surveying surface ele-

vations is estimated by using repeating observation data to and fro along the route.At the same

time , the annual snow accumulation states of near_surface(1998 ～ 1999),distance at 68 ～ 464km

from Zhongshan station , are analyzed , which is very signif icant to study mass balance of ice

sheet.In addition , the position and situat ion of a snow peak discovered by this scient if ic team is

briefly int roduced.Finally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ventional w eather (including tempera-

ture , pressure , humidi ty ,w ind speed and wind direction , etc.)for this expedition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Key words　Antarctic ice sheet;Dome A;expedi tion profile;snow relief;weather

　　HUANGShengxiang ,male , 35 , associate professor.His present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area of GPS engineering applicat ion and high

precision deformation monitoring.His major achievements include research on redundant observation components and reliability measures for

correlated observat ions, estimat ion of accuracy indicators for GPS relat ive positioning , GPS automat ion and security monitoring system of dam

deformation in Geheyan_design for data analysis software , etc.

(上接第 251页)

database of road net and get the initial position of the car on the road.At the same time , because

the car is on the road , the error in vertical road direction is eliminated automatically .As the error

of along_road_direction is concerned , it is not important for navigating.On the other hand , it

maybe be eliminated acco rding to the apparent mark along the road(e.g .cross_road , megast ruc-

ture nearby road)by hand.When navigating we can co rrect the signal of GP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oad that the car is running.It is cri tical to process the signal of GPS when the car reaches

cross_road.Under this condition ,we can quickly find several roads that the car will run acco rding

to road topology .As the posi tioning error is 100 meters ,we can not decide immediately w here the

car w ill run.Therefore , due to posi tio ning error the car maybe jump from one road to ano ther

road.Here we can add another rest ricted condition by using the data of compass installed on the

car.As compass can record the driving direction of the car , when the car come to cross_road nearly

w e can analyze the acquired data f rom compass in real_time to decide w here the car w ill go.At the

same time ,we can calculate every road direction that the car w ill choose.By road direction match-

ing w ith the result direction of analy zed compass data ,we can obtain which road the car will go.

Key words　mobile navigation;GPS posi tioning;netwo rk topology;matching

　　WANG Mi ,male , 25 , doctoral candidate.His major research orientations are mobile system and image databas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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