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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定义了规划路径组分段模型和路径可用度指标，提出了基于概率模型方法的路径可用性度量模型。

研究了常用的几种路径规划算法，提出了基于路径可用度指标的改进路径规划算法 ＭｏｄＤｉｊ，并与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

法计算的路径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ＭｏｄＤｉｊ得出的路径可满足实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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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导航仪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计算得出的规

划路径进行实时语音引导或画面引导，主要功能

流程是设定目的地规划路径→实时导航→偏离

路径重新计算→继续实时导航。其中规划路径是

贯穿整个流程的主要因素［１］。车辆导航仪的性能

评估一般包括路网数据精度和覆盖率、显示速度

和美观性、交互操作的灵活性、路径规划的实时

性、路径的可用性等［２］。路径的可用性是一个重

要的技术指标，如何使用户通过较合理的路径到

达目的地是导航技术需要解决的问题。规划路径

的可用性问题在车辆实时导航中有重要的意义，

但在导航研究领域，对于道路的可用性研究工作

多集中于数据组织和算法的优化，以提高计算速

度，如动态索引机制的建立、基于双缓冲机制的并

行调度算法、优化的路径规划算法等［３］。本文进

行道路的可用性研究。

１　可用性的数学表示

在分析可用性前，给出导航数据的组成，包括

背景数据和道路数据，分别定义如下。

１）背景数据集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ｄＳｅｔ（犜，犛）＝｛犅１，

犘１｝。其中，犜为时间；犛为比例尺；犅１ 为依比例

尺变化的水系、植被、居民点、行政区界线等背景

数据，分别用面域或点目标来表示；犘１ 为用于目

的地选择和路径规划等兴趣点类数据，按照属性

定义记录来表示。

２）道路数据集 ＲｏａｄＳｅｔ（犜，犛）＝｛ＡＲＣ，

ＮＯＤＥ，ＷＥＩＧＨＴ｝。其中，ＡＲＣ表示将道路抽象

为边或弧段，即表示两个节点之间的路段，多数情

况下具有方向性和节点之间的连通性；ＮＯＤＥ表

示和路段相关联的节点，在城市中，具有非常复杂

的属性，一般包括简单路口、复杂路口、立交桥等；

ＷＥＩＧＨＴ表示路段属性，如交通限制、收费状

况、路段的长度、路面情况、拥堵情况等，是拓扑生

成和路径规划的主要信息。

道路计算的合理可用性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工

程，可用性问题是合理性问题的一个分支，合理性

模型建立难度很大是因为：① 用户对于合理性的

感受属于意识范畴，差别很大，同样的影响因子，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② 用户需求的场景不

同，随时间变化很大，随意性也较大；③ 多变的路

况和实时道路交通拥堵指标对合理性有直接影

响；④ 偏离航线时的实时计算，在一次导航中有

一组依时间变化的规划路径支持。所以用系统分

析法和可用性直接度量方法来进行合理性分析难

度较大，事实上用户更关心基于规划路径实时导

航时，车辆在多大程度上处于较顺畅持续导航行

驶状态，所以适合从应用的角度分析道路的可用

程度。

定义１　规划路径组：

犚犌犽（犘犃，犘犅）＝ｓｅｔ（犚犚犻），１≤犻≤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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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犘犃 和犘犅 为导航的起点和目的地，实际行

