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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非平面道路网络空间概念模型和ＧＤＦ逻辑数据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城市多模式交通网络及其

连通关系的表达方法，以辅助各交通模式间连通关系的自动化实现，并为更具实用价值的公众多模式出行信

息服务提供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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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公众出行涉及公共汽车／轨道交通、步

行／自行车、出租车／自驾车等多种交通模式。多

模式的存在和协同作用能充分发挥各种交通模式

的优势，从而建立最佳的交通系统［１］。随着ＧＩＳ

在交通领域应用的深入，迫切需要发展支持城市

公众出行信息服务和交通管理等应用的多模式交

通数据模型和相关技术。目前，经典的商用ＧＩＳ

软件还不能完全满足这种需求［２］。数据模型是通

过数据手段对现实世界进行的抽象，是操作与完

备性规则都经过形式化定义的目标集合及表达数

据库中数据逻辑组织的指导方针［３４］。数据模型

决定了需要在数据库中表达的特征及其如何描述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定义了其在数据上的各种

操作［５］。长期以来，交通网络数据建模采用与其

他专题领域类似的经过平面强化的平面图数据模

型，在此基础上引入线性参照系统（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ｙｓｔｅｍ）、动态分段（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和地址编码（ｇｅｏｃｏｄｉｎｇ）技术，以满足涉及多种属

性的动态管理和简单查询［６７］，并增加了 ＯＤ对、

交通区要素表达以满足交通规划等应用需求［８］。

然而，平面图数据模型强调的是几何信息表达，而

交通网络建模强调的是逻辑网络拓扑和语义操作

过程［２］。

目前，在ＧＩＳＴ和位置服务（ＬＢＳ）应用中，在

概念建模层次，涉及城市路网的空间数据表达比

较适合采用基于路幅（ｒｏａｄｗａｙ）的非平面数据模

型，将路幅作为基本的几何建模单位。路幅是借

助交通工程中相关概念，将道路上被分隔带（或分

道标线）和路肩所定义的某个行车方向的车行道

定为一个路幅。单行道只有一个路幅，而双向道

路至少具有两个路幅。环线和高速公路通常有４

个路幅［１１］。在逻辑建模层次，地理数据文件（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ｆｉｌｅ，ＧＤＦ）作为交通网络表达的空

间数据标准。考虑到ＧＤＦ的标准化特征，本文在

借鉴ＩＳＯＧＤＦ４．０概念模型的基础上，基于路幅

的非平面建模思想设计实现适合建立多模式交通

网络及其关系表达的数据模型。

１　城市交通网络要素及其表达

城市交通网络建模涉及的特征要素包括道路

网、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道路附属设施、交通设

施和ＰＯＩ等。ＧＤＦ逻辑模型中给出了比较详细

的定义。针对城市交通网络特征要素的独立表

达，本文借鉴了ＧＤＦ建模方法，如道路要素的逻

辑描述为：

ＲＯＡＤＥＬＥＭＥＮＴ（Ｒｅ＿ＩＤ，Ｒｅ＿ＳＪｕｎｃ，

Ｒｅ＿ＥＪｕｎｃ，Ｒｅ＿Ａｔｔｒ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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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公交网络是依附于道路网的逻辑网

