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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介绍与交通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ＧＩＳＴ）相关的概念的基础上，归纳了ＧＩＳＴ数

据模型的发展和已经取得的主要成果，重点讨论了时空一体化ＧＩＳＴ数据模型的基本框架。该模型着重解

决了动态交通信息与道路网几何数据的一体化时空建模问题，并且进一步分析了ＧＩＳＴ的基本技术方法，探

讨了ＧＩＳＴ的若干典型应用，并对该方向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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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交通问题涉及诸多方面，包括城市规划、

交通工程设计、交通控制与管理、个人交通行为

等，对城市交通的研究也体现明显的交叉学科特

点，涉及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系统科学以及众多

工程技术学科。ＧＩＳ是计算机技术、地理科学和

测绘技术结合的产物，是实现地理空间信息管理、

存储、分析、表达、发布的重要技术手段，在过去几

十年中得到飞速发展，其理论和技术日趋完善，在

测绘、国土、规划、环境等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成

熟。ＧＩＳ系统从最初的单机单用户发展到网络

ＧＩＳ和 ＷｅｂＧＩＳ，ＧＩＳ的表现形式也从二维发展

到三维和虚拟现实［１］。但由于传统 ＧＩＳ无法满

足海量道路交通信息的高效管理与访问，关键是

缺乏时空一体化数据模型和高效索引机制，制约

了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广泛应用。

交通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其是ＧＩＳ一个重

要的研究范畴。交通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Ｔ）是

ＧＩＳ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用，ＧＩＳＴ是道路交通

系统信息化的重要基础。作为研究现代城市交通

问题的有效技术手段，ＧＩＳＴ不但可以存储、管理

和更新城市交通网络的空间数据，辅助城市交通

线路规划、交通管理；更重要的是，通过与ＧＰＳ技

术、无线通讯、互联网络、虚拟现实等高新技术的

有机结合，在ＧＩＳ的数据操作及空间分析技术的

辅助下，可以建立广泛的实时数字交通信息用户

服务体系，实现全数字化交通信息的存储、检索与

实时发布，为城市交通管理、车辆的人工及智能导

航、客货运输调度及居民出行服务等提供有效的

支持［２］。ＧＩＳＴ中植根于传统 ＧＩＳ的地图视图

不能满足动态信息管理的需求，需要进化到导航

视图直至行为视图［３］。为了利用实时交通信息，

需要研究访问更快速的数据模型、更强大的空间

数据融合技术以及动态路径规划算法［４］。

基于 位 置 的 服 务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ＢＳ）是集ＧＩＳ技术、定位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

术等为一体的能提供多种形式服务的以位置信息

为核心的信息服务框架。它是市场和技术双重驱

动下空间信息与移动通信集成的产物，能随时为处

于任何位置的任何人提供任何内容的服务［１］。作

为ＬＢＳ的重要组成部分，车载导航服务、交通信息

服务等已开始在我国蓬勃发展。在线出行信息服

务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得到初步应用，如日本的

ＶＩＣＳ系 统、欧 洲 的 ＡｌｉＳｃｏｕｔ系 统 和 美 国 的

ＴｒａｖＴｅｋ 和ＡＴＩＳ系统。本文在归纳已有的ＧＩＳＴ

数据模型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时空一体化ＧＩＳＴ

数据模型的基本框架，并且进一步分析了ＧＩＳＴ的

基本应用方法，探讨了ＧＩＳＴ的若干典型应用，并

对该方向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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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犌犐犛犜数据模型

１．１　现有的犌犐犛犜数据模型

交通网络的建模与表达一直是交通地理信息

系统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３７］。从传统的节

点弧段模型出发，当前对ＧＩＳＴ数据模型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导航数据模型、ＧＩＳＴ线性数据模型

及ＧＩＳＴ时空数据模型三方面（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不同类型的ＧＩＳＴ数据模型

Ｆｉｇ．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ＧＩＳＴ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１．１．１　节点弧段模型

