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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详细研究了分布式多级道路网的最优路径服务应用系统的设计思想、数据集成方式、服务端和客户端

的制定，以及工作流程的表达等，提出一套较为完善的设计方案。从应用实例分析可知，多级道路网的最优路

径服务系统是可行的，且路径分析效率较高，能够切实解决大区域道路网路径分析服务的集成与应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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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大区域的道路网计算问题，许多学者提

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如空间分解道路网模型算

法［１］等，大多采用网络分解技术或分级技术来减

少计算负担和大规模网络的存储需求。在全国基

本比例尺地形图库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多尺度数

据可以较好地作为道路网分级标准。因此，以分

解分级方法为基础，采用多尺度信息作为分级标

准，按照数据由粗到细，构建金字塔似多级道路网

数据模型，其中各级道路网数据可以来源于不同

的网络数据库。从低到高逐级进行最优路径计

算，每级计算可采用较为成熟的最优路径算法，如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将各级道路网的计算结果连接形

成一条完整路径，直到最高一级计算完毕［２］。

１　分布式多级道路网的数据集成

道路网数据由于涉及的范围不同，采用的比

例尺、数据精度不同，而存储于不同部门的数据库

中。如何将这些分布式的信息进行集成构建金字

塔似多级道路网模型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共享与互操作时，将空

间数据转换为公共接口描述规范的数据流，如果

符合ＯＧＣ标准的ＧＭＬ文档，则分布式道路网数

据都以ＧＭＬ文档方式聚集在一起，构建金字塔

似多级道路网数据模型。

因此，本文研究并制定了分布式道路网的

ＧＭＬ应用模式（ＣＧＭＬ），具体定义为一个ＧＭＬ

专用标准和６个 ＧＭＬ子应用模式。ＧＭＬ专用

标准（ＣＧＭ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ｘｓｄ）中引入了ＧＭＬ规范中

定义的观测、动态要素、层、坐标参考系、时间参考

系、默认式样和拓扑等７个根模式。

６个应用子模式的定义建立在专用标准基础

之上，分别描述如下。

１）总体模式（ＣＧＭＬ．ｘｓｄ）。总体模式中引

入了其他基础信息模式、地物要素模式、地物表现

模式、注记模式和转向信息模式５个模式。

２）基础信息模式（ＣＧＭＬ＿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ｘｓｄ）。

基础信息模式定义了ＣＧＭＬＢａｓｉｃＩｎｆｏ元素，该元

素为ｇｍｌ：＿ＭｅｔａＤａｔａ替换元素。主要描述与元

数据相关信息，如数据版本号、单位、参考系等参

数。该模式与《地球空间数据转换格式》标准中的

头文件信息一致。

３）地物要素模式（ＣＧＭ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ｘｓｄ）。地物要素模式定义了ＣＧＭ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ｅｍ

ｂｅｒ元素，该元素主要描述地物的几何、属性、符

号表现等信息。道路网络的权值很大程度来源于

属性信息。

４）地物表现模式（ＣＧＭ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Ｒｅｎｄｅｒ．

ｘｓｄ）。地物表现模式定义了ＣＧＭＬＲｅｎｄｅｒ元素，

该元素主要描述地物的符号表现形式。提供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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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的描述方式：①ｃｇｍｌ：ＣＧＭ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Ｒｅｎｄｅｒ

元素描述，主要定义表现颜色、模版、符号ＩＤ等信

息，这种方式表达清晰明确；② 采用ＧＭＬ３．０中

的ｇｍｌ：ＤｅｆａｕｌｔＳｔｙ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ｙｐｅ类型元素描

述，表达信息更加灵活丰富。采用哪种表达方式

可以根据实际应用决定。

５）注记模式（ＣＧＭＬ＿Ａｎｎｏ．ｘｓｄ）。注记模

式定义了ＣＧＭＬＡｎｎｏ元素，该元素用于描述注

记信息，包括注记文字、注记表现、注记点数和注

记点坐标信息等。

６）转向信息模式（ＣＧＭＬ＿Ｔｕｒｎ．ｘｓｄ）。转向

信息模式定义了ＣＧＭＬＴｕｒｎＩｎｆｏ元素，主要描述

一个转向信息的起始边、终止边，以及转向所赋予

的权值信息。其权值信息与道路网中每条路段的

权值信息在单位、数量级上保持一致。

按照上述ＧＭＬ的应用模式定义，多级道路

网中的各级数据可以采用统一规则的ＧＭＬ文档

进行存储（图１）。这既能满足数据存储和传输的

需求，又能为构建金字塔似多级道路网数据模型

提供必要条件。

图１　每一级道路网的ＧＭＬ文档描述

Ｆｉｇ．１　ＧＭ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ａ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例如，全国１∶４００万地形图中道路层的

ＧＭＬ文档实例，道路层名为“ＣＹＭ．ＲＯＡＤ＿Ｌ”，

该层的所有地物位于＜ｇｍ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Ｍｅｍｂｅｒ＞标

签内。通过＜ｃｇｍｌ：ＣＹＭ．ＲＯＡＤ＿Ｌｇｍｌ：ｉｄ＝

“Ｃｌａｓｓ＿９”Ｇｅｏｔｙｐｅ＝“ｇｍｌ：Ｃｕｒｖｅ”＞可获知层

名，层ＩＤ以及层的几何类型为“折线”。而后依次

描述层的元数据信息、边界范围、符号表现、属性

项以及每一个地物的信息。

２　最优路径服务模块设计

最优路径服务可以看作是在互联网上，通过

ＳＯＡＰ、ＨＴＴＰ等协议被任何平台、任何系统用任

何编程语言调用的一组组件。分布式多级道路网

最优路径问题的核心是数据模型和分析算法，这

也是从传统ＧＩＳ发展到网络 ＧＩＳ仍然在不懈研

究的问题。因此，对于功能服务的模块划分依然

围绕着数据模型和算法进行。将多级网络最优路

径服务划分为多级道路网的构建、多级网络最优

路径算法、分析结果显示３个模块，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多级道路网的最优路径功能服务模块图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ｕｌｅＧｒａｐｈ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ｔｈ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分布式多级道路网的最优路径服务系统主要

