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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分析Ｋｉｗｉ显示数据存储组织方法的基础上，研究了Ｋｉｗｉ显示数据在内存中的动态组织，改进了地

图显示的二级缓存方法，提出了地图显示的双缓冲池策略。试验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的数据动态组织方法和

地图显示策略提高了地图显示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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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显示作为其他功能的基础，是智能车辆

导航定位系统中最重要的功能之一。系统中，地

图刷新频率高，实时性要求强，数据容量大，然而

常用的地图数据组织方法和地图显示策略通常是

针对服务器或ＰＣ机的，对于小内存、低硬件性能

的嵌入式系统很难适用。为此，不同的学者分别

研究了地图数据的分块存储［１］、分层加载［２，３］和分

区索引［４，５］等方法，同时还对地图显示的二级缓

存方法进行了研究［８，９］，以期加快地图显示的速

度。本文将着重研究分块、分层（此处指Ｌｅｖｅｌ，

而非Ｌａｙｅｒ）、分级控制的 Ｋｉｗｉ数据在内存中的

动态组织方法和地图显示的双缓冲池策略。

１　地图数据的动态组织

Ｋｉｗｉ格式是日本Ｋｉｗｉ联盟制定的汽车导航

数据标准，该格式旨在提供一种通用的电子地图

数据物理存储格式（ＰＳＦ），以满足嵌入式系统应

用快速精确和高效的要求［１０］。

Ｋｉｗｉ中显示数据存储方法的思想主要表现

在：对地图数据在垂直方向上分层，用类似ＬＯＤ

的模型存储；水平方向上采用规则矩形分块；同时

还在分层、分块的数据中采用分级控制的方法。

Ｋｉｗｉ格式的这种数据存储思想为加快地图显示

奠定了基础，文献［１～５］分析的加快地图显示的

数据组织方法也体现了这种思想。

然而Ｋｉｗｉ格式只是一种物理存储格式，它并

不能代替导航软件内存中的数据结构。Ｋｉｗｉ格

式的数据容量往往很大，在嵌入式设备上不可能

一次全部读入内存，必须根据显示屏幕的大小分

块，动态地加载和卸载所需的包（ｐａｒｃｅｌ），因此，

需要采用合适的数据动态搜索方法组织分层、分

块、分级控制的Ｋｉｗｉ数据。同时，Ｋｉｗｉ数据以二

进制形式存储，其中还存在大量的控制信息和辅

助信息，因此，Ｋｉｗｉ数据并不能直接用于地图显

示，还必须解析Ｋｉｗｉ中的二进制位，并采用恰当

的方法将地图显示所需的数据进行重构。

１．１　犘犪狉犮犲犾的动态搜索

一张Ｋｉｗｉ光盘包含的地图范围可以是一个

国家或一个城市，而导航软件的屏幕一次只需显

示其中很小的区域，因此，必须能根据显示屏幕在

Ｋｉｗｉ光盘中动态地搜索所需加载和卸载的Ｐａｒ

ｃｅｌ。本文综合采用三种数据结构建立显示屏幕

与Ｐａｒｃｅｌ之间的联系。

１．１．１　类四叉树数据结构

四叉树数据结构早在地理信息系统发展的初

期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１０，１１］，目前，在遥感影像

等栅格数据的组织、压缩等操作中使用较为广泛。

本文采用一种类似于四叉树的数据结构组织Ｋｉ

ｗｉ格式中每层上的 ＢｌｏｃｋＳｅｔ、Ｂｌｏｃｋ和 Ｐａｒｃ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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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ｗｉ中通过控制标识和无效偏移量来标识某个

ＢｌｏｃｋＳｅｔ或Ｂｌｏｃｋ以及Ｐａｒｃｅｌ是否存在数据，这

正好用于生成类四叉树时判断其叶节点是否继续

往下扩展。普通四叉树的广度为４，深度不定，而

类四叉树的广度不定，其广度根据Ｋｉｗｉ数据中已

记录的ＢｌｏｃｋＳｅｔ、Ｂｌｏｃｋ和Ｐａｒｃｅｌ的数目来确定，

其深度是固定的，最大深度为４。采用类四叉树

组织Ｋｉｗｉ中分块的数据时，采用深度优先的搜索

方法可得到较好的搜索效率，同时，该数据结构还

能合理地利用Ｋｉｗｉ中的偏移量和存在标志，减少

搜索时间。其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类四叉树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ＱｕａｄＴｒｅｅ

１．１．２　格网索引

类四叉树能方便、快捷地索引、定位到指定的

Ｐａｒｃｅｌ，然而该数据结构很难与显示屏幕建立联

系，如果只采用该数据结构，就很难分析当前显示

屏幕需要加载的数据块（即 Ｋｉｗｉ中的Ｐａｒｃｅｌ）。

为建立显示屏幕与Ｋｉｗｉ数据间的联系，又采用了

格网索引。其实现原理为：首先采用格网索引组

织屏幕需显示的地图块，然后使用类四叉树索引

组织Ｋｉｗｉ中的地图数据，最终通过格网索引与类

四叉树之间的转换建立屏幕需显示的地图块与

Ｋｉｗｉ中Ｐａｒｃｅｌ的联系。如图２所示。

图２　格网索引与类四叉树管理地图数据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ＭａｐＤａｔａｂｙ

Ｇｒｉｄ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ＱｕａｄＴｒｅｅ

１．１．３　线性表数据结构

为了能满足数据预加载的需要，本文还采用

了另外一种数据结构———线性表数据结构。线性

表数据结构是将格网索引中的每个格网从０到狀

编号，采用简单的线性表存储这些格网的惟一编

号。这样，对于每层上的每个Ｐａｒｃｅｌ都有惟一的

索引号，在内存中通过Ｐａｒｃｅｌ惟一的索引号能够

对其进行快速的搜索定位。线性表数据结构容易

实现，使用方便，在数据预加载中有很大的作用。

１．２　犘犪狉犮犲犾内部数据的解译与重构

Ｋｉｗｉ以二进制的形式存储数据，这些数据不

能直接用于地图显示，需对其进行解译与重构。

为解译Ｋｉｗｉ中的Ｂｉｔ，本文定义了图３所示的类

结构。ＣＰａｒｓｅＫｉｗｉＴｏｏｌ中定义了整套分析Ｂｉｔ的

工具，包括获取一个Ｂｉｔ的值，分析 Ｋｉｗｉ中的地

址 （ＤＳＡ）等；ＣＰａｒｓｅＭａｉｎＭａｐ 则 是 利 用

ＣＰａｒｓｅＫｉｗｉＴｏｏｌ中的工具，结合 Ｋｉｗｉ规范分析

每个Ｂｉｔ、ＷＯＲＤ等的涵义。本文在ＣＰａｒｓｅＭａ

ｉｎＭａｐ中定义ＰａｒｓｅＲｏａｄＤａｔａ（）、ＰａｒｓｅＢａｃｋｇｒｎｄ

Ｄａｔａ（）、ＰａｒｓｅＴｅｘｔＤａｔａ（），分别解译Ｐａｒｃｅｌ中的

道路数据、背景数据和文本数据。

图３　 Ｋｉｗｉ数据解译类ＵＭＬ图

Ｆｉｇ．３　ＵＭ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ＫｉｗｉＤａｔａＰａｒｓ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为了能将地图数据显示在屏幕上，还必须根据

导航软件的功能对解译出的数据进行重构，如需将

解译出的点集重构成道路的集合。本文参考传统

ＧＩＳ的数据组织方法
［１２］，采用分层的方法对Ｐａｒｃｅｌ

内的数据进行重构。将Ｐａｒｃｅｌ内与显示相关的数

据（道路数据、背景数据、文本数据）以道路层、背景

层、文本层的形式进行重构，如图４所示。其中，

ＣＭａｐＲｏａｄＬａｙｅｒ是对主地图数据中 ＲｏａｄＤａｔａ

Ｆｒａｍｅ的封装和表述；ＣＭａｐＢａｃｋｇｒｎｄＬａｙｅｒ是对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ＤａｔａＦｒａｍｅ的封装和组织；ＣＭａｐＴｅｘｔ

Ｌａｙｅｒ是对ＴｅｘｔＤａｔａＦｒａｍｅ的重构和组织。

图４　Ｐａｒｃｅｌ内部数据结构ＵＭＬ图

Ｆｉｇ．４　ＵＭ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Ｄａｔ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Ｐａｒｃｅｌ