其基本思想是将网络抽象为节点和弧段的集

合。节点弧段模型的特点就是“平面强化”，即平

面上两条相交的弧段必须产生节点，故而节点弧

段模型又可以称为平面数据模型。平面模型的优

点在于它的简单和普及以及网络分析（如最短路径

分析）的效率高，但是它将完整的道路在节点处打

断，或增加了地理上本不存在的节点，一方面导致

数据库中的节点和弧段数量急剧增加，带来数据冗

余，影响网络分析效率；另一方面，使得道路失去其

完整的语义特征，造成网络中位置描述的困难［３，７，８］。

１．１．２　导航数据模型

针对节点弧段模型平面强化带来的缺陷，有

些学者建议放弃平面强化的限制，构建非平面数

据模型［９，１０］。鉴于此，陆锋提出了基于特征的非

平面数据模型［１１］，该模型保持了交通特征的几何

完整性，极大地减少了道路属性数据的重复存储，

使地理编码更有效，也更真实地描绘了现实世界

的交通网络。

为了准确表达交通网络中的拓扑关系、交通

关系等，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基于车道（ｌａｎｅｂａｓｅｄ）

的ＧＩＳＴ数据模型。基于车道的模型以车道为

基本的建模单元，通过动态分段技术来构建车道

对象，将每个车道作为一个单独的路径来进行存

储［１０，１２］。但目前它们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１３］：

① 车道数多，数据量大，网络分析效率低；② 同

一方向车道之间通常可以自由通行，给网络建模

与分析带来了巨大的困难；③ 当前定位设备通常

难以达到车道级的定位精度。

为了克服车道模型的局限性，可以考虑在中

心线模型和车道模型之间进行折衷，构建基于车

行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ｗａｙｂａｓｅｄ）的模型。Ｌｉ等提出了基

于车行道的道路网数据模型（ＣＲＮＭ）
［１４１６］；陆锋

提出了基于特征的非平面数据模型［１１］，模型以基

于完整道路的综合车道为拓扑建模的基本单元；

左小清等［１７］将车道作为建模的基本单元，准确描

述车道的属性信息，并通过将同一路段的同向车

道的聚合为方向车道来提高网络分析的效率。

除了针对非平面特征、车道的研究外，当前有

三种成熟的导航数据标准／格式，即ＧＤＦ（地理数

据文件）、ＫＩＷＩ和ＳＤＡＬ。

１．１．３　ＧＩＳＴ线性数据模型

ＧＩＳＴ线性数据模型是基于线性参照及动态

分段技术的数据模型。线性参照系统是一种存储

和维护发生在交通网络上的事件或现象（如路面质

量、事故等）的技术手段，由交通网络、参照基准和

线性参照方法三部分组成［８］。线性参照方法是指

线性特征上的任意未知点的位置，可以通过到已知

点的距离和方向来确定的方法。动态分段是指在

传统ＧＩＳ数据模型的基础上利用线性参照系统和

相应算法，在需要分析、显示、查询及输出时，在不

改变要素位置（坐标）的前提下，建立线性要素上任

意路段与多重属性信息之间关联的技术［１８］。

当前，比较著名的 ＧＩＳＴ 线性数据模型有

ＮＣＨＲＰ模型
［１９］、Ｄｕｅｋｅｒ／Ｂｕｔｌｅｒ模型

［２０］、ＵＮＥ

ＴＲＡＮＳ模型
［２１］等。

１．１．４　ＧＩＳＴ时空数据模型

将时间维引入ＧＩＳＴ，构建ＧＩＳＴ时空数据

模型，是ＧＩＳＴ由地图视图发展到导航视图再到

行为视图的本质要求［３］。在诸多 ＧＩＳＴ时空数

据模型中，有的面向综合交通应用，如 ＭＤＬＲＳ模

型［２２，２３］；有的面向交通管理［２４２６］；有的面向移动

对象［２７２９］；有的面向导航应用［３０］。ＭＤＬＲＳ模型

是ＮＣＨＲＰ２０２７（３）计划在ＮＣＨＲＰ２０２７（２）模

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模式、多维位置参照数据

模型，可用于交通与运输管理、公共交通管理

等［２２］。该模型满足 Ａｄａｍｓ等（２０００）提出的１０

项功能需求。ＭＤＬＲＳ模型从空间（Ｗｈｅｒｅ）、时

间（Ｗｈｅｎ）、主题（Ｗｈａｔ）、事件（Ｗｈｙ／Ｈｏｗ）四方

面描述交通特征，并提供时态ＧＩＳＴ、导航、多维

位置参照以及多尺度表达四项功能［２３］。

陆锋（１９９９）提出了基于特征的交通网络非平

面数据模型（ＦＢＮＰＭｏｄｅｌ）；桂智明在 ＭＤＬＲＳ

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面向导航的城市交通数

据整体模型［３０］；Ｌｉ等提出一个集成考虑静态（道

路网、道路附属设施）、动态（时间依赖的交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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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行程时间、交通事件、移动对象）交通特征的交

通网络数据模型［２７］；Ｄｉｎｇ等提出了基于状态的动

态交通网络模型（ＳＢＤＴＮ）。该模型通过状态、堵

塞等数据类型来表达道路交通状况，且支持道路

通行限制以及交叉口处转向限制的表达［２８，２９］。

１．２　一体化犌犐犛犜时空模型

路网信息包括空间信息（描述路网基础地理

信息、逻辑网络或线路中几何位置与空间关系的

几何信息等）和交通信息（路况信息、交通规则信

息等非空间信息）。路网信息分为静态信息和动

态信息。静态信息是指路网中一段时间内稳定不

变的信息，如历史交通信息、语义与拓扑规则集

等；动态信息是指随时间发展相对变化较频繁的

信息，如实时路况、交通预测信息等。如何将这些

路网信息有效地组织起来，是一项亟待解决的任

务。与此同时，快速兴起与发展的ＩＴＳ、ＬＢＳ应用

也要求ＧＩＳＴ数据模型能够支持网络中动态信

息的表达［３，３１，３２］、道路网在不同尺度下的多重表

达以及基于车道（或车行道）的拓扑／交通关系的

表达［１１］。前面介绍的几类模型很少有全面支持

这几项功能的。因此，有必要研究动态交通信息

与道路网一体化的时空数据模型。

笔者设计的一体化交通网络时空数据模型如

图２所示，模型将交通特征分为道路特征以及事

件特征两大类。

图２　基于特征的一体化交通网络时空数据模型

Ｆｉｇ．２　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Ｕｎｉｆｉｅ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１．２．１　道路特征