分为服务端和客户端两个部分，系统的总体设计

如图３所示。

３　应用实例

多级道路网的最优路径服务应用系统包括服

务查找和发现、多级道路网的构建、分析结果的符

号化设置、多级道路网最优路径计算４个部分。

１）服务的查找与发现。系统采用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３ 的 ＵＤＤＩ注册中心，基于 ＷＭＳ、

ＷＦＳ规范的数据共享服务和最优路径功能服务

在ＵＤＤＩ注册中心注册。根据各种应用需求进行

服务检索，找到所需要的数据服务和功能服务。

在服务注册中心查找适用于多级道路网构建

的道路网数据服务，获得结果：① 符合 ＷＦＳ标准

的全国１∶４００万道路网数据服务；② 符合 ＷＦＳ

标准的湖北省１∶１００万的道路网数据服务；③

符合 ＷＦＳ标准的河北省及北京地区的１∶１００

万的道路网数据服务；④ 符合 ＷＦＳ标准的北京

１∶１万的道路网数据服务；⑤ 符合 ＷＦＳ标准的

武汉１∶１万的道路网数据服务。

２）多级道路网的构建。在构建金字塔似多级

道路网时，需要判断各 ＷＦＳ服务的ＧＭＬ文档是

否遵照统一的数据投影和ＧＭＬ应用模式规范。

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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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系统服务端和客户端总体设计

Ｆｉｇ．３　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ＳｅｒｖｅｒａｎｄＣｌｉｅｎｔ

当数据格式不一致时，进行数据格式转换以及数

据投影坐标变换。设置各 ＷＦＳ服务是否参与多

级道路网的构建、选定道路网的地物类、设置权值

以及所属多级道路网中的哪一级。此外，设定多

级道路网的名称、描述信息、转向和索引信息等参

数作为进行多级道路网构建依据。多级道路网构

建完成后，将显示道路网构建信息的ＸＭＬ文档。

在此应用实例中，将全国１∶４００万道路网数

据设为一级道路网，湖北省、河北省及北京地区的

１∶１００万道路网数据设为二级道路网，北京、武

汉１∶１万的道路网数据为三级道路网，构建一个

三级道路网数据模型。

３）分析结果的符号化设置。由于最优路径

分析结果是道路线状地物，可以采用设定符号颜

色、样式和宽度等自定义简单符号设置，也可以通

过道路符号库中的符号ＩＤ设置符号。

４）多级道路网的最优路径计算。输入最优

路径起点和终点信息，进行多级网络最优路径计

算。如在三级道路网模型中计算北京大学到武汉

大学的最优路径，计算结果如图４所示，其中图４

（ａ）为三级道路网络最优路径分析结果、图４（ｂ）

为放大后的北京地区最优路径分析结果。

图４　多级道路网的最优路径服务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ｔｈ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在多级道路网的最优路径分析服务中，各级

路网的数据获取和路径分析时间如表１所示。从

表中可以看出总数据量为１０．１８３Ｍ，在每一级道

路网络处理时，随着数据量的增加，数据获取时间

和最优路径计算时间都随之增加。而且可发现通

过数据共享网络服务获取数据的时间远远超过了

路径分析时间，如在第三级北京道路网中其相差

为１３１．５倍。多级网络最优路径分析服务的时间

表１　多级道路网络最优路径分析时间列表

Ｔａｂ．１　Ｔｉｍｅ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级别 区域 数据量／Ｋｂ
数据传输获取

时间／ｍｓ

路径分析

时间／ｍｓ
一级 全国 ８５３ ９７９６ ２５０

二级
河北 １３８０ １７３２８ ３４４

湖北 ６９４ ７１８７ ２３５

三级
北京 ３３８３ ９４５４６ ７１９

武汉 ３８７３ ９８０００ ８５９

６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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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主要在数据的网络传输和获取上。

在应用实例采用中，各级道路网的数据来源

于不同区域，不同服务器上的数据共享服务，按照

此方式可以方便地计算较大区域范围的最优路

径。以应用实例中相同数据为例，在大范围内采

用经典的最优路径算法计算北京大学到武汉大学

的最优路径。选取有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数据的

１∶５万的道路网计算，其数据量巨大，难以实现。

即使选取１∶２５万道路网，河北省１∶２５万道路

网的数据量是４９４７５Ｋｂ，而湖北省１∶２５万道路

网的数据量是３６６４０Ｋｂ，数据量也是非常大的，

计算效率低。而选用１∶１００万全国道路网数据

进行最优路径计算，数据量为５８６３４Ｋｂ，计算时

间为２７．３２ｓ，是多级道路网最优路径计算时间

（２．４０７ｓ）的１１．３５倍。而且在１∶１００万道路网

上计算出的最优路径，从武汉大学到北京大学的

路径精度很低，并不能制定出具体的详细路径。

由此可知，多级网络的最优路径分析算法效率是

比较高的，能够满足大区域多级道路网路径分析

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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