２　地图显示的双缓冲池策略

导航地图数据量大、图形复杂，汽车快速行驶

７６８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

时，导航系统必须能平滑地漫游地图，即对系统快

速移图功能的性能要求较高。文献［６～９］尝试采

用二级缓存的方法，然而仅采用二级缓存仍难以

解决屏幕快速移动时的数据加载和地图绘制问

题。另外，二级缓存只在一级缓存数据不能满足

需要时才加载，仍会导致漫游停顿。为解决这些

问题，本文改进了二级缓存方法，提出地图显示的

双缓冲池策略。

２．１　双缓冲池

双缓冲池是指数据缓冲池和地图位图缓冲

池。数据缓冲池用于保存加载进内存的多屏待显

示的地图数据，而位图缓冲池则用于保存多屏已

绘好的待显示的地图位图数据。所谓双缓冲池策

略，是指根据屏幕大小将要显示屏幕外围多屏待

显示的数据预先加载进内存，并保存在数据缓冲

池中，然后将数据缓冲池中的数据在内存中绘制

成地图位图，采用地图位图缓冲池保存，如图５所

示，缓冲池中的数据除了显示屏幕对应的数据外，

还应包括阴影部分对应的数据。

２．２　缓冲池数据的加载

缓冲池数据的加载是双缓冲池策略的关键，

如果主程序等待所有屏的数据加载完成（即缓冲

池满）后才绘图，则该绘图策略不仅不能加快地图

显示，反而会降低地图显示的速度。本文采用多

任务方法来解决此问题。目前，常用的嵌入式系

统开发工具如Ｊａｖａ、ＥＶＣ等都支持多线程。

在主线程启动时，首先加载需显示屏幕大小

的地图数据，并完成地图绘制工作，同时开启一个

辅助线程，利用辅助线程加载缓冲池中其他部分

所需的数据，即图５中阴影部分的地图数据，并将

这些数据绘制成地图位图存储于位图缓冲池。当

进行地图漫游时，需要根据地图漫游的方向，动态

更新数据缓冲池和地图位图缓冲池，见图６。

图５　双缓冲池

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ｕａｌＢｕｆｆｅｒＰｏｏｌ

　 　

图６　地图漫游时缓

冲池变化图

Ｆｉｇ．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ｕｆ

ｆｅｒＰｏｏｌ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ｉｎ

ＭａｐＲｏａｍｉｎｇ

　　

２．３　缓冲池数据的清除

在地图漫游时，随着屏幕的移动，双缓冲池的

中心点也会不断地移动，如果不进行数据清除，双

缓冲池中所存的地图数据和位图数据也会不断地

增加。显然，必须存在一种方法控制缓冲池的大

小，即缓冲池数据的清除方法。本文采用一种定

距离的数据清除方法，其公式如下：

犇＝狘犘１－犘２狘

犇≥犇
｛

犜

（１）

犝 ＝犝１－（犝１ ∩犝２） （２）

式中，犘１、犘２为漫游前后缓冲池中心点的坐标；犇

为犘１与犘２之间的距离；犇犜为阈值距离；犝１为原

缓冲池大小；犝２为漫游后的缓冲池大小；犝 为需

要清除的数据。当犇≥犇犜时，执行缓冲池数据清

除。

在嵌入式设备上进行系统开发时，由于内存

往往有限，因此，也可采用监控系统内存的方法清

除缓冲池数据。

３　试验系统

根据上面论述的数据动态组织方案和地图显

示策略，本文采用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ＶＣ＋＋４．０在 Ｗｉｎ

ｄｏｗｓＣＥ．ＮＥＴ上实现了导航软件的地图显示功

能。其硬件配置为：处理器ＳｔｒｏｎｇＡＲＭＳＡ１１１０

２０６ＭＨｚＲＩＳＣ，内存６４Ｍ，显示屏幕大小为７

ｉｎ，分辨率为８００像素×４８０像素，控制面板采用

触摸屏的形式。地图数据采用１ＧＢ的ＣＦ卡存

储，其地图范围为全国行政区，地图数据覆盖区域

包括北京市、广东省等９个省和４个直辖市的数

据，数据容量为７０５Ｍ，其中大部分城市道路数据

的详细程度为市镇村以上的道路。

与地图显示相关的主要功能包括放大、缩小、

漫游、快速移图等。其中快速移图是指用户长时

间（如超过２ｓ）按住屏幕不放，系统以一定的步长

和时间间隔按一定的方向自动进行地图漫游，它

是导航软件地图显示功能性能的主要体现。目

前，国内外的导航软件均提供该功能，为减少快速

移图时的停顿，加快移图速度，国外的部分产品通

常采用了提高硬件性能或减少绘制内容等方法。

通过试验可以发现，当地图漫游步长在一定

范围内变化时，快速移图速度主要取决于移图的

时间间隔。本文的试验系统采用了以上的硬件配

置，且未减少绘制内容，达到了与国外同类产品相

当的快速移图效率。试验结果见表１（步长为１／

１６屏幕宽）。

从表１可以看出，在时间间隔大于等于２００

ｍｓ后，系统能流畅地移图，这样也可保证ＧＰＳ在

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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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系统快速移图试验结果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ａｐＱｕｉｃｋ

Ｍｏｖ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时间间隔／ｍｓ 　　　快速移图效果

５０ 移动多屏后，有轻微停顿

１００ 基本平滑，偶尔有轻微停顿

２００ 移图平滑，无停顿

＞２００ 移图比较流畅

每秒一次的采样频率下进行导航定位时无点位遗

漏。本文研究的数据动态组织方法和地图显示策

略非常适合于小内存的嵌入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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