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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综合分析现有道路网络模型的基础上，总结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揭示了其发展趋势，论述了新一代

道路网络模型的特征是以实际车道为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以车道及其相互关系的真三维表达为主要内容，以

地面、地上和地下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与真实感表现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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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地上与地下

的交通设施日益发达，高架路和地下通道与地面道

路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大立体特征，人们对道路

与交通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二维平面。同时，

面向车道复杂而细致的交通规则应运而生，如单行

道、公交专用线、限速车道、限高限重车道、禁止转

向车道、交通时段管制车道等。描述细致真实的道

路特征、表达复杂的交通现象、提供快速准确的路

径规划与导航等成为智能交通和应急管理等领域

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１，２］。地球空间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高精度三维城市模型数据

的获取成为可能，目前采用实时差分ＧＰＳ等方法

能够快速地获取ｃｍ级的车道数据和车辆移动数

据［３］，利用车载导航系统和数字航空摄影测量技

术等也可以方便获取三维曲面和骨架数据［３］，３Ｄ

ＧＩＳ和虚拟地理环境技术对多维动态空间信息的

表达与操纵能力日益增强［４６］。因此，对道路网络

在更加微观的层次进行更全面的表达和逼真的模

拟成为可能［７，８］，并由此提供大城市范围内的应

急寻径与导航等特殊服务［２］。

１　现有的道路网络模型

在过去２０年里产生了若干代表性的道路网

络模型，如线性数据模型［９］、ＧＩＳＴ数据模型
［１０］、

交通数据模型等。以上不同的模型都反映了道路

交通的线性特征与道路数据的组织结构。本文采

用的概念是道路网络模型［１１，１２］，侧重于对道路现

象的抽象和道路数据管理。Ｃｕｒｔｉｎ从非常宏观

的角度将道路网络模型分为三类：基础网络模型、

过程模型和对象模型。Ｓｕｔｔｏｎ则将道路网络模

型划分为图示、地图和地理等网络［１３］。本文对几

种典型的道路网路模型综合评述如表１所示。

２Ｄ导航模型主要考虑２ＤＧＩＳ支持下的驾

驶行为模拟和轨道数据的利用与管理。文献［１１］

提出了基于特征的双层拓扑道路网络模型，但只

考虑了道路网络的等级和交通区域划分，并不适

于微观层面导航；文献［１２，１４］提出的ＣＲＮＭ 模

型对实际车道的表达并不充分；同时，现有２Ｄ导

航模型都缺乏有力的道路属性信息描述［１５２６］。基

于车道的道路网路模型重点在于表达车道的几

何、车道横向与纵向连通性 ［２７］。文献［１５］提出

的非平面车道模型以及文献［１６］的改进模型都没

有反映道路网络模型的多层次性。线性参考模型

服务于跨领域的线性参考和动态分段数据的利

用［１０］。目前的线性参考系统大多是建立在道路

中心线网络基础上，使用的线性参考方法不支持

面向车道的设施管理［１６］，也没有考虑道路网的多

尺度特性，并缺乏有效的三维和时态支持［２８］。商

业实施模型服务于现有商业ＧＩＳ的功能扩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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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典型道路网络模型的对比分析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ｓ

