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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车载导航的实际应用出发，提出了立交桥的三维数据模型。工程实践表明，此模型对数据采集和编

辑处理工作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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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立交桥的三维数据模型

１．１　基于三维表面的表现模型

从俯视角度观察立交桥，将会发现立交桥各

层之间有部分重叠，如果将立交桥的每一层都看

成一个曲面，则各层的曲面在立体交叉处有部分

压盖，如图１所示。

图１　立交桥曲面压盖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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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的道路，包括正线、匝道等，均属于形状

规则的曲面，两条路边线之间存在空间平行的关

系，由两条路边线即可确定道路的空间形状和位

置，因此，对立交桥真实轮廓和空间位置的记录采

用边界模型。记录时对立交桥各部分进行分解表

示，每条正线各作为一个曲面记录，每条匝道作为

一个曲面，匝道的顶端边界与正线的路边线共边，

在空间保持三维重合。对于存在集散车道、辅助

车道或变速车道而设置的道路，记录特殊设置车

道与直行车道的分界曲线，并保证该曲线与所在

道路的曲面共面。

由于跨线构造物的存在，当俯视观察立交桥

时，跨线构造物下方的道路是不可见的。采用摄

影测量方法采集数据时，为保证采集数据的精度，

通常只采集可见地物部分。车载导航数据的采集

一般使用摄影测量的方法较为合适。因此，对于

立交道路的表现，在遇到跨线构造物时，其下方的

道路分解为两个曲面表示，并且每个曲面的顶端

边线与其上方的道路边线保持二维重合，即在正

射投影条件下重合，但由于所处的空间高度不同，

并不是三维完全重合。

构成立交桥的曲面个数＝正线道路数＋

　　匝道数＋跨线构造物数＋犆。

其中，当一座跨线构造物跨多条道路时，犆为跨线

构造物所跨道路数减１。当跨多条道路的构造物

个数大于１时，犆＝∑犆犻，犻为跨多条道路的构

造物的个数。

１．２　基于三维曲线的表现模型

车载导航的关键是要使用线状数据建立网络

模型，从而给车辆提供最佳的路径指示和导航提

示。基于边界模型的三维曲面是提取导航三维线

状数据的基础。

立交桥的正线通常均为双向行驶，匝道则大

多为单向行驶车道。因此，为表现出各条道路立

交的关系，双向行驶的道路提取两条中心线，而单

向行驶的道路提取一条。匝道和与其连接的道路

之间必须存在三维实交的联结点。当正线外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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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散车道、变速车道或辅助车道时，在相应的位

置则需增加一条曲线，并需处理好这条代表特殊

车道的曲线与周围匝道和正线的三维空间关系。

提取三维道路中心线时，对于被跨线构造物分割

的道路中心线应进行连接，使用直线连接被分割

的道路中心线的两个端点，使其连成一条曲线。

由于提取的道路中心线分别代表不同的道路，因

此，应使用不同的编码区别表示。三维曲线正射

投影到二维平面后，应能够正确体现立交桥的结

构和交通功能。

图２　 三维曲线的表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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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立交桥的数据表现模型

车载导航三维数据中的立交桥数据由表现其

轮廓特征的三维曲面数据和表现其框架结构的三

维骨架线（道路中心线）数据组成。对导航起关键

作用的是骨架线数据，需对其建立基于结点弧段

的拓扑关系，以反映其连通性；并且，需对每条弧

段计算其长度、高差、最小曲率半径、最小拐弯半

径等数据，以便导航提供决策信息时综合考虑。

另一方面，作为立交桥真实地形反映的曲面数据

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① 由曲面数据提取的道路中心线数据准确可

靠。因为立交道路一般具有较大的路宽，采用摄

影测量方法直接采集中心线不可行；而采集路边

线生成中心线则既方便又能得到高精度的数据。

② 曲面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易于建立立交桥的真

实景观模型且直观性强。既可提供导航时作为观

察数据，又可作为数字城市的一种专题数据提供

其他方面的使用。因此，三维曲面与三维曲线结

合的数据模型是符合应用要求的表现模型。

２　立交桥数据的采集

２．１　数据采集表示方法

三维世界的几何元素分为点、线、面、体。立

交桥的数据表示主要采用三维曲线和曲面。大量

道路三维数据采集编辑工程实践表明，常用的数

字摄影测量软件（如ＪＸ４、ＶｉｒｔｕｏＺｏ等）均提供几

何特征为线、面的三维数据采集功能，并且常用的

图３　立交桥的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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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数据编辑软件（如 Ｍｉｃ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ｏＣＡＤ

