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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车辆的运动轨迹只能被限制于道路网络上的事实约束，提出了一种基于道路特征的车辆监控数

据存储管理方法，存储车辆在道路网特征点处的信息，通过将原始数据中存储的二维地理坐标转换为存储一

维的沿道路网的线性参照坐标实现了监控数据和道路网的结合，可极大地节省ＧＰＳ车辆跟踪数据的存储空

间，有利于对车辆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利用和交通信息的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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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车辆监控数据的主要使用者是交通分

析和规划部门、公交部门以及物流部门。交通分

析和规划部门使用ＧＰＳ浮动车获取道路的通行

状态和对应的交通参数，主要考虑道路的覆盖率

和不同时段的路段速度信息；公交部门需要记录

公交车的状态、到站时间和线路平均通行时间；物

流系统主要应用于轨迹的查询和回放，重点记录

经过的路段信息。针对车辆监控数据的数据处理

与实际应用［１７］，本文系统地提出了基于特征点采

样的数据压缩方案，通过建立线性参照与路网信

息结合，实现了较高的数据压缩率与较少的信息

损失，为信息分析和提取提供了便利。

１　监控数据压缩模型、原理与步骤

１．１　监控数据压缩模型及组织

针对ＧＰＳ车辆监控数据的特点及后续应用，

本文提出了基于特征点采样的数据压缩方法，其

基本思想是将ＧＰＳ点的经纬度坐标转为线性参

照坐标和路网进行结合，按照一定的特征点采样

方法，如时间间隔、距离、速度、道路节点等，对原

始数据进行了采样和重采样，保留关键的信息和

特征点，剔除无效数据或信息冗余数据，实现了监

控数据的压缩和重新组织。压缩处理后的监控数

据的数据库组织如图１所示。

图１　压缩的监控数据的数据库组织结构

Ｆｉｇ．１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ａｔａ

监控车辆的每条轨迹由一系列轨迹点组成，

并通过车辆编号和车辆信息进行关联，轨迹点的

空间几何属性采用线性参考模型（ＬＲＳ）记录，由

此和道路网数据形成有机结合。对于时态信息，

在轨迹集合中由日期字段标记一辆车一天的轨

迹，而时间字段记录表示采样点的瞬时时间，从而

形成了天到具体时段的时间层次，以便进一步的

时间相关分析处理。

１．２　线性参照系统

线性参照系统（ＬＲＳ）数据模型是交通地理信

息系统（ＧＩＳＴ）中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的关键问

题之一［８］，通过交通网络上已知点引出的路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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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于该已知点的偏移来定义其他任意一个点的

位置［９］。由于作为车辆跟踪数据的重要属性信息

的速度值具有比较明显的线性变化特征，车辆历

史轨迹的查询和分析需要能适应道路数据的变化

与更新，本文将道路结点作为线性坐标的参考点，

由道路形状点计算ＧＰＳ特征点的里程值。

本文的道路网数据为Ｍａｐｉｎｆｏ格式的武汉市

道路数据，采用结点弧段法计算线性坐标的步骤

如下。

１）设所求点为犘，其所在的路段的起始点为

犘０，形状点为犘１…犘犻…，依次计算点犘 到犘犻和

犘犻－１的距离和｜犘犻犘｜＋｜犘犻－１犘｜；

２）求得ｍｉｎ｛｜犘犻犘｜＋｜犘犻－１犘｜｝，则犘位于

犘犻－１，犘犻之间；

３）计算犘点对应线性里程值：

犔犘 ＝∑
犻－２

犽＝０

狘犘犽犘犽＋１狘＋狘犘犻－１犘犻狘μ

１．３　监控数据压缩方案

基于特征点的数据压缩方法主要包括数据预

处理、地图匹配、特征点采样、计算线性参照和存

储等步骤，操作流程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据压缩操作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２　基于特征点的数据采样

