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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传感器与道路网数据用于汽车导航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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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车载导航系统中 GPS 接收机 、车轮计数器和电子罗盘传感器数据与导航电子地图所提供的道路网

数据进行了综合处理 ,建立了道路网数据的网络拓扑关系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道路网络拓扑关系 , 利用

GPS 接收机 、车轮计数器和电子罗盘传感器对汽车进行实时定位的算法。最后 ,对导航中汽车的定位误差进

行了分析。实验证明 , GPS 接收机 、车轮计数器和电子罗盘传感器数据与道路网数据综合 , 在导航过程中能

够补偿 GPS 信号丢失 , 实时 、高精度 、高可靠性地确定汽车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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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在车载导航系统中 ,大多数都是采用

GPS作为主要的导航定位传感器 。可是由于成

本的限制 ,不可能对 GPS 接收机接收的卫星信号

进行实时差分来实现高精度定位 。因此 ,一般都

采用单个 GPS 接收机接收的信号来实时确定汽

车的位置 。GPS 单机的定位精度一般只能达到

30 ～ 50m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采用适当的方

法对定位信息进行实时处理来提高定位精度 ,就

不可能获得好的导航效果。例如 ,当汽车通过桥

梁时 ,很可能会把汽车定位到水中 。

另外 ,由于 GPS 定位是同时接收几颗 GPS卫

星信号 ,通过平差计算得到任一地理位置的三维坐

标和GPS接收机时钟改正数 ,这样 ,要得到任意一

点的三维坐标 ,至少在这一点上同时接收 4颗GPS

卫星信号。在大城市 ,由于高大建筑物的遮挡 ,经

常使GPS接收机接收到的卫星数目少于 4颗;同

时 ,磁场或电场等信号对 GPS 接收机接收卫星信

号也有干扰 ,造成GPS接收机无法正常工作。

基于上述原因 ,单纯使用 GPS 接收机无法在

导航过程中精确地确定汽车的位置 ,必须增加其

他约束条件。目前提高定位精度的方法主要有差

分GPS 法和 GPS 与惯性导航系统相结合法。这

两种方法都可以有效地实现高精度的导航 ,但都

需要很高的成本 ,这对于车载导航来说是不切合

实际的 。本文在导航实验过程中把道路网数据 、

车轮计数器和电子罗盘与 GPS 信号进行综合处

理 ,取得了较好的实验结果 ,同时又大大地降低了

导航系统的总成本。

1　道路网络拓扑关系的建立和数据
的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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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关系

通常包括实体间的邻接关系 、关联关系和包含关

系 ,也称为拓扑关系 。拓扑关系具有在图形连续

状态下变形但其性质保持不变的特性 ,另外 ,通过

拓扑关系 ,可以将道路的全局检索变为局部检索 ,

大幅度提高数据的检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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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S 数据库中道路之间的连接信息 ,因

此只建立了道路网中的结点与弧段的关联关系。

为了提高以道路网作为约束条件时的计算速

度 ,对建立拓扑关系道路网数据进行了预处理 ,对

每条道路的属性表添加了与该道路相连的结点号

和两个端点的方向属性[ 1] 。

2　用 GPS 接收机 、电子罗盘与道路

网数据确定汽车位置

　　虽然GPS接收机可以实时地提供汽车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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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息 ,但是单机的定位精度只有 50m ,无法满足

导航的精度要求 ,尤其是在道路交叉口 ,如果单纯

利用道路网数据作为约束 ,会导致汽车在几条道

路之间跳动而不知驶向何处。这时如果利用电子

罗盘传感器提供的方位信息作为约束会取得较好

的效果 。GPS 、电子罗盘与道路网数据确定汽车

位置的算法如下 。

1)确定汽车初始位置所在道路的 ID号 。可

以用 GPS提供的初始位置来搜索附近的道路 ,将

汽车定位到道路上来 ,这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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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导航开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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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误