道路特征主要包括１维线特征（包括道路、

道路段、车行道）和０维点特征（即交叉口），它们

共同构成了作为地理框架的道路网络。

道路段是指道路上由两个连续道路交叉口界

定的线状特征，用于表达道路的一部分。道路段

的构建遵循“平面强化”的原则，在两条或多条道

路相交的地方一定产生交叉点。车行道的构建可

以不遵循“平面强化”的原则。

模型以道路为几何数据建模的基本单元，而

为满足高精度的定位需求，其几何表达以双线为

准。另外，模型以车行道为拓扑数据建模的基本

单元，其几何信息通过与道路段、道路之间的对应

关系从相应的道路处获取。

车行道的有些属性（如交通限制、行程时间

等）会随时间变化，称之为时间依赖属性。这类属

性有可能是静态的，也有可能是动态的。另外，车

行道也有些属性（如路面质量、车道数等）随空间

变化，称之为分段属性。采用属性分段的方法能

有效解决节点弧段模型中属性变化点带来的网

络分析效率低的问题。

线状道路特征具有多尺度特征，表现为道路

的几何多尺度表达以及车行道的拓扑多尺度表

达。在模型中，交通特征的多尺度表达通过尺度

标签来描述。尺度标签是一个二元组，即＜目的，

最小尺度＞，其中，“目的”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几

何表达（表示为犌），另一个是拓扑表达（表示为

犜）。“最小尺度”是指特征能存在的最小可能的

尺度。几何多尺度表达与拓扑多尺度表达可以采

用不同的尺度语义，道路特征可以根据道路等级

进行拓扑分层，根据显示比例尺进行几何分层。

交叉口可能是简单交叉口，也可能是复杂交

叉口。简单交叉口通常由两条单车行道道路相交

而成，而复杂交叉口汇集了同一道路的多个车行

道、不同道路的不同车行道等，是交通网络模型研

究的重点。复杂交叉口包括Ｔ型交叉口、Ｙ型交

叉口、十字路口、环岛、汇交路口等。

１．２．２　事件特征

事件特征指的是那些不属于道路网本身，但

是附属、发生或运行于交通网络上的交通特征，包

括道路附属设施、交通事件以及移动对象。

附属设施主要是指交通标志、路标、路面标记

等。交通事件是指发生于道路网上能影响其状态

的一类交通现象，主要包括偶发交通事件（如交通

事故）和计划交通事件（如道路施工）。此外，作为

一种非常规的网络状态，交通拥堵也可以看成是

６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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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交通事件。交通事件只是一种暂时的物理现