道路网络模型 优势 不足

二维导航模型

Ｌｉｕ’ｓ基于特征［１１］
双层结构

两层拓扑

两层拓扑结构仅仅适于宏观网络分析

难以解决精确定位与导航问题

Ｌｉ’ｓＣＲＮＭ［１２，１４］
不同建模实体的关联

基于行车道的几何特征

交叉口区域难以定位

没有提供实际车道层面的精确定位基准

难以实现实际车道层面的准确导航

基于车道模型

Ｆｏｕｌ’ｓ非平面车道［１５］
车道作为独立拓扑基元

非平面概念

转向表增加了系统复杂性

没有考虑三维特征与可视化

不直接支持现有寻径算法

没有考虑三维动态分段

Ｍａｌａｉｋｒｉｓａｎａｃｈａｌｅｅ’ｓ基于车道［１６］

增加车道序列

避免使用转向表

面状事件的线性参考

缺乏多尺度和三维表达

动态分段源于道路中心线

线性参考模型

ＮＣＨＰＲ２０２７（２），（３）［１７，１８］
坚实的线性参考基础

实现多维信息参考

基准难以维护

模型难以实施

Ｄｕｅｋｅｒ’ｓＧＩＳＴ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１９］

基于事件

面向对象

缺乏三维时态和语义考虑

复杂，难以实施

商业实施模型

ＵＮＥＴＲＡＮＳ［２０］
面向对象

功能包模式

便于实施

不支持三维对象管理

没有考虑实际车道拓扑

ＧｅｏＴｒａｎｓ［２０］ 交叉口线性参考方法
仍然是二维管理

目前仅提供线性参考功能

三维道路模型

Ｂｅｓｐａｌｋｏ’ｓ三维模型
［２２］

三维几何

基于车道

拓扑正确

仅仅停留在概念层面上

Ｄｅｍｉｒｅｌ’ｓ三维模型［２３］

拓扑、几何、属性信息分离

非平面、两层拓扑结构

三维几何

两层拓扑也仅仅适于宏观网络分析

没有面向实际车道

孙敏等人三维模型［２４］
立交桥模型分析

复杂结点概念

概念层面上

未考虑整个交通网络在空间、非空间、属性三维

特征

缺乏对车道的分析

左小清三维模型［２５］

三维线性参考系统

支持三维可视化

使用综合车道拓扑

网络分析并非依托实际车道

动态分段无法精确到车道上

有良好的可实施性，但目前的商业实施模型由于受

限于２ＤＧＩＳ系统平台，缺乏对三维对象的支持。

随着地球空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第三维

信息的利用和分析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３０］。

三维道路模型的发展服务于真实的距离量度和三

维结构的有效表达［２２］，如道路立交和地下通道。

关于三维道路模型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而且大

多局限于特定的方面（仅仅考虑第三维坐标信息

或者立交桥局部区域［２４］）。现有的３ＤＧＩＳ系统

虽然支持三维可视化却未能提供三维的网络分

析，在数据库结构设计和交通应用方面还停留在

２ＤＧＩＳ阶段
［１０］。面向车道的三维道路网络数据

获取技术在近年才得以突破，尚未能得到充分应

用［３，２４］。普遍缺乏统一的三维车道数据模型建模

标准和规范，目前的国际和国家标准未能给出实

际车道级的数据内容和组织方法［３１，３２］。虽然有

相关“车道模型”的概念和研究，但所指并非现实

道路中的最小分析单元，实际上是综合车道的概

念［３３］。车道拓扑描述复杂，交通规则与车道自动

拓扑建立的有机融合仍然停留在概念上。尽管可

以采用类似线性参考等方式来描述车道拓扑［１５］，

但需要建立大量的转向表，这对一般ＧＩＳ系统难

以胜任，且经典的最优路径算法未能直接支持该

类非“结点弧段”拓扑结构
［１６］。

２　道路网络模型的发展趋势

综合分析现有道路网络模型，其发展经历了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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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重要的阶段，如图１所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提出的ＤＩＭＥ和ＴＩＧＥＲ数据结构奠定了现有道

路网络模型的基础，但主要服务于人口统计，采用

平面拓扑结构。面向交通应用以及技术推动产生

了若干概念和模型，比如线性参考模型［３４，３５］、基

于特征的非平面概念［３６，３７］、综合车道的模型［３３］、

行 车 道 的 模 型［１２，１４］、单 向 行 使 车 道 的 模

型［１５，１６，３８］、多尺度分层模型［２８，３９］、三维道路模

型［４，４０４２］等。总之，道路网络模型的发展朝着更

细节、更微观、更符合现实世界行为的方向发展。

现有道路网络模型相关的国际、地区和国家标准

（如ＧＤＦ４．０
［３１］、ＧＢ／Ｔ１９７１１２００５

［３２］和目前正在

构建的ＸＧＤＦ标准
［４３］）也正在朝着这一趋势不

断完善和发展。

图１　道路网络模型的发展趋势

Ｆｉｇ．１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ｏｆ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ｏｄｅｌｓ

３　面向实际车道的三维道路网络模

型

　　越来越多的车队管理和设施管理以及车辆自

主导航常常需要以实际车道作为几何基元。实际

车道是在微观层面对道路系统进行描述，与单个

车辆的交通行为和微观交通控制密切相关，以多

线或多面的形式描述道路的几何形态，每条线段

或面带具有方向性。实际车道是道路系统中的最

小拓扑分析单元，若干实际车道聚合为一条行车

道，提供一种交通流向。实际车道具有特殊的属

性，表征其特殊功能和应用领域，如路边的停车

道、集散车道、加速车道、公交专用车道。相同功

能的实际车道也具备不同的交通特征，比如同为

一般实际车道，位于道路中心附近的实际车道其

交通流量就比其他位置的实际车道的通行能力

大。实际车道之间具有复杂的换道行为，因此，实

际车道之间的拓扑关系构建复杂（车道几何条带

之间的横向连接与垂向关系），而且交叉口处的实

际车道之间的连接关系也非常灵活。

与实际车道概念密切关联的是车道带，描述

实际车道的空间几何形状，表现为条带状，具有明

显的路面标识，采用摄影测量等技术容易被识别

和获取，是城市道路网络中常见的交通要素。车

道带对应每一条实际车道，具有相应的几何特征，

如宽度、长度。车道带提供了道路表达的最小几

何单元，在现有《交通工程手册》中对各类车道带

的规格有规范性说明，比如小型车道设计规格为

３ｍ或者３．２５ｍ，一般车道设计要求为３．５ｍ，

特殊车道设计为３．７５ｍ或者４ｍ。车道带具有

明显的几何特征和空间可识别性，是路面可视化、

导航以及车道级设施管理的重要参照对象，与物

理实际车道之间具有逻辑对应关系，即所谓的物

理车道实际上是拓扑结构，而车道带是几何模型。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提出面向实际车道的三