络，并具有线路密集重复的特性，本文对公交网络

建模在ＧＤＦ基础上进行了细化，采用动态分段方

法来表达公交网络几何。站点位置通过二维笛卡

尔坐标表达，而站点间的公交路线段通过存储所

经过的路幅ＩＤ串表达。公交站点层包括物理站

点层和逻辑站点层。一个物理站点可能对应多个

不同公交路线上的逻辑站点，逻辑站点通过站点

ＩＤ和物理站点相关联。公交物理站点和逻辑站

点表达如下：

ＰＳＴＡＴＩＯＮ（Ｐ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Ｄ，ＰＳｔａｔｉｏｎ＿ｎａｍｅ，

Ｒｅ＿ＩＤ，ＰＳ＿Ｃｏｏｒｄ）

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Ｄ，ＬＳｔａｔｉｏｉｎ＿ｎａｍｅ，

ＢｕｓＲｏｕｔｅ＿ＩＤ，Ｐ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Ｄ，Ｓｔｏｐ＿ｏｒｄｅｒ）

其中，Ｐ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Ｄ表示物理站点惟一标识；ＰＳｔａ

ｔｉｏｎ＿ｎａｍｅ为物理站点名；Ｒｅ＿ＩＤ表示该物理站

点所在的路幅ＩＤ；ＰＳ＿Ｃｏｏｒｄ为物理站点坐标。

Ｌ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Ｄ表示公交逻辑站点惟一标识；ＬＳｔａ

ｔｉｏｉｎ＿ｎａｍｅ为逻辑站点名称；ＰＳｔａｔｉｏｎ＿ＩＤ系对应

物理站点ＩＤ；ＢｕｓＲｏｕｔｅ＿ＩＤ为该逻辑站点所在公

交线路ＩＤ；Ｓｔｏｐ＿ｏｒｄｅｒ表示此逻辑公交站点在公

交路线中的站点次序。

公交路线和公交路线段表达如下：

ＲＯＵＴＥ－ＬＩＮＫ（Ｒｏｕｔｅ＿ＩＤ，Ｒｌ＿ＩＤＬｉｓｔ，Ｒｌ＿ｎａｍｅ，

Ｒｌ＿Ａｔｔｒ）ＲＯＵＴＥＪＵＮＣＬＩＮＫ（Ｒｊｃ＿ＩＤ，Ｒｅ＿ＩＤＬｉｓｔ，

Ｆｒｏｍ＿ＬＳ＿ＩＤ，Ｔｏ＿ＬＳ＿ＩＤ）

其中，Ｒｌ＿ＩＤＬｉｓｔ是公交路线上所有逻辑站点序

列；Ｒｌ＿ｎａｍｅ表示公交路线名；Ｒｌ＿Ａｔｔｒ表示公交

路线的属性，包括公交路线的早班车和晚班车时

间等。Ｒｊｃ＿ＩＤ是该公交路线段的惟一标识；Ｒｅ＿

ＩＤＬｉｓｔ是承载它的路幅特征ＩＤ的集合（可能涉

及多个路幅）；Ｆｒｏｍ＿ＬＳ＿ＩＤ和Ｔｏ＿ＬＳ＿ＩＤ是两个

毗邻逻辑公交站点惟一标识。

轨道交通要素同公共交通要素类似，由轨道

路线和轨道停靠站点组成。轨道路线是轨道交通

行驶的物理路径。轨道路线有对向关系，但在几

何上存储的是一条轨道路线。因此，本文将此轨

道路线作为线性参考实体并规定起点的位置，然

后在逻辑上建立两条对向的轨道路线，通过轨道

线路的起始（终止）位置到所基于的线性参考实体

的起点的距离占线性参考实体的总长度的百分比

来表示其对向关系。轨道路线和停靠站点的关系

模式定义如下：

ＲＡＩＬＬＩＮＥ（Ｒａｉｌｌｉｎｅ＿ＩＤ，Ｒａｉｌｌｉｎｅ＿Ｄｉｒ，

Ｒａｉｌｌｉｎｅ＿ＳｔｏｐＩＤＬｉｓｔ，Ｒｌ＿ＦｒｏｍＰｏｓ，

Ｒｌ＿ＴｏＰｏｓ，Ｒｌ＿ＡｔｔｒＩＤ，ＧＥＯＭ）ＲＡＩＬＳＴＯＰ

（ＲＳ＿ＩＤ，ＲＳ＿ｎａｍｅ，Ｒｅ＿ＩＤ，ＲＳ＿Ｃｏｏｒｄ）

其中，Ｒａｉｌｌｉｎｅ＿ＩＤ是轨道路线的惟一标识；Ｒａｉｌ

