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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同时实现导航系统核心功能，提出了基于功能的导航数据模型，重点论述了该模型中的导航数据的

总体组织原则和导航数据组织模型。试验结果表明，提出的数据模型能方便高效地同时实现导航系统的核心

功能，适合于导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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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模型是研究和开发嵌入式车辆导航系统

的关键。国内外对ＧＩＳＴ和导航数据模型已有

大量的研究［１８］，这些数据模型促进了 ＧＩＳＴ的

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然而，这些模

型中［１２］以动态分段和线性参照为理论基础，比较

适合于ＧＩＳＴ中交通管理和相关的应用，很难有

效地为嵌入式导航系统服务；文献［３～８］则针对

导航系统某一部分的功能，如路径规划，研究道路

网的组织等。但同时支持导航系统其他核心功能

（如地图匹配、地图显示、路线导引等）的研究不

多。ＧＤＦ、ＳＤＡＬ、Ｋｉｗｉ作为目前国际上流行的

ＧＩＳＴ和导航数据格式，代表了当前导航数据模

型发展的最前沿［９］。

１　总体结构与组织结构

导航系统的核心功能包括路径规划、地图显

示、地图匹配、路线导引、ＰＯＩ查询等。为同时支

持嵌入式导航系统的核心功能，本文综合和扩展

ＧＤＦ、Ｋｉｗｉ和ＳＤＡＬ，设计基于功能的导航数据

模型，如图１所示。

在基于功能的导航数据模型中，导航数据由

多个地理层组成，其中的层指Ｌｅｖｅｌ而非Ｌａｙｅｒ，

Ｌｅｖｅｌ可以认为是Ｌａｙｅｒ的集合。在每个层中包

含一个或者多个比例尺的地图数据，可实现不同

比例尺地图数据的集成表达。由地理层派生出地

图显示相关层、路径规划相关层和ＰＯＩ相关层３

个不同的要素层。在本模型中的地图显示、地图

匹配、路线导引等功能由地图显示相关层支持；路

径规划功能由路径规划相关层支持；ＰＯＩ查询由

ＰＯＩ相关层支持。

为了加快导航软件的运行效率，将相同比例

尺的地图数据，根据功能分别组织，形成如图１所

示的地图显示相关层、路径规划相关层和ＰＯＩ相

关层。在地图显示相关层的最底层，道路数据最

详细，该层上存储道路几何拓扑关系和导引信息，

能方便地实现地图匹配和路线导引功能，也称该

层为导引层，这与ＧＤＦ的数据组织方法类似
［１１］。

然而，与ＧＤＦ不同，本模型显示相关层中的道路

数据又被重复存储于路径规划相关层中，并将路

径规划数据也分为不同的层。将地图显示数据和

路径规划数据分开存储，有利于提高路径规划的

效率。同时，由于地图显示和路径规划的功能和

算法要求的差异，对地图数据的分层要求也不完

全相同，而应将两者分开组织。

数据分块是解决嵌入式导航系统小内存的常

用方法，无论 Ｋｉｗｉ格式还是ＳＤＡＬ格式均采用

了将数据分块的数据模型［１２］。然而，这些格式通

常只是将划分后的数据按网格组织，对行政区域

的考虑不够，也不符合中国的情况。在本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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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功能的导航数据模型ＵＭＬ图

Ｆｉｇ．１　ＵＭ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的数据模型中，在水平方向上引入地域的划分，根