驶中由于偏离航线、交通限制等原因，行驶的路线

是犽条实时规划路径犚犚 的集合；犚犚犻表示第犻条

路径，犽＝１表示完全按照规划路径行驶。对于第

犻条路径，在道路可用性分析时，可能其中的一些

路段是合理的，一些路段可用性差，或者难以通

行，有必要给出如下的分段定义。

定义２　实时规划路径犚犚犻的分段：

犚犚犾犻（犘犜，犘犅）＝ｓｅｔ（犚犚犼犻），１≤犼≤犾 （２）

其中，犘犜 为偏离航线重新计算时的当前点；犚犚犾犻表

示犚犚犻由犾段子路径组成；犚犚犼犻表示第犼段；犾＝１表

示在可用性分析时不分段。

综上所述，可以用犚犚犾（犼）犽（犻）
（犘犃，犘犅）表示在实际

导航中犘犃 到犘犅 间的规划路径有犽条，目前是第

犻条，并将其分为犾段，目前是第犼段。

定义３　路径可用度犚犃：

犚犃（犘犃，犘犅）＝
犇狉狀

犇狉狀＋犇狉狊
（３）

其中，犇狉狀为从犘犃 到犘犅 中可以顺畅行驶路段的

长度；犇狉狊为不能正常行驶的路段。指标犇狉狀、犇狉狊

具有动态性，主要数据来源为：① 经验数据；②

交通信息播发，提供的实时路段拥堵等指标。

对于路径犚犚犻，定义可用度为：

犚犃（犚犚犻
）＝

犇犐狉狀
犇犐狉狀 ＋犇犐狉狊

（４）

其中，犇犐狉狀为路径犻中可正常行驶的路段长度；犇犐狉狊

为不能正常行驶的路段长度。

路径的可用度和用户需求、数据组织方法、算

法、交通拥堵情况及其他随机信息有关，本文不讨

论交通拥堵和一些随机信息的影响，主要考虑用

户因素、数据组织和相应的算法。

２　基于概率模型的可用性度量

式（３）和式（４）只适用于对路径可用度进行统

计估算，实际行驶中偏离航线和交通限制条件等

都会影响路径，对其可用性需要重新评估。设任

何一个子路段犚犚犼犻不能通行时，整个路径便不能

通行，这 里 犚犌 （犘犃，犘犅）＝ ｛犚犚犾（犼）
１
，犚犚犾（犼）

２
，…，

犚犚犾（犼）犽
｝，其中犚犚犾（犼）犻

＝｛犚犚１犻，犚犚
２
犻
，…，犚犚犾犻｝，犚犚

犾（犼）
犻
为

一个子路径上的子路段。

可用性度量的主要思想是利用路径相对于用

户可以正常行驶的概率作为道路的可用度，它使

用概率模型进行近似描述。为方便度量，还需定

义子路段之间的连接关系和用户需求模型。

定义４　子路段之间的连接关系：

犆犼犻 ＝ｃｏｎｊ（犚犚犼犻，犚犚犼
＋１
犻
）ｏｒｃｏｎｊ（犚犚犾犻，犚犚

１
犻＋１
）　（５）

　　子路段之间的连接关系实际上就是路段之间

的连接点，用犆来表示，通常是一个路口。路段

通过路口和其他路段相连，这样路径便表示系列

的路段、路口和下一路段。定义犆犼犻 为第犻条子路

径中的第犼条子路段到第犼＋１条子路段间的连

接，当犼＝犾时表示第犻条子路径中的最后一条路

段到第犻＋１条子路径中的第一条路段间的连接。

建立服务于用户的路段犚犚 可度量的虚拟组

织模型如图１。本文采用串行的ＲＢＤ模型进行

分析，ＲＢＤ模型是系统可靠度和可用度分析中进

行子系统划分最常用的模型［４］。

图１　服务于用户犚犚 的虚拟ＲＢＤ模型

Ｆｉｇ．１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ＢＤ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Ｒｏｕｔｅ

其中，犚犚犼犻表示路段；犆
犼
犻 表示路段之间的连接关

系，每一个都相对独立。设连接节点犆犼犻 不能顺畅

通行的概率为犳狉（犆犼犻），路段犚犚犼犻不能通行的概率

为犳狊（犚犚犼犻），用概率模型来计算路径的可用度：

犚犃（犘犃，犘犅）＝ ∏
犽，犾

犻＝１，犼＝１

（１－犳狉（犆犼犻））∏
犽，犾

犻＝１，犼＝１

（１－犳狊（犚犚犼犻）） （６）

　　犳狉（犆犼犻）、犳狊（犚犚犼犻）的概率数据定义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同犚犃 中犇狉狀、犇狉狊的定义。这里的概率数

据主要来源于两类：① 通过某时段、某段道路通

行状况历史统计数据的分析，给出一个通行的经

验数据用于计算犳′狉（犆犼犻）、犳′狊（犚犚犼犻）；② 通过交通信

息播发系统，用户可以实时获得路段拥堵或通行

指标，导航仪终端可以实时接收这样的交通信息，

从而动态地将参与路径计算的道路的权值进行调

整，保证计算路径的可用性。目前已经有类似的

实用播发系统实时提供导航支持。

３　基于可用性的导航路径规划算法

目前使用较多的路径算法大约有１７种
［５］。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等人对其中的１５种进行了测试，结果

显示有３类算法效果较好，分别是 ＴＱＱ（ｇｒａｐｈ

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ｔｗｏｑｕｅｕｅｓ）、ＤＫＡ （ｔｈｅ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ｓ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ｂｕｃｋ

ｅｔｓ）以及 ＤＫＤ（ｔｈｅ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ｏｕｂｌｅｂｕｃｋｅｔｓ）。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被认为是目前求解最短路径最

高效的算法之一［６］。算法要求所有弧段的权值均

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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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负，计算可得出图中某点与图中所有点的最