等）能够对三维的线、面数据进行编辑。因此，在

现有条件下采用三维线（Ｐｏｌｙｌｉｎｅ）和三维面（Ｐｏｌ

ｙｇｏｎ）两种几何特征采集立交桥数据方便易行。

但仍需要强调的是，三维数据的采集与传统的二

维数据采集有许多不同，采集和编辑处理难度较

大，要求很高。例如模型切准的程度、消除三维的

数据悬挂、处理第三维的逻辑关系等。所以必须

对数据采集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采集过程中要注

意数据间关系的正确表现，对于三维重合的曲线

和二维投影条件下重合的曲线要区别对待，并保

证数据的位置精度。封闭的曲面要保证首尾曲线

的端点三维坐标严格重合。

由于第三维信息的加入，数据之间的捕捉（咬

合）不再是简单的节点之间坐标的完全一致，而是

分为平面坐标（狓，狔）一致的二维捕捉（咬合）和立

体坐标完全一致的三维捕捉（咬合）。因此，三维

矢量数据的编辑比二维数据的编辑要困难得多，

在没有光照、阴影等辅助透视手段的条件下，必须

通过频繁的视图切换和数据处理软件的帮助完成

数据的编辑。

在采集道路的三维数据时，非顶层曲面被遮

盖的部分不表示，非顶层曲面与顶层曲面在投影

关系下二维重合的公共边需保证犡、犢 坐标的完

全一致，并且采用各自的高程值，各曲面相互之间

不存在重叠和压盖。当道路有分支时，应在分岔

处进行分割，使每条道路均表现为一字形。

２．２　数据处理

１）提取道路中心线。三维曲面数据采集和

编辑结束后，需要提取道路层要素的中心线，用以

建立网络模型。提取时需要通过人工干预将道路

边线搭配成对，然后由软件计算，自动依长度方向

生成中心线。由于非顶层等因素的影响，自动提

取的中心线存在不连续的情况，需要通过人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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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的方式进行连接。对于跨多个立体模型的立交

桥，需对其散布在各个模型的中心线进行拼接，使

曲线的端点为立交桥各条道路的起止点，保证每

条道路的连续性。对于高速公路等具有出入口的

道路，根据需要提取道路的端点或交叉点作为出

入口结点，并录入信息。

２）属性数据录入。道路交通的属性数据非

常复杂，应根据应用的需要选择录入，道路主要的

属性数据记录在提取的中心线、交叉点等网络数

据上，道路中心线与其对应的边界线应建立关联。

２．３　数据的质量指标

数据采集以数字摄影测量系统作为采集工

具，采集的流程应与数字摄影测量测图流程一致。

但需以三维的方式采集矢量数据，并将采集完成

的三维数据存储为通用的数据格式，再用三维数

据编辑和处理工具，对采集得到的数据进行编辑、

检查和处理，使其满足对导航三维数据的质量要

求。

在进行三维采集时，相关要素间不仅要考虑平

面位置关系，还要考虑其高程关系。这时应根据立

体采集功能，对要求三维重合的要素，采用“捕捉”

的方法保证两次采集的数据坐标完全一致。

１）几何精度。三维采集立交桥时，相关要素

的平面位置精度应严格按照城市大比例尺测量的

规范要求，两次采集的较差应小于规定的中误差

值，而多层立交桥重合处的高程较差必须小于

０．５ｍ。

２）可接受质量标准（ＡＱＬ）。ＡＱＬ是国际上

道路数据采集时，用于评价数据的属性、完整性、

语义表达准确性和逻辑一致性的指标。通常采用

抽样统计的方式评价。根据大量数据采集试验和

规模生产，ＡＱＬ一般确定为小于５％，因此，上述

几个指标应达到９５％以上。

３　应用实例及分析

以某城市的车载导航数据采集为例。该城市

的道路设施完备，立体交通条件较好，路网非常发

达，该实例的数据采集面积为８００ｋｍ２。使用航

摄彩色底片的扫描影像作为基础数据源，扫描分

辨率为１４μｍ。航摄比例尺为１∶２００００，成图比

例尺为１∶２５００。数据采集精度为平面０．８ｍ，高

程０．５ｍ，采用全数字摄影测量系统采集，Ｍｉ

ｃｒｏｓｔａｔｉｏｎ三维编辑处理。图４是该城市车载导

航三维数据采集的一部分。

图４　城市车载导航三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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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采集区域随机抽取的８个模型的几何

精度检测，并对与立交桥相关对象进行属性、完整

性、语义表达准确性和逻辑一致性检验，统计结果

列于表１。

表１　 随机抽取的模型检测统计结果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ｂｙ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模型号 检验方式 平面精度／ｍ 高程精度／ｍ 检查对象个数 错误个数 错误率／％

