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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把基于典型事例推理的智能方法应用到路径规划过程中。在结合道路网络知识的基础上，定

义了典型事例，并基于事例进行了推理。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减少了搜索空间，加快了搜索速度，并满足人

们喜欢在熟悉路径上行驶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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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规划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给定的数字

道路地图中寻找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最优路径。

常用的路径规划方法是针对用导航世界的空间模

型定义的问题空间，使用直指目标的启发式搜索

策略。启发式策略有多种，如探索精致的运行数

据结构及搜索算法的贪心策略［１，２］、合理限制搜

索区域的方向策略［３］以及利用层次推理方法构造

交通网络最优路径的层次策略［４，５］。启发式搜索

策略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将搜索限定在一定的规

模内。基于事例推理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路径规

划方法，旨在利用人们的经验进行推理。在路径

寻找过程中，人们喜欢在熟悉的路径上行驶［６］，基

于事例推理的路径寻找方法可以满足人们的这种

偏好。这种方法虽不一定是运用了最佳的解决方

法，但是一种相当具有时效、可以立即提供解决对

策的方法。特别是在路径规划算法中，如果使用

一些常识知识和地理空间知识，算法就会避免那

些不必要的搜索，减少搜索空间，加快搜索速度，

并获得更符合人们日常行为习惯的解。

１　基于事例推理路径寻找的一般算

法

　　根据用户输入的源点和目标点，用基于事例

推理技术获取最终的最短路径的解可分为以下几

种情况：① 完全匹配；② 部分匹配；③ 结合其他

算法解决。虽然从直觉上来说，基于事例推理的

路径规划方法很吸引人，但是，如果仅单纯地使用

基于事例推理的方法不是很有效，这是因为：

① 在大型道路网络中，不可能存储从一个点到其

他各点的所有最短路径；② 即使能创建一个完整

的事例库，仍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需要一个很大

的存储空间，二是事例恢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所以，需要根据道路网络的特点，结合道路网络的

知识，在基于事例推理的基础上，寻找更好的存储

和恢复事例技术。

２　典型事例的定义及存储

Ａｎｗａｒ等针对日本国家道路网的特点提出

了“必须经过链”的概念来减小事例库［７］。本文借

鉴这一概念，并利用文献［５］中提到的道路网知识

定义典型事例库并推理，使算法更完整、有效。

一条“必须经过链”是指连接两个道路子网

络，且是连接通过这样一条链连接的道路子网络

中源点和终点路径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如果源点

和终点在这条链两侧的道路子网络中，那么源点

与终点间的最短路径肯定要通过这条链。城市道

路网在高等级道路的划分下形成了一个个自然格

网，如果对每个格网都有一条从这个格网的入／出

结点到这条“必须经过链”的最短路径存储作为事

例，那么，最短路径的获取只需要在源点和目标点

所在的子网络中运行搜索算法和恢复连接格网与

“必须经过链”的事例。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根据对路网知识和“必须经过链”方法的分

析，定义典型事例为以下两种类型：① 每个格网

到“必须经过链”的最短路径存储为事例；② 如果

两个格网都位于“必须经过链”的同侧，则两个格

网间的最短路径存储为事例。事例包含三种信

息：事例起点所属的格网、起点格网的入／出结点、

最短路径弧段和结点序列。事例通过已存储路径

的起终结点所属格网的ＩＤ号作为索引。事例存

储用网络子网络的层次来组织，且用所在的邻域

作为事例的索引。

３　基于典型事例推理的路径寻找算

法

３．１　算法步骤

假设一个出行者想从起点犗到达终点犇，如

图１所示。根据存放在事例库中的已有典型事

例，基于典型事例推理的路径规划算法的流程为：

１）判断起点犗所在的格网，称为起点格网。

２）判断终点犇所在的格网，称为终点格网。

３）如果起点所在的格网与终点所在的格网

位于一条“必须经过链”（犎犐）的两侧，则：① 在事

例库中，判断是否存在连接起点格网与“必须经过

链”之间的最短路径事例犌犎，如有，恢复该事例，

转③；② 在起点格网所在一侧的局部网络犕 中，

运用最短路径算法计算起点格网的最佳入／出结

点犌 到“必须经过链”同侧端点 犎 的最短路径

犌犎，并把新的解增加到事例库中；③ 在事例库

中，判断是否存在连接终点格网与“必须经过链”