ｌｉｎｅ＿Ｄｉｒ是该路线的方向，标识上行或下行；Ｒａｉｌ

ｌｉｎｅ＿ＳｔｏｐＩＤＬｉｓｔ是轨道停靠站点标识的集合；Ｒｌ＿

ＦｒｏｍＰｏｓ和Ｒｌ＿ＴｏＰｏｓ分别表示轨道线路的起点

和终点的位置到轨道路线起点的距离占轨道路线

总长度的百分比，为０或１００；Ｒｌ＿ＡｔｔｒＩＤ是轨道

路线的属性标识；ＧＥＯＭ存储该路线的几何坐标

串。ＲＳ＿ＩＤ表示轨道交通站点ＩＤ；ＲＳ＿ｎａｍｅ为

站点名；Ｒｅ＿ＩＤ为站点所在的路幅ＩＤ；ＲＳ＿Ｃｏｏｒｄ

为站点坐标。

针对多模式出行信息服务的需求，本文定义

了道路附属设施中的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

道和隔离带要素。其中可将人行横道、过街天桥

和地下通道统称为行人通道，它是连接交通网中

各种模式的通道。行人通道的关系模式定义为：

ＰＡＳＳＥＲＲＯＵＷＡＹ（Ｐｒｗ＿ＩＤ，Ｐｒｗ＿ＬＲｅＩＤ，Ｐｒｗ＿

ＲＲｅＩＤ，Ｐｗａ＿ＬＬｉｎｅＭｅａｓ，Ｐｗａ＿ＲＬｉｎｅＭｅａｓ）

其中，Ｐｒｗ＿ＩＤ是行人通道的惟一标识号；Ｐｒｗ ＿

ＬＲｅＩＤ和Ｐｒｗ ＿ＲＲｅＩＤ是所连通的两个路幅的

ＩＤ；Ｐｗａ＿ＬＬｉｎｅＭｅａｓ和Ｐｗａ＿ＲＬｉｎｅＭｅａｓ分别表

示行人通道与所连接的两个路幅对应的测量值。

在ＧＤＦ４．０中隔离带作为道路的交通属性

信息存储。而本文基于路幅来定义道路要素，单

独存储隔离带信息。由于隔离带经常分段出现，

因此，本文采用动态分段方法来定义隔离带。其

关系模式定义为：

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Ｐａ＿ＩＤ，Ｐａ＿ＬＲｅＩＤ，Ｐａ＿ＲＲｅＩＤ，

Ｐａ＿ＦｒｏｍＭｅａｓ，Ｐａ＿ＴｏＭｅａｓ，Ｐａ＿ＡｔｔｒＩＤ）

其中，Ｐａ＿ＩＤ 是隔离带的惟一标识号；Ｐａ＿ＬＲｅＩＤ

和Ｐａ＿ＲＲｅＩＤ是所隔离的两个路幅的ＩＤ；Ｐａ＿

ＦｒｏｍＭｅａｓ和Ｐａ＿ＴｏＭｅａｓ是隔离带的开始和终

止位置，用该位置的测量值表示；Ｐａ＿ＡｔｔｒＩＤ是隔

离带属性的惟一标识。

２　多模式交通网络连通关系的表达

２．１路幅连通关系表达

道路网络承载自驾车／出租车、公交车、步行／

自行车等交通模式。路幅连通关系指的是通过交

叉点几何连接的两个路幅之间的通行关系，受道

路设施和各种交通管制信息的影响，如限制左转

等。

经过分析，本文将影响路幅连通性的关系归

纳为夹角关系、类型关系、分隔关系和平面交叉关

系等，如图１所示。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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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影响路幅连通性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Ｔ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Ｒｏａｄｗａ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夹角关系。通过路幅的起终点坐标可以

