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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嵌入式环境基于实时交通信息的多层次路径规划算法，该算法很好地适应嵌入式硬件环

境的内存小、计算能力弱等特征，可以自动在一定限度内规避拥堵路段，实现交通信息的嵌入式实时规划应

用。实验表明，算法能满足嵌入式环境动态导航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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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嵌入式计算环境大范围区域路径的计

算速度和准确性问题，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

研究［１５］，且ＰＣ环境多级金字塔路网可以得到较

好效果［６］。虽然大部分路径规划算法研究已经非

常完善，但受嵌入式环境低频率计算速度、小内存

容量等因素限制，大多数算法都不适合在嵌入式

计算环境应用。最近少数地区实现了实时交通信

息的发布，更凸显该问题严重性［７１０］。本文针对

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嵌入式环境基于实时交

通信息的多层次路径规划算法，以试图在应用中

克服这些问题。

１　实时交通信息的函数表达

实时交通信息包括通行速度、交通流量、道路

条件、意外事故、天气情况等。由于很难预测在未

来较长时间抵达路段的真实交通状态，因此，在导

航应用中可以作为提高路线规划合理性的重要信

息源。本文实时交通信息主要使用在道路属性和

其通行速度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拥堵状态，而在城

市普通道路支线则属于通畅状态，其他交通信息

因素在本文中暂不考虑。实时交通信息依附于道

路网络，存在时空变化特征，空间变化体现在不同

时刻拥堵路段分布位置不同（图１），时间变化体

现在同一条路段随时间变化而出现不同拥堵状态

（图２），两者相辅相成。本文采用犳犻，狋（狉犼）表示狋

时刻第犻层路段狉犼 上的实时交通信息状态，其定

义为犳犻，狋（狉犼）＝｛狊｜狊∈｛－１，０，１，２｝，狉犼 表示编号

为犼的路段，其中－１为未知状态（灰色）；０为通

畅状态（绿色）；１为缓慢状态（黄色）；２为拥堵状

态（红色）。

图１　 实时交通信息的多层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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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第犻层交通信息随时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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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层次道路网络的组织原则下，为了保证

层次内网络的连通性，大都要求道路按一定标准

和程度进行综合［２，６］，因此，必须建立上下层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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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络间实时交通信息的对应关系，才能在分层