象，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因此，它们都存

在一定的生存期。移动对象在这里特指运行于网

络上的车辆，它在模型中表示为点，其空间位置随

着时间动态变化。移动对象类有两个重要的方

法，即路径规划和目标跟踪，它们反映了动态导航

的两个基本过程。

事件特征依附于网络而存在，呈现出明显的

线性分布特征，可以利用线性位置参照方法来实

现它们与道路特征之间的空间链接。利用线性参

照方法，网络中事件的位置可以描述为：

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ｏｉｎｔ＝ ＜Ｌｉｎｅａｒ＿Ｄａｔｕｍ，ｏｆｆｓｅｔ＞

其中，Ｌｉｎｅａｒ＿Ｄａｔｕｍ表示事件所在的线性基准，

包括车行道、道路段和道路；ｏｆｆｓｅｔ表示事件沿着

Ｌｉｎｅａｒ＿Ｄａｔｕｍ的偏移距离。

上述模型实现了交通网络中动态交通信息的

表达、道路网的多尺度表达以及基于车行道的网

络拓扑／交通关系表达，发展了ＧＩＳＴ模型理论，

为进一步应用打下理论基础。

２　犌犐犛犜技术方法

２．１　路网时空信息的融合与管理

路网信息融合是一个从几何（几何位置、拓扑

关系）、语义等层次上组织和集成多源空间信息和

交通信息，处理路网特征实体间的空间与语义关

系，整合成统一的路网信息几何分布、拓扑、语义、

时态数据集的信息加工过程。路网信息融合技术

关键在于线性参考系统（ＬＲＳ）与空间信息融合，

并在此基础上动态生成与维护多模式路网连通关

系。ＬＲＳ与空间信息融合蕴含了三个方面的融

合：ＬＲＳ地址信息与空间几何坐标信息的融合、

多源ＬＲＳ的融合、ＬＲＳ与ＧＩＳ定位方式的融合。

地址信息与空间几何坐标信息融合可看作文

字表达的地址与相应道路几何信息的匹配过程，

主要采用地址匹配和地图匹配技术予以解决。地

址匹配包括精确匹配和模糊匹配。当地址信息表

达符合编码规则标准时，直接将地址进行标准化

处理，处理成地址数据库中表达的标准格式，从而

实现与地址数据库的精确匹配。当地址信息表达

不符合编码规则标准时，采用模糊匹配进行处理。

当前模糊匹配处理中较为经典的是编辑距离法及

其改进算法［３３］。

多源ＬＲＳ融合方面主要体现在克服诸如路

名与里程系统、控制路段系统、链接与节点系统等

不同 ＬＲＳ中交通信息定位表达形式的不一

致［１１］，一般采用数据转换方法解决，通过强制性

措施统一标准，建立各种标准的转换接口实现。

在ＬＲＳ定位方式与ＧＩＳ融合方面，需要解决

ＬＲＳ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维线性分布的特殊性

和传统二维平面空间坐标系统的不一致。当前存

在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数据转换方法，通过

坐标换算将ＬＲＳ中的信息转换到二维空间参照

系下表达［３４］；第二种是动态分段方法，是一种根

据不同的属性并按照某种度量标准对线性要素相

对位置进行划分的技术，能实现ＬＲＳ定位信息与

ＧＩＳ之间的关联，逻辑上达到定位方式的融合。

这种方法不涉及定位体系的整体转换，处理效率

高，适用于实时信息的动态处理，是解决ＬＲＳ的

一维定位方式与 ＧＩＳ的二维定位方式不一致问

题的有效手段［６，３５，３６］。

２．２　移动对象的建模与查询

移动对象的表达是将移动对象看作一个完整

的对象，采用相应的表达方式将其各种属性（包括

静态属性和动态属性）和各种性质表示出来，使描

述出来的对象在用户和应用系统层面成为一个完

整的实体，可以通过不同的操作来获取、更改移动

目标的各种静态属性和动态属性。传统的数据库

技术对静态属性的管理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所

以关键是如何有效地管理目标的动态属性，特别

是目标运动的数据。

目前，普遍的研究方法是将移动目标抽象成

空间移动的点，忽略目标的形状、大小、外观等因

素，集中研究目标位置及其变化，通过各种手段采

集、传输、存储、索引、查询和处理目标的位置数

据。在这种情况下，移动对象的表达也就简化成

了移动对象数据的建模。针对不同的应用需求，

有多种移动对象数据模型被提出，大致可分为点

模型、时段模型、折线模型、函数模型和网络限制

模型五类。

移动对象索引技术分为索引移动对象当前和

未来位置的技术以及索引移动对象历史轨迹的技

术两类。Ｆｏｓｅｒ等