之间的最短路径事例犐犑，如有，恢复该事例，转

⑤；④ 在终点格网所在一侧的局部网络犖 中，运

用最短路径算法计算终点格网的最佳入／出结点

犑到“必须经过链”同侧端点犐的最短路径犐犑，并

把新的解增加到事例库中；⑤ 在起点格网中，用

最短路径算法计算从起点到①或②中事例的起点

格网的最佳入／出结点间的最短路径犗犌；⑥ 在终

点格网中，用最短路径算法计算从终点到③或④

中事例的终点格网的最佳入／出结点间的最短路

径犇犑；⑦ 连接犗犌、犌犎、犎犐、犐犑及犇犑，就生成了

从起点犗到终点犇 之间的最短路径。

４）如果起点格网与终点格网位于一条“必须

经过链”的同一侧，且两个格网不相同或者不相

邻，则：① 在事例库中，判断是否有连接起点格网

与终点格网间的完全匹配事例，如有，恢复该事

例，转③；② 在两格网所在一侧的局部网络中，运

用最短路径算法计算起点格网的最佳入／出结点

到终点格网的最佳入／出结点的最短路径，并把新

的解增加到事例库中；③ 在起终点格网中，分别使

用最短路径算法计算从起、终点到①或②中事例的

格网的最佳入／出结点间的最短路径；④ 连接①或

②中的事例和③中计算出的两条最短路径，就生

成了从源点犗到目标点犇 之间的最短路径。

５）运用最短路径算法在某一个格网或某两

个相邻格网范围内直接求解。

图１　一个理想的路径寻找例子

Ｆｉｇ．１　Ｉｄｅ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ＲｏｕｔｅＦｉｎｄｉｎｇ

３．２　入／出结点的确定

从上面的算法分析可以看出，计算格网与“必

须经过链”、格网与格网间的最短路径解作为事例

时，确定格网的最佳入／出结点是算法的关键。图

２为格网与“必须经过链”间的最佳入／出结点的

确定。判断起点犗落入的格网，获得格网的几何

中心，仿照文献［５］中提到的启发式结点提升技

术，用伪链连接格网的几何中心犛与各入／出结

点，把犛提升到高层次，在高层次道路网络中计

算犛犃（犃为“必须经过链”的与格网同在一侧的

端点）间的最短路径。如果最短路径上的结点犅

作为格网的最佳出结点，那么，把犅犃间的最短路

径作为事例存储。在规划新路径时，凡是落入该

格网的点，都可以通过计算该点与犅间的最短路

径、恢复事例犅犃，获得该点与犃 间的最短路径。

图３为格网与格网间的最佳入／出结点的确定，通

过伪链分别连接犗和犇 到相应格网的每个入／出

结点。伪链的代价可用起点犗（终点犇）到各个

入／出结点的直线距离加上各个入／出结点到终点

犇（起点犗）的直线距离之和替代。通过计算，用

最小的距离之和来判断格网的最佳入／出结点。

如果计算结果是犃、犅 作为格网的最佳入／出结

点，则最短路径犃犅作为格网间的最短路径事例

存储。当规划一条新路径时，如果判断出某一起

点犗′落在格网１中，而终点犇′落在格网２中，并

且犗′、犇′到犃、犅的伪链距离都小于到其他入／出

结点的距离，那么就可用最短路径算法计算犗′到

犃、犇′到犅 的最短路径，从而连接犗′犃犃犅犅犇′，

就生成了犗′到犇′之间的最短路径。

４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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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格网与链间入／

出结点的确定

Ｆｉｇ．２　Ｅｎｔｅｒ／ｅｘｉｔＮｏ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ｉｄａｎｄＬｉｎｋ

　　