维道路网络模型概念，并认为这将是未来道路网

络模型的发展方向［４４，４５］，也是对ＧＩＳ时空数据模

型的一种发展［９，４６５２］。针对道路网络呈现出日益

复杂的大立体、高动态特征和准确可靠寻径导航

的应用特点，面向实际车道的三维道路网络模型

研究亟待解决如下瓶颈问题。

１）支持多层次的拓扑与几何表达和不同抽

象对象之间的逻辑关联。不同的交通应用需要不

同层次的拓扑网络和几何可视化表达，包括街道、

路段、行车道、综合车道以及实际车道。过去的研

究只是针对单一建模要素而缺乏层次概念，不便

于不同层次和形态（包括三维曲线和三维曲面）的

几何表达与拓扑分析。

２）几何与拓扑要素的分离。已有的道路网

络模型研究一直把几何和拓扑绑定在一起，不便

于表达几何与拓扑要素之间的多对多关系，也不

便于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时态车道模型（比如时变

车道和换向车道）。同时，由几何网络自动衍生拓

扑网络的方法对几何精度的要求很高，而且自动

构建拓扑的过程需要集中管理和单用户操作，不

适宜于大数据量的分布式网络环境。

３）多维时态对象的线性参考。道路信息可

以是一维（线性坐标）、二维（平面坐标）、三维（平

面＋高度信息）和四维（动态信息），然而，现有的

道路网络模型不能够支持多维对象的线性参考，

包括地面、地上、地下三维的设施与事件。同样，

现有的道路网络模型在时间基准、时间参考方法、

移动对象的描述和历史数据的管理、保存和使用

上也存在很大的局限。

４）实际车道几何、属性与连通关系的综合表

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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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道路中心线模型隐含了单向车道的属性、几

何与拓扑信息，而时态的变化、属性的变化、空间

位置的变化都和实际车道拓扑密切相关。面向未

来的交通管制和应急服务等需求，实际车道的拓

扑关系更为重要；对微观层面上的交通现象的模

拟与仿真中，实际车道的几何与拓扑信息举足轻

重。

５）领域本体与语义的融合。传统的模型缺

乏道路交通本体和语义的考虑，而有效的语义信

息利用，比如车道序列、行车规则、车道相对位置、

上下相对关系等，更符合高效的网络分析和空间

决策需要。

６）面向实际车道的应用。具有多层次结构

的面向实际车道的三维道路网络模型无疑为大城

市环境中快速准确的寻径导航服务提供了新的理

论模型。

随着城市道路网络的日益复杂和交通需求的

不断提高，面对各种危机进行有效的应急响应，基

于道路中心线的网络模型正积极向面向实际车道

的三维道路网络模型方向发展。特别是随着低成

本、高精度传感器系统的逐步成熟，道路网络与移

动定位的精度越来越高并实现车道层次的精确定

位，面向实际车道的三维道路网络模型，以及在此

基础上扩展的各种资源优化组织、寻径与交通诱

导等新方法正为城市道路设施的高效管理与利用

提供日益广阔的途径。基于新一代道路网络模

型，发展多层次网络分析、路径规划与导航等应用

算法将是ＧＩＳＴ交叉领域新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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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任刚，王炜．交通规划中的动态路网及其模型研究

［Ｊ］．公路交通科技，２００２，１９（６）：１０８１２２

［５２］肖增敏，李军．动态网络车辆路径问题：研究现状

及展望［Ｊ］．系统工程，２００４，２２（７）：６８７１

第一作者简介：朱庆，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数字摄影测

量、数码城市地理信息系统和虚拟地理环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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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ｎｅｔ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进入犈犻核心版

［本刊讯］　来自美国《工程索引（Ｅｉ）》中国中心的消息，自２００７年第１期起，《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已经进入Ｅｉ核心版。与该刊一起进入核心版的中国期刊

还有１７种。至此，我国科技期刊中，被Ｅｉ核心版收录的达到１５８种。

《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长期以来依托专业优势、开放办刊，期刊质量和办

刊水平在高校学报界有口皆碑，多次获得各级奖励。２００５年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二

等奖，并被授予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称号。自１９９６年起进入ＥｉＣｏｍｐｅｎｄｅｘ，收录

率逐年提高，２００５年达到１００％。据统计，Ｅｉ已经累计收录本刊发表的论文１３２３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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