［３７］提出了 ＳＴＲｔｒｅｅ（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Ｒｔｒｅｅ）和 ＴＢｔｒｅｅ（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ｂｏｕｎｄｌｅ

ｔｒｅｅ）两种方法。这两种树结构对于索引移动对

象轨迹的查询要优于 Ｒ树系列。Ｔａｏ等（２００１）

提出了 ＭＶ３Ｒｔｒｅｅ（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３ＤＲｔｒｅｅ），此

结构将 ｍｕｌｔ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ＢＴｒｅｅ和３ＤＲｔｒｅｅ相结

合，可以较好地索引移动对象的历史轨迹。

索引移动对象当前和未来位置的技术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Ｔａｙｅｂ等首次

提出了移动对象的索引方法［３８］；② Ｋｏｌｌｉｏｓ等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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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在一维和二维空间索引移动对象未来位置的

方法［３９］；③Ｓａｌｔｅｎｉｓ等提出了一种扩展Ｒ树———

ＴＰＲ树（ｔｉｍ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ｅｄＲｔｒｅｅ）
［４０］；④ Ｘｉａ等

结合 Ｒ 树和四叉树的特点提出了 Ｑ＋Ｒ 树索

引［４１］；⑤Ｐａｔｅｒ等提出了一种利用双数据转换技

术的索引方法［４２］。典型的查询包括 ＫＮＮ查询

（查询离某点最近的 犓 个移动对象）、区域查询

（查询某个时间段处于某个地理区域的移动对象）

以及连接查询（查询满足条件的移动对象组合），

其中又以ＫＮＮ查询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２．３　时空数据的自适应多尺度表达与交互式可

视化

时空数据的自适应多尺度表达与交互式可视

化旨在建立人、计算机、现实世界、复杂时空现象

之间的协同关系，实现时空数据的协同可视化。

时空数据的自适应多尺度表达重点是提供灵活高

效的交互方法，用于操纵和认知各种类型的时空

数据，从而帮助人们对复杂时空现象的理解。该

方法从复杂事态数据的模型化和表达以及人机交

互的理论两个方面综合考虑，针对多种应用需要

实现高效的实时可视化方法，为信息服务、时空认

知提供必要的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是当前地理信

息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时空数据的自适应表达包括自适应表达内容

和自适应表达方式两个方面。时空数据的自适应

表达内容对时空数据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两个

方面进行简化、综合、压缩、合成、转换等技术处

理，建立时空数据的多尺度抽象表达模型，为进一

步的时空数据的管理、更新、可视化、渐进式网络

传输奠定基础。在时空数据的自适应表达方式方

面，主要针对表达介质的多样性（如车载终端、智

能手机）、介质尺寸的差异以及表达尺度的不同使

用不同的界面、颜色、符号、表达尺度以及显示内

容，建立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提高对复杂空间现象

的理解和认知，实现时空数据的协同可视化和交

互式分析与共享。

３　犌犐犛犜典型应用

３．１　车辆监控与物流管理

运动目标管理是ＧＩＳＴ的重要应用，其典型

代表就是车辆监控和物流管理。在车辆监控与物

流管理系统中，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包括海量监控

数据的实时压缩、目标运动轨迹的地图匹配、运动

目标动态建模与索引方法、多目标网络物流配送模

型、多约束条件路径规划算法等。如图３所示。

图３　车辆监控与物流管理系统

Ｆｉｇ．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动态导航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城市交通问题