路径规划算法中得到合理运用。从严格意义上

说，综合后的道路无法用确定状态描述，必然存在

自然语义理解不一致性。本文从合理利用交通信

息出发构建实时交通信息上下层对应关系函数：

犳犻＋１，狋（狉犼）＝∑
狀

犼＝０

犳犻，狋 狉（ ）犼 ×犾犻 狉（ ）犼 ×（狉犼［ ］）／

∑
狀

犼＝０

犾犻 狉犼×（狉犼（ ）） （１）

其中犾犻＋１ 狉（ ）犿 ＝∑
狀

犼＝犿
犾犻（狉犼）。或者

犳犻＋１，狋（狉犼）＝ｍａｘ犳犻，狋 狉（ ）０ ，犳犻，狋 狉（ ）１ ，…，犳犻，狋 狉（ ）（ ）狀

（２）

　　式（１）表示上层次综合路段的交通信息值为

下层次对应路段的交通信息均值，犳犻＋１，狋（狉犼）和

犳犻，狋（狉犼）分别对应狋时刻第犻＋１和犻层道路犼的实

时交通信息评估值，在犳犻，狋（狉犼）≥０时，（狉犼）＝１。

否则，（狉犼）＝０，犾犻＋１ 狉（ ）犿 ＝∑
狀

犼＝犿

犾犻 狉（ ）犼 表示犻＋１

层道路狉犿由犻层路段犿 到狀 综合而成（图１）。

式（２）表示上层次综合路段交通信息值为其下层

次对应路段交通信息最大值，该表示方式依据的

原则是：各子路段都是关键路段，综合路段交通状

态依赖于关键路段的交通状态，即如果任何一个

子路段为拥堵状态，那么上层综合路段就为拥堵

状态。

同一路段上交通信息随时间变化也可能会发

生变化。如图２所示，沿犜 轴方向可以看出，同

一路段在不同时刻状态值不同（同一种填充颜色

代表同一种拥堵状态），例如，犳犻，狋
１
（狉０）＝犳犻，狋

４
（狉０）

＝０，犳犻，狋
２
（狉０）＝１，犳犻，狋

３
（狉０）＝２；犳犻，狋

１
（狉１）＝犳犻，狋

４

（狉１）＝２，犳犻，狋
２
（狉１）＝１，犳犻，狋

３
（狉１）＝０；犳犻，狋

１
（狉狀－１）＝

犳犻，狋
２
（狉狀－１）＝犳犻，狋

３
（狉狀－１）＝犳犻，狋

４
（狉狀－１）＝０；犳犻，狋

１
（狉狀）

＝０，犳犻，狋
２
（狉狀）＝犳犻，狋

３
（狉狀）＝１，犳犻，狋

４
（狉狀）＝２。

２　基于实时交通信息的多层次路径

规划算法

２．１　算法思想

为提高嵌入式环境中路径规划计算速度，尤

其是保证动态规划时密集道路网状况下的规划速

度，一般对道路网数据采取多层次网格的方式进

行划分（图３），上层道路网是下层道路网的子集。

针对道路路线的特点，依道路方向和出入口特征

进行不同程度道路综合，综合程度越高层次较高，

反之较低，其优点是在保证大区域道路网通行方

向前提下大大减少访问节点，从而节约计算过程

内存消耗。针对计算主频较低特点，在 Ａ启发

式搜索算法的基础上，加入定向搜索（起始和终端

椭圆方向内）和定域搜索（预先设定上下层以及同

层次搜索区域）策略，缩小搜索的范围，控制搜索

节点规模，从而减少搜索次数和简化计算。另外，

道路网不同区域道路密度也相差较大，较好的策

略是控制单个网格内部数据规模阈值，从节点数、

形状点数以及道路路段数等方面进行综合，提前

对道路数据进行合理大小的网格划分，而且不受

网络关键节点［１１，１２］的制约，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网

格划分不合理，而造成在多个网格同时参与计算

时内存消耗过大，导致嵌入式操作系统瞬时崩溃

的严重问题。

图３　多层道路数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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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交通信息在嵌入式环境多层次路径规划

算法中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使用不合理会导致

搜索范围过大、搜索方向不稳定、访问数据量急增

等问题。本文在对交通信息进行定量分类的基础

上，结合深度优先、先入后出搜索的原则，依据道

路交通信息对前驱路线贡献度来确定路径搜索方

向和道路属性的权重取值方法。与文献［７］不

同，假设搜索节点狉犼的前驱路线为｛狉０，狉１，狉２，…，

狉犼－２，狉犼－１｝，那么节点狉犼上交通信息对前驱路线的

贡献度定义如下：

η（犳犻，狋（狉犼））＝ ［∑
犼

犽＝０

犳犻，狋（狉犽）犾（狉犽）犉狉犽（犆犽，

犔犽，犆犇犽）］／∑
犼－１

犽＝０

犾（狉犽）犉狉犽（犆犽，犔犽，犆犇犽）（３）

式中，犉狉犽（犆犽，犔犽，犆犇犽）表示道路属性的影响函

数；犆犽表示道路等级和类型因子；犔犽表示红绿灯

因子；犆犇犽表示车道因子。η（犳犻，狋（狉犼））值越小，对

规划路线贡献就越小，搜索节点优先选取该节点。

２．２　算法描述及步骤

假设犔狏０、犔狏１，犔狏２分别表示第０、１、２层次道

路网，犔狏犻＝∑
狀

犽＝０

ＲＧＣ犻（犽）表示第犻层道路网，

ＲＧＣ犻（犽）为编号是犽的道路格网单元，其中ＲＧＣ犻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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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犽）＝ 犚，（ ）犆 ，犚＝∑

狀
犽

狆＝０

狉犽，犆＝∑

犿
犽

狇＝０

犆犽 表示该单元

由道路集合犚 和转向花费集合犆 组成，低层次道

路格网单元对应惟一上层单元，上层单元用 ＵＰ

表示，ＵＰ［ＲＧＣ犻（犽）］＝ＲＧＣ犻＋１（狆），即第犻层犽道

路网格单元对应第犻＋１层狆道路网格单元；反

之，上层道路格网单元用ＤＯＷＮ表示，第犻＋１层

狆道路网格单元对应下层道路网格单元集合，即

ＤＯＷＮ［ＲＧＣ犻＋１（狆）］＝｛…，ＲＧＣ犻（犽），…｝。具体

算法如下。

１）初始化起点和终点。犛Ｎｏｄｅ＝（狓狊，狔狊，

ｌｉｎｋＩＤ狊，…，犳０，狋
０
（狉狊））），犈Ｎｏｄｅ＝（狓犲，狔犲，ｌｉｎｋＩＤ犲，

…，犳０，狋
０
（狉犲）），搜索 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狊）和 ＲＧＣ０

（ｌｉｎｋＩＤ犲），获取犳０，狋
０
（狉狊）和犳０，狋

０
（狉犲）在狋０ 时刻交

通信息值，并且求解出 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狊）］和

ＵＰ｛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狊）］｝，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犲）］

和ＵＰ｛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犲）］｝。

２）确定目标搜索区域集合。如果 ＲＧＣ０

（ｌｉｎｋＩＤ狊）＝＝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犲），目标区域就是

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狊）；如果 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狊）］＝＝