据我国的特点可建立国家级、省级、市级、市内级

四级地域划分，数据分块时采用规则的四边形，每

个最小的划分即为网格。以底层为例说明网格的

划分，在划分网格时首先划分最详细的网格———

市内级网格，然后合并市内级网格形成市级网格，

依次形成省级网格和国家级网格。整个网格的划

分和合并过程可借用影像数据从下而上建立四叉

树的方法［１３］。划分上层数据时，由于数据综合的

原因，其网格的划分应大于底层的划分，可以直接

从市级或省级开始划分，如最上层的格网可能只

有省级和国家级两级。不同功能的层，采用不同

的划分方法，网格大小并不相同。

２　导航数据的组织模型

２．１　显示相关的道路数据模型

显示相关的道路数据主要需实现的功能包括

地图显示、地图匹配和路线导引。如图１所示，其

中道路数据按照多路段组织，多路段又由路段组

成，每个路段由一个结点和其后继的形状点构成，

如图２所示。每个路段有惟一的路段编号，并将

其编号存储在其引导结点上。在多路段的最后一

个结点上存储前一个结点引导的路段ＩＤ，并在结

点属性表中存储结点类型（起点、中间点、终点）进

行标识。由于终点引导的路段实际并不存在，从

而在显示相关数据模型中结点与路段是惟一的对

应关系。

显示相关的道路数据主要采用多路段表（起

始路段ＩＤ，终止路段ＩＤ，道路类型，…）；路段／结

点表（路段ＩＤ，结点坐标，多个形状点坐标，相交

结点索引，…）和结点附加属性表（路段ＩＤ，导引

信息，…）３个表来表示。多路段表用于表达整条

道路的属性，如道路类型等。一个网格内的道路

数据以多路段的方式依次顺序组织，因此，多路段

的记录号就是多路段的索引号。路段／结点表中

主要存储了路段的几何形状坐标，表中的其他项

存储了该多路段中所有路段都必须记录的属性。

一条多路段中的路段顺序编号并顺序存储，因此，

路段的记录号可作为多路段内部某条路段的索

引。结合多路段索引和路段内部的索引就可以定

位一个网格内部的任意一个路段。附加结点属性

表中存储的信息是针对某条路段的特殊属性的如

导引信息。例如，在一条多路段不同的路段上，如

图２所示，可能只有在路段ＩＤ为１００３（结点犆）时

才存在导引信息，这样在附加结点属性表中只存

储犆结点的导引信息。对于一条道路不同类型

的属性在不同的表中存储，不仅可以节省存储空

间，而且应用时非常灵活。

在以上的道路数据模型中，路段／结点表中的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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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点坐标和形状点的坐标，主要用于地图显示时

绘制道路的外形，还可以根据三张表中的其他属

性，为不同的道路选择不同的地图符号，从而能满

足地图显示功能的需要。在路线导引时，导引信

息存储于结点附加属性表中，例如，假定图２中的

多路段为规划路径，当汽车在此路径上行驶时，需

要分析汽车当前所在路段的下一个路段的结点附

加属性，如果存在导引信息，则进行导引提示；否

则，不进行导引提示，从而能满足路线导引功能的

需要。

以上道路数据模型还能满足地图匹配的需

要。ＧＰＳ／ＧＹＲＯ／ＭＭ是导航系统中的代表性技

术之一，在 ＧＰＳ失效后 ＭＭ 有重要的地位
［１４］。

地图匹配算法需要获取与交叉点相连的多条路段

数据，即交叉点的几何拓扑连接关系。本文数据

模型采用环形队列存储道路的几何拓扑结构。如

图３所示，假定有多条多路段犾１、犾２、犾３相交于结点

犃（记犃在犾１、犾２、犾３上的编号分别为犃１、犃２、犃３），

在结点犃１的路段／结点表中存储了其在道路犾２上

（结点犃２）的索引，在犃２的路段／结点表中记录犃３

的索引，而在犃３的路段／结点表中记录犃１的索

引，从而形成一个环形队列。因此，从任何一条路

段出发进行遍历，就能获取与该结点相连接的所

有路段。此处利用路段索引，隐式地记录道路几

何拓扑连接关系，服务于地图匹配，而路径规划则

以显式的方式记录道路的转向联通性。

　
图２　多路段结构图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Ｍｕｌｔｉ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