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一。社会对交

通疏导、车辆导航及个人出行路径规划的需求日

益增长，迫切需要依赖实时交通信息来引导出行、

规划车辆和个人的出行线路，其中以导航为目的

的交通信息服务显示加速增长的需求。以动态导

航为目的的交通信息服务主要涉及动态交通信息

的采集和处理、面向道路网数据组织和管理的时

空数据模型、动态交通信息与道路网信息的快速

高效融合、交通仿真与流量短时预测、信息发布与

服务等关键技术。如图４所示。

３．３　位置服务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个人到行业对基于

位置的信息服务需求越来越强烈。如出行者期望

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进而查询附近有哪些酒店、

加油站、娱乐场所、旅游景点等。紧急救援部门（如

１１０）希望能准确定位事故地点，然后据此部署最佳

的救援方案，以保证救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位置

服务系统中涉及的关键技术包括多用户快速响应

与负载平衡、空间语词查询与智能搜索、地址编码

与反编码、多尺度自适应表达等。如图５所示。

４　结　语

ＧＩＳＴ是ＧＩＳ研究和应用的一个重要方向，

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ＧＩＳ理论和应用发展

的热点。一方面，由于交通网络和信息独特的时

空、拓扑和属性特征以及复杂性，使得传统的ＧＩＳ

理论和方法无法满足交通领域的应用需要，迫切

需要发展一整套以一体化时空数据模型为基础的

ＧＩＳＴ理论体系和以交通领域为背景的技术方

法；另一方面，由于车辆导航与物流管理等新兴产

业的飞速发展，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产业竞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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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动态导航技术框图

Ｆｉｇ．４　Ａ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图５　基于ＰＤＡ和智能手机的位置服务

Ｆｉｇ．５　ＬＢ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Ｄ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Ｍｏｂｉｌｅ

断加剧，促使面向应用的ＧＩＳＴ的技术发展步伐

加快。可以预计，在今后一段时间，以满足交通系

统时空数据建模、管理和应用的一体化时空数据

模型为核心将形成 ＧＩＳＴ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实

现多源、海量路网时空信息的融合与管理、移动对

象的建模、查询与分析、交通系统时空数据的自适

应多尺度表达与交互式可视化等关键技术为核心

将形成 ＧＩＳＴ的技术方法；以交通管理、智能导

航、物流管理、位置服务等应用为核心将形成巨大

的ＧＩＳＴ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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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Ｊ］．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９（２）：１１２１１７

［１６］ＬｉＸｉａｎｇ，ＬｉｎＨｕｉ．Ａ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Ｃａｒ

ｒｉａｇｅｗａｙＢａｓｅｄ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ｔ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９（３）：２０１２０５

［１７］左小清，李清泉，谢智颖．基于车道的道路数据模

型［Ｊ］．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４（２）：

７３７６

［１８］沈婕，闾国年．动态分段技术及其在地理信息系统

中的应用［Ｊ］．南京师范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２，２５（４）：１０５１０９

［１９］Ｓｃａｒｐｏｎｃｉｎｉ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Ｊ］．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２００２，

６：３５５５

［２０］ＤｕｅｋｅｒＫＪ，ＢｕｔｌｅｒＪＡ．ＧＩＳ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ｉｃｅｓ［Ｊ］．

ＵＲＩＳ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８，１０（１）：１２３６

［２１］ＣｕｒｔｉｎＫ，ＮｏｒｏｎｈａＶ，ＧｏｏｄｃｈｉｌｄＭ，ｅｔａｌ．ＡｒｃＧＩＳ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ｓ