为了能够准确地描述车辆的运行轨迹，需要

记录道路特征点。进行路线平均速度的计算和车

辆运行状态的查询，需要记录速度的变化特征点，

同时结合道路结点和速度特征点可以进行路段旅

行时间估计。

１）按道路特征采样压缩。道路路段和节点

是对路网拓扑关系的描述，如果存储车辆所经过

的一系列路段，就能迅速准确地恢复车辆的运行

轨迹。由于道路特征点可能并不是原始数据的采

样点，所以需要对道路特征点的速度和时间属性

进行插值计算。通过以下步骤，可以实现基于道

路网络的轨迹数据的压缩。

① 找出车辆在道路中所经过的路段，确定车

辆所经过路段的ＩＤ。

② 计算车辆所经过的路段的交点，即轨迹所

经过的道路结点处的速度值和时刻。

假定车辆经过路段犚犻 到达路段犚犼，路段犚犻

与路段犚犼 之间的结点表示为犘０，犘犻代表车辆在

路段犚犻上的最后一个采样点，犘犻＋１代表车辆在路

段犚犼上的第一个采样点。那么车辆在经过点犘０

的速度犞犘
０
和时刻犜犘

０
为：

犞犘
０
＝ （犞

２
犻＋１ＤＩＳ（犘犻，犘０）＋犞

２
犻·

　　　ＤＩＳ（犘犻＋１，犘０）／犛）
１
２ （１）

犜犘
０
＝犜犻＋

犞犘
０－犞犻

犞犻＋１－犞犘０
（犜犻＋１－犜犻） （２）

式中，ＤＩＳ（犘犻，犘犼）表示犘犻 和犘犼 点间的距离；犞犻

和犜犻表示犘犻点的速度与时刻。

ＤＩＳ（犘犻，犘０）＝ （（狓犻－狓０）
２
＋（狔犻－狔０）

２）
１
２

ＤＩＳ（犘犻＋１，犘０）＝ （（狓犻＋１－狓０）
２
＋（狔犻＋１－狔０）

２）
１
２

犛＝ＤＩＳ（犘犻，犘０）＋ＤＩＳ（犘犻＋１，犘０）

　　③ 将求得的点作为道路特征采样点存入车

辆轨迹数据库。

在道路网密集且路段很短的情况下，如果两

个路段的方向基本没有变化，可以进一步压缩中

间结点，以实现更高的压缩比。需要说明的是，基

于道路特征点的车辆跟踪数据的压缩，假设车辆

在每个路段上为匀速运动，损失掉了较多路段中

的速度信息，不利于细粒度的速度分析。

２）按速度采样压缩。压缩时按特定点数计

算平均速度，剔除速度变化小于给定阈值的点，建

立线性参照，得到压缩方案对应的数据点，两个相

同速度点之间认为是匀速运动，而不同速度点间

可以看作匀加速运动。这种方法便于进行车辆运

动行为建模、排队信息处理以及实时交通预报等。

３）道路变化和速度变化综合特征点抽取。

只记录车辆运行过程中所经过的结点处的时刻，

可以恢复出车辆的历史轨迹，但丢失了较多的速

度信息；按速度进行压缩的方法只保留速度变化

点可以很好地描述车辆运行模式，但是车辆经过

的道路信息会有丢失，无法快速有效地恢复道路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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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迹。如果能将这两种特征点保留，可以最大

限度地恢复车辆的行驶轨迹和车辆的速度变化。

本文道路变化和速度变化综合特征点抽取算法如

下。

① 将原始数据经过地图匹配之后的点集与

按道路特征点压缩产生的点集组成新的点集，作

为特征点压缩的输入数据。

② 按新的点集采用类似速度压缩的方式进

行操作，碰到内插的道路特征点，不作速度判断直

接保留，而对于其后续结点，则以内插点处的速度

为基准进行判断，直到遇到下一个速度变化大于

域值的点或者内插出的结点。

③ 将步骤②中求得的点作为综合特征采样

点存入车辆轨迹数据库。

３　特征点采样数据压缩实验与分析

本实验系统采用的是武汉卓越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的车辆跟踪数据，包括武汉市的３０台车一个

月内的所有跟踪数据，监控数据使用ＳＱＬＳｅｒｖ

ｅｒ２０００存储，采用的地图是 ＭａｐＩｎｆｏ格式的武汉

市的最新道路网数据。

实验一　各种压缩方法结果的地图显示效果

（图３）。

图３　各方法结果效果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对于按速度压缩域值的选取，根据数据的实

际情况选取了压缩比近似相同的一组来比较各种

压缩方法的效果。各种压缩方法的压缩比如表１

所示。在压缩比几乎相同的条件下，道路结点的

压缩方案得到的数据点最均匀，能较好地描述车

辆的运行轨迹。相对而言，按速度压缩表达的轨

迹最差，因为该方法没有考虑轨迹的道路特征，而

结合了道路特征和速度特征的压缩方法保留的信

息最为全面。

表１　各种压缩方法的的记录数与存储空间表

Ｔａｂ．１　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ｐａｃｅｓ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处理方法
记录