图３　格网间入／

出结点的确定

Ｆｉｇ．３　Ｅｎｔｅｒ／ｅｘｉｔＮｏ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ｉｄｓ

３．３　算法分析

当起点和终点在“必须经过链”的两侧时，从

起点格网到“必须经过链”的最短路径以及从终点

格网到“必须经过链”的最短路径可以通过事例恢

复获得。其余的路径搜索限制在各自所在的格网

中，所以搜索空间小，搜索速度也快。如果起点与

终点所在的格网都位于“必须经过链”的同一侧，

即使格网间没有最短路径事例存在，但搜索的范

围限制在一侧，搜索的结点和弧段的数量明显减

少，所以运行速度也较快。在事例库的存储方面，

有两方面的改进：① 经“必须经过链”，把网络分

成两部分，假设一部分有犿个格网，另一部分有狀

个格网，则存储的事例为犿＋狀个。假设所有格

网间的事例都存储，那么总事例数为犆２犿＋（犿＋

狀）＋犆２狀。而如果没有引入“必须经过链”，事例个

数增加为犿狀个，则总事例数为犆２犿＋狀，当犿 和狀

较大时，后者明显比前者大。② 两个格网内的若

干个结点之间的最短路径事例，在极端情况下，最

多用两个格网间的犆１犲×犆
１
犳（犲和犳 分别为起点格

网和终点格网的入／出结点个数）个事例替代，并

且实验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事例的个数远小于

极端值，所以存储量会明显减少。

４　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采用的数字道路地图是武汉市城区图。

在该实验中，把长江大桥所在的链定义为“必须经

过链”，以高层次的路网数据建立格网索引（在该

例中，高层次上有１６６个格网多边形），如果起点

和终点分别位于“必须经过链”的两侧，则分别建

立起点格网和终点格网与“必须经过链”的事例，

通过计算格网中心点与“必须经过链”某一端点的

最优路径来确定格网的入／出结点。所以该事例

只有一个，并且所有落入该格网中的点都可以通

过该事例来恢复，即最后的路径由５部分组成：起

点和终点到相应的起点格网和终点格网入／出结

点的两条最短路径（用算法计算）、起点格网出结

点到“必须经过链”的最短路径（通过事例恢复）、

“必须经过链”、终点格网入结点到“必须经过链”

的路径（通过事例恢复），如图４所示。图４中，①

为创建起点格网入／出点到“必须经过链”的路径

事例；②为创建终点格网入／出点到”必须经过链”

的路径事例；③为根据起点所在的格网索引恢复

事例；④为根据终点所在的格网索引恢复事例。

图４　由“必须经过链”事例恢复路径示例图

Ｆｉｇ．４　ＲｅｔｒｉｅｖｉｎｇｔｈｅＲｏｕｔｅｂｙＭｕｓｔ＿ｂｅ＿ｐａｓｓｅｄ

ＬｉｎｋｓＣａｓｅ

实验中，随机选取了８对结点（８对结点的起

终结点都分别位于“必须经过链”的两侧），测试它

们在不同大小的事例库中恢复所需要的时间，如

表１所示。从表１可以看出，基于事例推理的路

径寻找方法运行的时间与路径长度无关，只与事

例库的大小相关。当事例从１６６个（１６６为本例

中高层路网的格网数）增加到１６６×３个（如果该

例中有三条“必须经过链”）时，算法的运行时间增

加了２０ｍｓ左右；当事例个数增加到１６６×１００个

（数据量为１．７６ＭＢ）时，算法的运行时间增加了

７００ｍｓ左右，仍比层次路径算法的搜索时间少。

５　结　语

　　本文方法在基于事例推理技术的基础上，充

分考虑了问题空间的特性，再加上利用道路网络

的自然格网知识，使得该算法在计算上比已有的

算法更有效。对于一些城市道路网，在无法找到

不可替代链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使用自然格网把

５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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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算法运行时间比较

Ｔａｂ．１　Ｒｕｎｎｉｎｇ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结点对ＩＤ 路径长度／ｍ
层次算法时

间／ｍｓ

事例推理算法运行时间／ｍｓ

事例个数

１６６×１ １６６×２ １６６×３ １６６×１０ １６６×５０ １６６×１００

（５０５２，５３３７） ４０６５．８６ １６６３ ５１０ ５２０ ５３０ ５８１ ８７１ １２５１
（５０６９，５７９８） ６７６６．１５ ３２７５ ４００ ４１０ ４２１ ４７１ ７７１ １１４１
（４２３７，５２７１） ７１６９．４６ １６５３ ３９１ ４０１ ４１１ ４６１ ７６１ １１３１
（３９２８，４３７７） １２５０５．８３ ３４３５ ４７０ ４８０ ４９１ ５４１ ８４１ １２０２
（３０９５，５８７１） １４７０４．１３ ２１５３ ４１０ ４２１ ４３０ ４８１ ７８１ １１６２
（２５２７，６４３８） １５７７９．７３ ５６３８ ９２１ ９３１ ９４１ １００２ １２９２ １６５３
（２７８７，６０４６） １７７６０．８６ １６１３ ３００ ３１０ ３２１ ３７１ ６７１ １０４２
（１３８５，６４５９） ２４４５７．５３ １９０４７ ５６１ ５７１ ５８０ ６３１ ９４１ １３１２

道路网络进行分解，把点与点之间的若干个最短

路径事例转换成包含这些点的格网与格网之间的

事例，从而减小了事例的数量，并可以采用分层索

引机制来存储事例，提高事例检索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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