ｒｉ．ｃｏｍ，２００１

［２２］Ａｄａｍｓ，Ｔ，ＫｏｎｃｚＮ，Ｖｏｎｄｅｒｏｈｅ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ｐｏｒｔ４６０，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ｉｇｈｗａ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ｏａｒ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２００１

［２３］ＫｏｎｃｚＮＡ，ＡｄａｍｓＴＭ．Ａ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ｕｌｔｉ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１６（６）：５５１５６９

［２４］ＨｕａｎｇＢ，ＹａｏＬ．Ａ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Ｃ］．Ｔｈｅ８２ｎｄＡｎ

ｎｕ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ｏａｒｄ

（ＣＤＲＯ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ＳＡ，２００３

［２５］ＤｅｍｉｒｅｌＨ．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ｃｅｐ

ｔｕａｌ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ＩＳＰ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ｍｍｅ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２００４，５８：３０１３１４

［２６］ＧｕｏＢ，ＫｕｒｔＣ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ａ，２００４，８（３）：２６５２８３

［２７］ＬｉＸｉａｎｇ，ＬｉｎＨｕｉ．Ａ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ＭｏｖｉｎｇＯｂ

ｊｅｃｔｉ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Ｔｈｅ３ｒｄ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ａｒｔｈ，Ｂｒｎｏ，Ｃｚｅｃ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２００３

［２８］Ｄｉ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ＧüｔｉｎｇＲＨ．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Ｔｈｅ９ｔｈ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ｅｊｕＩｓｌａｎｄ，Ｋｏｒｅａ，２００４

［２９］Ｄｉ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ＧüｔｉｎｇＲＨ．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ＭｏｖｉｎｇＯｂ

ｊｅｃｔｓ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Ｔｈｅ

１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ＳＤＢＭ’０４），Ｓａｎ

ｔｏｒｉｎｉＩｓｌａｎｄ，Ｇｒｅｅｃｅ，２００４

［３０］桂智明 ．面向导航的城市交通数据整体建模方法

研究［Ｄ］．北京：北京大学，２００６

［３１］Ｂｒｉｎｋｈｏｆｆ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Ｔｅｌ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Ｊ］．ＬｅｃｔｕｒｅＮｏｔ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９，１６５１：３６５３６９

［３２］ＸｉｏｎｇＤ，ＬｉｎＨ．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ｆｏｒＩ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Ｊ］．Ｇｅｏ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ｃａ，２０００，４（２）：２１５２３０

［３３］车万翔，刘挺，秦兵，等．距离的中文相似句子检索

［Ｊ］．高技术通讯，２００４，１４（７）：１５２０

［３４］蔡先华．ＧＩＳＴ空间数据库管理与应用关键技术研

究［Ｄ］．东南大学，２００５

［３５］ＺｈｏｕＣ，ＬｕＦ，ＷａｎＱ．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ｃａ，２０００，４（３）：２７１２８６

［３６］陆锋，周成虎，万庆．基于特征的交通网络非平面

数据库的实现［Ｊ］．测绘学报，２００２，３１（２）：１８２１８６

［３７］ＰｆｏｓｅｒＤ，ＪｅｎｓｅｎＣＳ，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ｄｉｓＹ．Ｎｏｖｅｌ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ｎ Ｑｕｅ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ｆｏｒ Ｍｏｖ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Ｃ］．Ｔｈｅ２６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ＶｅｒｙＬａｒｇ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２０００

［３８］ＴａｙｅｂＪ，ＵｌｕｓｏｙＯ，ＷｏｌｆｓｏｎＯ．ＡＱｕａｄｔｒｅｅＢａｓ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９８，４１（３）：１８５２００

［３９］ＫｏｌｌｉｏｓＧ ，ＧｕｎｏｐｕｌｏｓＤ，ＴｓｏｔｒａｓＶＪ．ＯｎＩｎｄｅ

ｘｉｎｇＭｏｂｉ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Ｃ］．Ｔｈｅ１８ｔｈＡＣＭＳＩＧＭＯＤ

０４０１



　第３２卷第１１期 李清泉等：时空一体化ＧＩＳＴ数据模型与应用方法

ＳＩＧＡＣＴＳＩＧＡＲＴ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Ｄａ

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１９９９

［４０］ＳａｌｔｅｎｉｓＳ，ＪｅｎｓｅｎＣＳ．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ａｔ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