计算出路幅与水平线间的夹角，根据夹角可以判

断两个几何连接路幅的行车方向，从而得到路幅

间符合通行规则的连通关系，如高速公路主路、出

入匝道与辅路的连通关系处理等。

２）类型关系。类型关系是指由路幅道路等

级所限定的通行关系。道路等级包括快速路、主

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等。两条几何连接的路幅由

于类型的差异，可能对它们的通行关系造成影响。

例如，对于以隔离栏和黄实线分离的两条对象路

幅，只能在允许掉头的交叉口掉头，而对于没有任

何隔离措施的两条对向支路路幅，可以在不影响

通行的情况下在道路中央任意调头。因此，对此

类支路而言，路幅和其对向路幅不仅在交叉口处

连通，在路幅的每个点处均连通。

３）分隔关系。由于道路中央物理隔离设施

的存在，从而造成对两条对向路幅间通行关系的

限制。

４）平面交叉关系。指路幅在交叉口的转向

关系。如图２所示，路幅犃除了和路幅犆、犇具有

连通关系外，和其对向路幅犅之间也具有连通关

系，这种连通关系取决于路幅犃、犅间隔离带设施

的属性路幅的等级。若路幅犃、犅间有路段通过

虚线隔离或其等级均为支路，则路幅犃、犅是随时

连通的（即可以在不影响其他车辆的前提下随时

调头）；若隔离带属性信息为隔离带或双黄线，则

路幅犃、犅只可能在交叉口处连通，是否能够连通

取决于交叉口的交通设施和交通管制信息。

图２　路幅连通关系

Ｆｉｇ．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Ｒｏａｄｗａｙ

路幅连通关系模式定义如下：

ＲＯＡＤＷＡＹＣＯＮＮ（ＲｗＩＤ，ＲｗＡｔｔｒｉ，ＴｏＲｗＩＤ，

Ｔｕｒｎ＿Ａｔｔｒｉ，ＦｏｒＩｎｆｏＩＤ）

其中，ＲｗＩＤ 为路幅ＩＤ；ＲｗＡｔｔｒｉ为路幅属性；

ＴｏＲｗＩＤ为连通路幅ＩＤ；Ｔｕｒｎ＿Ａｔｔｒｉ为连通关系

属性；ＦｏｒＩｎｆｏＩＤ为管制信息ＩＤ。

２．２　模式间连通关系的表达

多个交通模式间连通关系的关系模式定义如

下：

ＭＯＤＥＢＣＯＮＮ（Ｍｂｃ＿ＩＤ，Ｍｂｃ＿ＦｒｏｍＬｉ

ｎｅＩＤ，Ｍｂｃ＿ＴｏＬｉｎｅＩＤ，Ｍｂｃ＿ＦｒｏｍＭｏｄｅＩＤ，Ｍｂｃ

＿ＴｏＭｏｄｅＩＤ）

其中，Ｍｂｃ＿ＩＤ 是该关系模式的惟一标识；Ｍｂｃ＿

ＦｒｏｍＬｉｎｅＩＤ和 Ｍｂｃ＿ＴｏＬｉｎｅＩＤ 分别表示源路幅和

目标路幅的标识；Ｍｂｃ＿ＦｒｏｍＭｏｄｅ和 Ｍｂｃ＿ＴｏＭｏｄｅ

分别表示源路幅和目标路幅上交通模式的标识。

多模式间的转换主要依赖步行模式特征实体

（如斑马线、地下通道等）来完成。承载步行模式的

网络和自驾车、公交模式类似，都是下垫路网的子

集。步行模式网络的特征类型一般包括路网弧段

（除高等级公路外的其他道路类型）、路幅的连接点

（包括地下通道、过街天桥、斑马线等）。但是步行

模式所涉及的弧段一般不需要存储几何信息，需要

时可直接从路网进行弧段映射。在承担模式换乘

作用时，涉及的弧段甚至可以采用虚拟弧段来表

达和可视化。因此，模式间连通关系主要是考虑

如何确定步行模式和其他交通模式间的连通关

系，即确定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等步行设施与下垫

路网路幅的连通关系。通过多个模式内特征要素

与下垫面路幅或者邻近路幅的依附关系的比较和

分析，确定多个模式特征要素之间的连通关系。

３　应用示例

　　在城市交通系统中，轨道交通和公交系统充

分发挥了城市的交通功能，提供了快捷的“站到

站”服务，但不能提供“门到门”服务，而步行模式

将轨道交通和公交系统进行衔接，使交通系统更

趋向一体化。城市多模式交通网络特征连通关系

模型的建立将以往相互独立层间的关系进行有效

的连接，为“门到门”的服务提供了技术基础，易于

实现详细的、更加人性化的交通出行换乘服务，满

足公众出行需求。基于本文提出的多模式交通网

络特征连通关系模型，笔者以北京市四环内城区

为实验区，完成了实验区数据采集工作，建立了路

网空间数据集、公交数据集、立交桥／过街天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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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道数据集、停车场数据集、ＰＯＩ数据集等，并

开发了原型系统实现多模式特征要素连通关系自

动化处理。图３是基于多模式特征要素连通关系

的出行公交换乘结果。与目前广泛应用的地图网

站相比，地图网站只能提供“站到站”的换乘指示，

而本文所实现的技术方法实现了“门到门”的出行

换乘指示，更满足出行信息需求。

图３　“门到门”的出行换乘服务

Ｆｉｇ．３　“ＤｏｏｒｔｏＤｏ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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