条数

记录压

缩率／％

记录大

小／Ｋｂ

空间压

缩率／％

原始纪录数 ９１８１２ － ９７９４ －

地图匹配后的记录数 ７７３４２ － ６７３６ －

按速度压缩（阈值为１５ｍ／ｓ）１４４８１ ８４．２ １２５６ ８７．１

按道路节点压缩 １３７９８ ８４．９ １１９２ ８７．８

按道路速度节点压缩 ２５５１８ ７２．２ ２２３２ ７７．２

　　实验二　不同压缩方法针对多轨迹压缩的总

体压缩效果比较（图４）。

本文介绍的基于特征点的压缩方法和具体轨

迹的组成路段和车辆的速度行为相关，通过１００

条轨迹的压缩效果分析，可以看到各压缩方法有

较好的稳定性。道路速度特征点压缩综合考虑了

道路信息和速度信息，每条轨迹存储了较多的采

图４　不同方法的压缩比曲线

（纵坐标＝压缩后的采样点数／原始数据点数）

Ｆｉｇ．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样点，道路特征点压缩只记录车辆经过的路段结

点，并按连通性作了进一步压缩，因而压缩比最

高。

实验三　压缩前后的４０条路段的平均速度

误差曲线（图５）。

由于路段平均速度不仅与速度变化相关也和

道路特征联系紧密，道路速度特征点压缩的道路

平均速度的相对误差基本保持在较小的范围内，

按道路特征压缩也能反映路段平均速度的变化趋

势，但在数值上有较大误差。速度特征点压缩法

虽然记录了较多的速度信息，但道路信息的缺失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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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压缩方法路段平均速度相对误差曲线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Ｒｏａｄ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ｐｅｅｄ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也使得其准确度不理想。

实验四　不同压缩方案的综合压缩效果比较

（表２）。

此处的道路覆盖率定义为压缩单条轨迹点集

所确定的路段数目与原始数据的比值，道路采样

点率为一条路段上对应的采样点数之比。道路特

征结合速度特征压缩方法包含了最多的路段覆盖

数，即保存了最多的原始信息。由于对一系列短

距离的连通路段进行了进一步压缩，道路特征点

压缩只有较小的道路覆盖率，对轨迹的准确性没

有影响，而速度压缩的道路覆盖数较小，在轨迹还

原时需要更多的辅助工作，如计算跨路段采样点

间的最短路径。道路特征压缩只记录了道路变化

表２　不同压缩方案的综合比较

Ｔａｂ．２　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压缩方法＼压缩效果 存储空间压缩率／％ 采样数压缩率／％ 平均速度差／％ 道路覆盖率／％ 道路采样点率／％

道路特征 ８７．８ ８１．７ １．２ ３５．４ ２２．９

速度特征（阈值１５） ８７．１ ７９．５ ２．１ ３１．５ １９．６

道路结合速度特征 ７７．２ ６５．０ ０．８ ５３．３ ３６．２

的特征点，因而表现了较少的单路段采样数。道

路速度法结合了道路特征和速度特征，所以采样

点数多于单纯的速度采集或道路特征采集，这一

比值基本和压缩率相对应。

目前的车辆跟踪系统的数据存储并没有考虑

到交通信息提取、快捷的轨迹回放、路段速度分析

等潜在应用，一般只是将每个采样点的位置、车速

等信息简单地保存下来，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存储

空间，也不便于后续的处理工作。为了减少数据

冗余，方便信息的提取，需要对监控数据进行整

理、分析、压缩。考虑到车辆运动的道路网络限

制，本文提出了结合道路网络基于特征点采样的

车辆跟踪数据的压缩方法，并且通过实验分析验

证了其可用性与有效性。

在后续工作中将研究根据不同的压缩策略建

立对应的压缩数据模型；进行车辆跟踪数据压缩

方法的误差分析；根据压缩后的数据提取道路的

平均通行时间、不同时间的道路通行状况、出行的

规律等，为交通规划提供数据支持。

参　考　文　献

［１］　ｄｅＡｌｍｅｉｄａＶＴ，ＧｕｔｉｎｇＲＨ．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ｊｅｃ

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Ｇｅｏ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ｃａ，２００５，９（１）：３３６０

［２］　郑宇，何大可，张文芳，等．一种有效的 ＧＰＳ数据压

缩方案［Ｊ］．中国铁道科学，２００５，２６（３）：１３４１３８

［３］　ＬｉＸｉａｎｇ，ＬｉｎＨｕｉ．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ｆｏ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Ｑｕｅｒｉｅｓ［Ｊ］．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２０（３）：３０３３２８

［４］　ＢｒａｋａｔｓｏｕｌａｓＳ，ＰｆｏｓｅｒＤ，Ｔｒｙｆｏｎａ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ａｔａ

［Ｃ］．Ｔｈｅ２１ｓ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Ｄａｔａ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ｏｋｙｏ，２００５

［５］　ＧｕｔｉｎｇＲＨ，ｄｅＡｌｍｅｉｄａＶＴ．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Ｑｕｅｒ

ｙｉｎｇ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ｎＶｅｒｙＬａｒｇ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２００６，１５

（２）：１６５１９０

［６］　ＷｏｌｆｓｏｎＯ．Ｍｏｖ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ｔｈ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Ｃ］．Ｔｈｅ５ｔｈ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ｏｎ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Ｉｓｒａｅｌ，２００２

［７］　Ｍｅｒａｔｎｉａ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Ｍｏｖ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Ｄａｔａ［Ｄ］．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Ｔｗｅｎｔ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２００５

［８］　刘学军，徐鹏．交通地理信息系统［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　ＭｉｌｌｅｒＨＪ，ＳｈａｗＳＬ．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ｆｏ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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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３５２页）

０４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