　　 　
图３　多路段的交叉

Ｆｉｇ．３　ＣｒｏｓｓｏｆＭｕｌｔｉ

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

２．２　规划相关的道路数据模型

规划相关的道路数据主要用于路径规划，道

路交通拓扑关系的表达是其关键。与显示相关道

路数据中对拓扑关系的表示不同，规划数据中重

要的是要描述道路在逻辑上的通达性。本文的数

据模型采用结点表（结点编号，结点坐标，…）、拓

扑连接表（结点关联路段索引表，路段间通行表，

路段间花费表，…）、路段表（路段ＩＤ，正向能否通

行，路段通行花费，…）３个表来记录规划相关数

据。

规划数据中不存储道路形状点，结点是规划

相关道路数据模型的基准，道路网的拓扑检索需

从结点表开始。拓扑连接表用于记录与结点相关

联道路的逻辑拓扑连接，重点在于逻辑上的交通

关系。其结构与传统ＧＩＳＴ中的转向表不同，本

文采用一个逻辑上广义的表，它由三个表的集合

组成。结点表中的每个结点在拓扑连接表中都有

三个表与其对应：结点关联路段索引表（关联路段

在拓扑连接表中的记录号，连接结点编号，道路方

向，…）、路段间通行表（进入当前结点的路段在结

点关联路段索引表中的记录号，离开当前结点的

路段在结点关联路段索引表中的记录号，通行规

则ＩＤ，…）、路段间花费表（进入当前结点的路段

在结点关联路段索引表中的记录号，离开当前结

点的路段在结点关联路段索引表中的记录号，通

行花费，…）。在结点关联路段索引表中记录与该

结点相连接所有路段在路段表中的记录号，同时

还存储关联路段的另一个结点的编号等；路段间

通行表主要记录了与该结点相连路段间的通行规

则，如果两条路段虽然在几何上连接，然而交通上

不能通行，也不在该表中记录；路段间花费表主要

记录通行路段间的花费，如平均通行时间或道路

长度等。路段表与结点关联路段索引表相关联，

主要记录路段的与路径规划相关的属性。

道路数据根据功能分成显示相关数据和规划

相关数据，然而对导航系统而言，地图显示、路线

导引、地图匹配和路径规划等核心功能是一个整

体，在使用时必须合理地集成。在显示相关的道

路数据模型中已经完成了地图显示、地图匹配和

路线导引的集成。因此，重点在于显示相关的道

路数据与规划相关的道路数据之间的集成。本文

的模型采用路段ＩＤ实现这两部分功能的集成。集

成时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① 无论显示相关层还

是规 划 相 关 层 中 每 条 路 段 都 必 须 有 路 段

ＩＤ，且路段ＩＤ是惟一的；② 现实世界中的一个路段

的道路数据，虽然在显示相关层和规划相关层中进

行了重复存储，但赋予其ＩＤ值相同。这样经过路

径规划后得到的最佳路径结果，可以以路段ＩＤ集

合的形式记录，然后在显示相关数据中根据路段

ＩＤ获取相应的地图显示数据、地图匹配数据和路

线导引数据，从而实现导航软件功能上的集成。

３　试验系统和结论

根据本文研究的数据模型，采用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ＶｉｓｕａｌＣ＋＋４．０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ＣＥ．ＮＥＴ４．２上开发

了试验系统，其系统运行界面如图４、图５所示。

系统硬件配置为：处理器 ＡＲＭ９ｃｏｒｅＡＴＬＡＳ

２００ＭＨｚ，内存６４ＭＢ，５ｉｎＴＦＴ液晶触摸显示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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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分辨率为３２０像素×２４０像素。地图数据采

用２ＧＢ的ＣＦ卡存储，其覆盖区域包括北京市、

广东省等共２２个省和４个直辖市，数据容量为

１．２６ＧＢ。试验系统在功能上实现了导航系统的

图４　实时导引

Ｆｉｇ．４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所有核心功能，经实地路测，系统运行稳定、流畅；

试验结果也表明本文试验系统的性能达到了国外

同等硬件条件下基本相当的水平，其主要功能的

性能参数如表１所示。

图５　远距离路径规划

Ｆｉｇ．５　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ｏｕｔ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表１　试验系统主要性能

Ｔａｂ．１　Ｍａｉ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

主要功能 性能参数 备　注

路径规划时间

（一次３条）

远距离 ４１５３ｍｓ 跨省规划，以深圳欢乐谷北京故宫为例（５次操作的平均值）

近距离 ９５４ｍｓ 市内规划，以武汉市为例（５次操作的平均值），武汉大学信息学部北门汉口火车站

地图显示

缩放等级 ８ 比例尺从１∶５０００～１∶２０４８００００

漫游时间 ８ｍｓ 最大比例尺时，在地图上任意触击，漫游地图（５次操作的平均值）

缩放时间 ７１９ｍｓ
８个等级比例尺地图缩放的平均时间（８个等级依次缩放，操作５遍，共缩放３５次，取

平均时间）

快速移图时间间隔 ６０ｍｓ 快速移图步长为１／１６屏幕宽

实时导引时ＧＰＳ点采样间隔时间 １０００ｍｓ
在１ｓ的采样间隔中能完成的主要功能包括：ＧＰＳ信号解析定位、地图匹配、刷新导

引信息、移动地图、重新规划

ＰＯＩ查询时间 ３１ｍｓ 以查询武汉大学信息学部为例（使用拼音查询，５次操作的平均时间）

　　致谢：感谢武汉武汉大学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部导航组对本文研究和试验系统开发提供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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