Ｔｈｅ１８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ａｔａ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ＬｏｓＡｌａｍｉｔｏｓ，ＣＡ，２００２

［４１］ＸｉａＹｕｎｉ，ＰｒａｂｈａｋａｒＳ．Ｑ＋Ｒｔｒｅ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ｄｅ

ｘｉｎｇｆｏｒ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Ｃ］．２００３Ｐｒｏｃ．

ＤＡＳＦＡ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３

［４２］ＰａｔｅｌＪＭ ，ＣｈｅｎＹｕｎ，ＣｈａｋｋａＶＰ．ＳＴＲＩＰＥＳ：ａ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Ｃ］．ＡＣＭ

ＳＩＧＭＯ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Ｄａｔａ，Ｐａ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２０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李清泉 ，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空间

数据模型、空间信息服务、激光测量技术、无线通信等方面的理论

与技术研究。

Ｅｍａｉｌ：ｑｑｌｉ＠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犃狀犐狀狋犲犵狉犪狋犲犱犛狆犪狋犻狅犜犲犿狆狅狉犪犾犇犪狋犪犕狅犱犲犾犳狅狉犌犐犛犜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犪狋犻狅狀

犪狀犱犚犲犾犪狋犲犱犃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犔犐犙犻狀犵狇狌犪狀
１，２
　犢犃犖犌犅犻狊犺犲狀犵

１，２
　犣犎犈犖犌犖犻犪狀犫狅

１，２

（１　Ｓｔｓ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ｌａｔｅ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ｓ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ＧＩＳ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

ｔｉｏｎ（ＧＩＳＴ）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ＧＩＳＴ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ＧＩＳＴ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ｗｈｉｃｈｆｉｔｓｗｅｌｌ

ｆｏｒ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ａｔａ．Ｂｅｆｏｒ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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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征 稿 简 则

本刊是由武汉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测绘及相关专业学术期刊，ＥＩ、Ｐ、ＣＳＡ等国际著名检索系统均收录

本刊发表的论文。为进一步提高刊登论文的代表性，发挥本刊在国内外的学术辐射优势，特面向国内外公开征稿。

１．稿件内容：本刊主要刊登有关摄影测量、遥感、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图学、物理大地测量、地球动力学、图

形图像学、地理信息系统、测绘仪器、资源与环境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论文。所有来稿文责自负。

２．稿件要求：来稿应符合科技论文著作要求，论点明确，论证严谨，内容创新，数据可靠，方法科学，文字通达、

简洁，字数一般在８０００字以内。来稿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有关出版标准，附３００字以内的中文摘要和

相对应的英文摘要，并附有中英文关键词。作者署名应符合著作权法规定，并附第一作者简介（中英文）、Ｅｍａｉｌ、通

讯方式及所有作者的详细地址（中英文）。基金资助论文应注明基金名称、项目编号。

３．投稿要求：所有来稿应打印清楚，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保留相关的作者信息，另二份去掉作者信息）；图表、公

式应清楚，易混淆的字符应注明；所附照片应符合制版要求；参考文献著录内容齐全，格式符合有关标准，并按引用

的先后顺序于文中标出；不准一稿两投。一经投稿，视为作者授权编辑部可作不影响作者论点的必要文字加工。

４．鉴于本刊已整体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ｏ）系统科技期

刊群”及“台湾华艺电子期刊全文资料库”等，若无特别声明，所有投稿视为作者同意在本刊出版印刷版的同时授权

出版光盘版及进入因特网。本刊所付稿酬包含此项收益。

５．来稿经本刊组织的同行专家评议、审查同意刊登后，将酌收版面费。一经刊用，即付稿酬。来稿一般不退。

对于投稿三个月后无答复的稿件，作者可以查询，电话（０２７）６８７７８４６５。

６．本刊编辑部地址：武汉市珞喻路１２９号，武汉大学（测绘校区）信息科学学报编辑部，邮编４３００７９。

１４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