差不是很大 ,随着汽车的行驶可以减弱 ,所以一般

可以不加改正)。

2)根据起始道路 ID号确定该道路的结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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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计算 GPS 定位信息(X , Y)到该条道路上

的最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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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Y)为

GPS定位信息;(X i , Y i)为道路的坐标点数据 。

4)道路交叉口的特殊处理 。如果步骤 3)搜

索到的点是道路的结点(起始或终止结点),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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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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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道路为

汽车将要行驶的道路。否则 ,重复 3),搜索下一

个定位点 。

实验表明 ,由于电子罗盘和道路网的约束 ,利

用该算法避免了在道路交叉口和道路密集区单靠

G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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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用车轮计数器 、电子罗盘和道路
网数据确定汽车位置

　　在 GPS 接收机信号正常的情况下 ,上述定位

方法可以使汽车导航达到满意的效果 。但是 ,当

由于楼房的遮挡及外界环境的干扰 ,或汽车通过

隧道时 ,较长时间无法通过 GPS 接收机来提供汽

车的初始位置时 ,可以由车轮计数器和电子罗盘

提供的信息用推测航法(dead reckoning)并以道

路网数据作为约束对汽车进行定位 。

推测航法是通过方向探测仪及车轮计数器等

设备测算车辆行驶的方向和距离 ,并以此为原始

数据 ,通过计算相对位移来确定车辆相对位置的

方法 。图 1表示推测航法的定位原理。设车辆从

点 P 0(X 0 , Y 0)出发至某点 Pn(X n , Y n),则 Pn 点

的坐标可通过车辆行驶过程中在 P 1 ～ Pn-1采样

点测得的角度 θi和行驶距离 ΔS i 计算。公式为:

X n =X 0 +∑
n

1

ΔS isinθi

Y n =Y 0 +∑
n

1
ΔS icosθi

图 1　推测航法定位原理

Fig.1　The Principle of Dead Reckoning

　　推测航法中 ,车辆位置是通过各探测点测定

值相累加得到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任意点 P i 的测

定值存在误差 ,则通过推测航法计算出的 Pn 点

误差是各点误差的累积和。在这里 ,对推测的每

一个点 ,用道路网数据作为约束进行点位误差改

正 ,这样限制了误差的积累 ,提高了汽车定位的精

度。具体算法如下。

1)取 GPS 信号丢失的前一次的定位结果

P 0(X 0 , Y 0)作为定位的绝对位置 ,汽车行驶的道

路 ID号为汽车正在行驶的道路。这时以车轮计

数器记录的位置为零点开始记录。

2)由车轮计数器提供的行驶路程信息 ΔS

和电子罗盘提供的角度信息θ确定汽车在两次信

号采样之间 X 与 Y 方向上行驶距离的增量 ΔX

和 ΔY 。其中 ΔX =ΔS sinθ;ΔY =ΔS cosθ。

3)由 P0(X 0 , Y 0), ΔX 和 ΔY 可以推算出

P 1(X 1 , Y 1)=P0(X 0 , Y 0)+(ΔX , ΔY)。

4)计算出 P 1(X 1 , Y 1)到汽车当前行驶道路

上的最近点 ,该点为 P2(X 2 , Y 2)。在计算时采用

的判断准则为:min( X P
1
-X i + Y P

1
-Y i ),其

中(X i , Y i)为道路的坐标点数据 。

5)道路交叉口的特殊处理。如果上一步搜

索到的点是道路的结点(起始或终止结点),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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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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结点编号找到与该结点相连接

的道路 ,此时根据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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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道路为

汽车将要行驶的道路 。

6)P2(X 2 , Y 2)为汽车定位点 。以 P2(X 2 ,

Y 2)点为起始位置 ,以 P 2(X 2 , Y 2)点所在的道路

ID号为汽车当前行驶的道路 ID号 ,重复 2)～ 6)