短路径，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２），狀为节点个数。

道路规划中路径计算需要的参量为：

犚犌 ＝犉（犆犃，犘犅，犚犖犇，犚犔犅，犚犖犐，犚犜犚）

其中，犉为路径规划算法；犆犃 和犘犅 表示当前点和

目的地，犚犖犇指道路网数据；犚犔犅指道路分级表；

犚犖犐指道路端点信息；犚犜犚指道路拓扑关系。

计算中影响合理性的数据因素域为犐＝｛犐１，

犐２，犐３，犐４，犐５，犐６，犐７｝，分别对应｛距离优先，顺畅优

先，收费优先，高速优先，时间优先｝；评价因素的

模糊权向量为犚＝｛犚１，犚２，犚３，犚４，犚５，犚６｝，表示

因素域的影响程度；犚犃 对应的可用性矩阵为：

犚犃 ＝犐·犚＝犐·［犚１　犚２　犚３　犚４　犚５　犚６］
Ｔ

（７）

　　ＭｏｄＤｉｊ算法的思路为在道路拓扑网络中，

在已知起点和终点的情况下，找到一条路径，满足

距离最短、时间最短、费用最低等条件，可用性指

标可以按照式（７）来定义。具体算法如下。

输入：参量｛犆犃，犘犅，犚犖犇，犚犔犅，犚犖犐，犚犜犚｝

输出：规划路径组犚犌

开始：

① 构造节点临时集合犛１ 和永久集合犛２，生成的节

点犘１ 在犛１ 和犛２ 中依距离值排序；

② 每次新展开节点按照交通规制依照高等级道路优

先规则，同时兼顾距离阈值，将道路等级和距离综合为一

个比较指标犣；

③ 若发现在犛１ 中存在同一节点，比较指标犣决定是

否进行替换；

④ 每次新展开节点若发现在犛２ 中存在同一节点号，

跳过该节点；

⑤ 偏离航线时在偏离点和目标点之间寻找一个中间

点，中间点位于已经计算的路径犚犚 上；

⑥ 计算当前点和中间点之间的路径犚犚′，从犚犚 上截

取中间点和目标点之间的路径犚″；

⑦ 新的犚犚＝犚犚′＋犚″；

⑧ 在犚犚 上进行实时导航；

结束。

４　可用性实验与分析

　　本文实验所用导航仪是自主研制的基于嵌入

式的ＮＡＶ１导航仪，支持触摸屏输入和语音导

航。芯片选用主频 ２０６ ＭＨｚ的Ｉｎｔｅｒｓｔｒｏｎｇ

ＡＲＭＳＡ１１１０，６４ＭＢＳＤＲＡＭ，５１２ＭＢＣＦ，直

流１２Ｖ供电，屏幕分辨率为３２０×２４０。

犘犃 和犘犅 在北京市三环内，犘犃 位于三环西

北角，犘犅 位于三环东南角，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计算的

路径犚犚
１
沿对角方向，具有较短的距离；改进算法

ＭｏｄＤｉｊ计算的路径犚犚
２
沿环线方向，道路等级

高，距离较长。如图２、图３所示。

图２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计算的路径

Ｆｉｇ．２　Ｒｏｕ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图３　改进算法犕狅犱犇犻犼计算的路径

Ｆｉｇ．３　Ｒｏｕｔ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ＭｏｄＤｉｊ

测试时间是下午３时，两台车载导航仪同时

进行，显然，犚犚
１
＜犚犚

２
，但从图中可以看出，犚犚

１
中

有１４个左转路口，实际行驶中很不方便。测试

中，车辆１沿犚犚
１
行驶，重新计算路线１０次；而车

辆２沿犚犚
２
行驶，按照第一次规划路线行驶即可，

到达犘犅 时间车辆２比车辆１早４５ｍｉｎ，显然路

线犚犚
２
具有明显的可用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根据实验得出以下结论。

１）本文提出的路径可用性模型合理实用，可

用性度量方法具有可操作性；

２）基于道路可用性的路径改进算法在实际

应用中较好地反映了行驶的顺畅要求，使导航仪

真正实用；

３）可用性是路径合理性的一个指标，合理性

问题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还有很多因素需要

考虑，有必要在可用性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优化研

究。

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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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２００７年《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即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是以测绘为主的专业学术期刊。

其办刊宗旨是：立足测绘科学前沿，面向国际测量界，通过发表具有创新性和重大研究价值的测绘理

论成果，展示中国测绘研究的最高水平，引导测绘学术研究的方向。本刊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ＥＩ刊

源期刊。是国家优秀科技期刊和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并获中国国家期刊奖，入选中国期刊方阵。

本刊主要栏目有院士论坛、学术论文、科技新闻等，内容涉及摄影测量与遥感、大地测量与物理

大地测量、工程测量、地图学、图形图像学、地球动力学、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收录本刊

论文的著名国际检索机构包括ＥＩ、ＣＡＳ、Ｐ等，其中ＥＩ收录率达１００％，其影响因子长期名列中国

高校学报前列。本刊读者对象为测绘及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师、研究生等。

本刊为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邮发代号３８３１７，国外代号 ＭＯ１５５５。Ａ４开本，９６面，定价

８元／册，每月５日出版。漏订的读者可以与编辑部联系补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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