６２３６２２ 抽检 ０．５０ ０．３５ ４９ １ ２．０

９２５９２４ 抽检 ０．３４ ０．２６ ７２ ２ ２．８

８２５８２４ 抽检 ０．４５ ０．３３ １９２ ５ ２．６

８２１８２０ 抽检 ０．５７ ０．４５ ８５ ２ ２．４

８２８８２７ 抽检 ０．３５ ０．２１ ５７ ２ ３．５

６１８６１７ 抽检 ０．６０ ０．４２ １７０ ４ ２．４

５２２５２３ 抽检 ０．５５ ０．３５ ２０５ ６ ３．０

５１６５１７ 抽检 ０．６１ ０．３８ ８３ ３ ３．６

总计 ０．５０ ０．３４ ９１３ ２５ ２．８

　　从表１的抽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几何精度

完全能达到要求；与立交桥相关的对象的属性、完

整性、语义表达准确性和逻辑一致性的错误率小

于５％，达到ＡＱＬ指标的要求。

通过对错误类型与立体模型以及数据编辑成

果对照检查和分析发现，产生的错误主要包括个

别要素采集错漏、数据编辑不当引起的高程坐标

突变、道路个别属性的错判等一般性错误。这些

错误与所设计的立交桥数据模型没有关系，也不

影响用户正常使用。

本文提出的立交桥模型较为完整地表达了立

交桥的全部空间特征，对于略去的非顶层道路的

３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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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盖部分，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使用三维编

辑软件进行补充，操作方便。这种数据模型对于

道路数据中的立交桥数据三维采集和数据编辑、

整理很有利，因此，本方法不仅适用于车载导航三

维电子地图制作和管理，而且也为通过处理立交

桥与城市其他相关要素的关系，为城市 ＧＩＳ建

立、数据库数据采集和管理三维数据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１　张祖勋，张剑清．数字摄影测量学．武汉：武汉测绘科

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　边馥苓，朱国宾，余　洁，等．地理信息系统原理和方

法．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６

３　王家耀．空间信息系统原理．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　邬　伦．地理信息系统原理、方法和应用．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２

５　李德仁．空间信息系统的集成与实现．武汉：武汉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６　龚健雅．当代ＧＩＳ的若干理论与技术．武汉：武汉测

绘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７　徐绍铨．ＧＰＳ测量原理及应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１

８　郭仁忠．空间分析．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９　李德仁，龚健雅，边馥苓．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北京：

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０　陈　军．ＧＩＳ空间数据模型的概念与问题———ＲＳ、

ＧＩＳ、ＧＰＳ的集成与应用．北京：测绘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１　蒋　捷．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更新的若干思考．测绘

通报，２０００（５）

１２　孙　敏，陈　军．三维城市模型的数据获取方法评

述．测绘通报，２０００（１１）

第一作者简介：成燕辉 ，高级工程师，博士生。现主要从事地理

空间数据采集理论方法和地理信息标准化研究。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ｙａｎｈｕｉ＠ｔｏｍ．ｃｏｍ

３犇犇犪狋犪犕狅犱犲犾狅犳犆犾狅狏犲狉犾犲犪犳犼狌狀犮狋犻狅狀犳狅狉犖犪狏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犳犞犲犺犻犮犾犲

犆犎犈犖犌犢犪狀犺狌犻１
，２
　犡犐犈犔狌狉狅狀犵

２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ｅｒｏ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ＳＢＳＭ，３３４ＥａｓｔＹｏｕｙｉＲｏａｄ，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５４，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ｅａｎｓｏｆ３Ｄｄａｔａａｒｅ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２Ｄｄａｔａ．Ａ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３Ｄ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ｌｏｖｅｒｌｅａｆ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ｖｅｒ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ｏｒ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ｄａｔａｏｆｃｌｏｖｅｒ

ｌｅａｆ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ｎｇ３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ａｔａｉｓｎｏｌｏｎｇｅｒ

ａｓｉｍｐ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ｏｆｎｏｄｅｓ，ｂｕｔ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２Ｄｃａｔｃｈ

ｉｎｇｆｏｒｐｌａｎｅ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狓，狔）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３Ｄ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ｓｔｅｒｅ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狓，狔，狕）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Ｆｏ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ｈｅｇｉｖｅｎ

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ｌｏｖｅｒｌｅａｆ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ｐｒｅｆｅｒａｂｌｙ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ｖｅｒｌｅａｆ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ｔｙ．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ｄａｔ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ａ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ｉｓ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ｄａｔａｏｆｃｌｏｖｅｒｌｅａｆ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ｃｌｏｖｅｒｌｅａｆ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３Ｄｄａｔａ；ｓｐａ

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ＣＨＥＮＧＹａｎｈｕｉ，ｓｅｎｉｏ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ｏｆ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

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ＩＳ．

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ｙａｎｈｕｉ＠ｔｏｍ．ｃｏｍ

４１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