步。

实验表明 ,当 GPS 接收机信号失效时 ,在算

法中由于道路网对推测航法推算的汽车位置的约

束 ,限制了误差的积累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　导航中汽车定位误差分析

为了讨论汽车的定位误差 ,可以采用矢量分

解的方法 ,把定位误差分解成沿道路方向和垂直

道路方向的误差分量 ,如图 2(a)所示 。

对于汽车的定位 ,由于用道路网数据作为约

束条件 ,通过道路网可以把汽车的位置“强制”

“拉”回到汽车行驶的道路上来 。因此 ,垂直于道

路方向的误差分量 ,通过道路网可以被消除 。

沿道路方向的误差分量 ,随汽车行驶轨迹的

变化而变化 ,如图 2(b)所示 ,其变化的关系式可

以用下式来表示:

r′= r cosΔθ (2)

式中 , r′为道路方向变化后沿着道路方向的误差

分量;r为道路方向变化前沿着道路方向的误差

分量;Δθ为道路方向改变的角度。

从该式可以看出 ,当汽车行驶的方向不发生

变化时 ,沿着道路方向的误差不会发生变化 ,并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产生误差积累 ,但是当汽车

行驶的方向发生变化时 ,沿着道路方向的误差就

会被减弱。其减弱的程度与道路的变化方向 Δθ

有关 ,当道路方向变化 90°时 ,沿着道路方向的误

差基本上可以被消除。实际上 ,道路方向长距离

不发生变化的很少 ,这样 ,每一次道路方向的改变

都会使沿着道路方向的误差被减弱 ,因此 ,汽车的

定位误差不会随着导航时间的增长产生误差的积

累 ,保证了导航的精度。

(a)　误差分解示意图　　　　　　　　　　　(b)　误差变化分析

图 2　定位误差分析

Fig.2　Positioning Error Analysis

5　实　验

在车载导航系统中 ,汽车位置的确定是其中

的核心技术 ,而评价汽车定位结果好坏的标志应

该主要看所采用算法的实时性 、可靠性及汽车的

定位精度。在导航过程中使用了GPS 接收机 、车

轮计数器 、电子罗盘传感器和道路网作为汽车定

位的约束条件 ,能够对 GPS 信号丢失进行补偿。

数次导航实验发现 ,基于网络拓扑结构和多传感

器的汽车定位方法在导航过程中可以取得很好的

效果。实验结果如图 3所示 。可以看出 ,无论汽

车行驶在道路中间还是道路交叉口 ,都能取得较

好的定位结果。

图 3　汽车的定位结果

F ig.3　The Positioning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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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a real_time positioning algorithm for mobile navigating based on

topology of road network and sensors of GPS receiver , electronic compass ,wheel counter.Through

mobile navig ating system experiments , i t proves that this algo rithm can solve signal loss of GPS

receiver and acquire sat isf ied precision ,high reliability and real_time result.

At present , GPS receiver is the major sensor in mobile navigating system.The positioning

precision of single GPS can only reach 30 ～ 50 m.Due to the limited cost , it is impossible to pro-

cess the signal of GPS by real_time difference to obtain high posi tioning precision.Because of the

effect of GPS posi tioning erro r ,when the car is running along the bridge , it may be positioned in

the river.So the navigating precision is poor.

On the other hand , the principle of GPS is by receiving at least four satellite signals at the

same time.Because the high buildings or the ef fects of other signals , such as electric field , magnet ic

field ,etc.block the GPS signals , the number of received satellites by GPS receiver is less than

four.So the GPS receiver can not wo rk no rmally.

Based on the above case , only using GPS as positioning sensor is not enough in mobile navi-

gating system.Other rest riction condit i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o rder to get bet ter navigation

results.At present , the main methods of improving positioning precision are dif ference GPS and

integrat ion GPS w ith inertia navig at ion.Bo th methods can implement high precision navig ation.

However , the cost of navig ation system is very high , and i t is no t practical for mobile navigation

sy stem.This paper does in_depth research on road net data and the sensors of GPS receiver , elec-

tronic compass , and wheel counter in mobile navigating sy stem.

Key words:mobile navig at ion;GPS;elect ronic compass;wheel counter;netw ork t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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