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犲）］，则目标区域集合是｛ＲＧＣ０

（ｌｉｎｋＩＤ狊 ），ＲＧＣ０ （ｌｉｎｋＩＤ犲 ）， ＵＰ ［ＲＧＣ０

（ｌｉｎｋＩＤ狊）］｝；如果 ＵＰ｛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狊）］｝＝

＝ＵＰ｛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犲）］｝，该集合是｛ＲＧＣ０

（ｌｉｎｋＩＤ狊），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犲），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狊）］，

ＵＰ ［ＲＧＣ０ （ｌｉｎｋＩＤ犲 ）］，ＵＰ ｛ＵＰ ［ＲＧＣ０

（ｌｉｎｋＩＤ狊）］｝｝，反之 ＵＰ｛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狊）］｝≠

ＵＰ｛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犲）］｝，则该集合还应该包括

第２层 ＵＰ｛ＵＰ［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狊）］｝与 ＵＰ｛ＵＰ

［ＲＧＣ０（ｌｉｎｋＩＤ犲）］｝之间的网格单元。

３）目标搜索区域集合中各实时交通信息赋

值。第０层按照犳犻，狋（狉犼）的定义进行赋值，第１和

２层按照式（１）或者式（２）进行迭代赋值。

４）双向启发式路径搜索。把 犛Ｎｏｄｅ和

犈Ｎｏｄｅ分别放入正向搜索扩展集合犠 和反向搜

索扩展集合犞 中，并定义正向与反向搜索结果集

合犉与犌，然后根据代价函数Φ（狉）＝η（犳犻，狋（狉））

×［犳犻，狋（狉）犾（狉）犉狉（犆狉，犔狉，犆犇狉）］进行节点扩

展，循环如下搜索操作。

ａ） 从 正 向 取 出 代 价 最 小 扩 展 节 点

Ｓｐｒｅａｄ犉Ｎｏｄｅ（犻），提取后继节点集放入犠 节点

中。如果犠 为空，则搜索失败退出；在犉或者犌

中存在，搜索成功退出；节点为犈Ｎｏｄｅ，则搜索到

终点，搜索成功退出。

ｂ）取出反向最小的扩展节点Ｓｐｒｅａｄ犈Ｎｏｄｅ

（犻），提取后继节点集合放入犞 中。如果犞 为空，

搜索失败退出；该节点在犉或者犌 中，搜索成功

退出；节点为犛Ｎｏｄｅ，则搜索到终点，搜索成功退

出。

５） 构 建 路 径 结 果。从 搜 索 成 功 退 出

Ｓｐｒｅａｄ犉Ｎｏｄｅ或Ｓｐｒｅａｄ犈Ｎｏｄｅ开始，正向追踪到

终点犈Ｎｏｄｅ，逆向追溯到起点犛Ｎｏｄｅ，便得到路

径规划结果犚狀。初始路径规划完毕。

进行评估与修正。评估的作用在于用客户指

导在当前实时交通信息状态下，以前的规划路线

是否合理，是否启动重新规划。路径修正就是依

据评估结果启动重新规划，使使用中的路线处于

目前状态下比较合理的行驶路径。

在实际导航中，需要依据交通信息判断是否

需要重新进行规划，假设当前行驶在规划路径上

的第犻个路段狉犻，提取出阈值犙ｋｍ的后继路段集

合犚′＝｛Ｎｏｄｅ（犻）｜犼≤犻≤犿，∑
犿

狆＝犼

犾（狉狆）≤犙｝。本

文定义实时交通信息评估函数Γ（犻，犚′，狋），供重新

规划参考：

Γ（犻，犚′，狋）＝ ［∑
犿

狆＝犻

犳狋（狉犽）犾（狉犽）犉狉犽（犆犽，

犔犽，犆犇犽）］／∑
犿

狆＝犻

犾（狉犽）犉狉犽（犆犽，犔犽，犆犇犽）（４）

３　算法实验分析

本文实验数据采用北京市实时交通数据和基

于Ｋｉｗｉ的２００７版全国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算法

实现平台为嵌入式导航仪（处理器：ＩｎｔｅｌＰＸＡ２５５

４００Ｍ；ＧＰＳ模块：ＳＩＲＦＩＩＩ；嵌入式操作系统：

ＷｉｎｄｏｗｓＣＥ４．２；内存：６４ＭＢＳＤＲＡＭ；支持蓝

牙）。

３．１　算法及功能实现

图４是北京市狋０ 时刻的交通状态，在不同层

次导航数据都实现了实时交通状态信息显示，上

层是综合后交通信息，最下层是原始采集得到的

交通信息。图５以起点和终点为例描述基于交通

信息的路径规划和导航，其中图５（ａ）是狋０ 时刻整

个目标区域的交通状态；图５（ｂ）为狋０ 时刻软件推

荐的路线，该路线经过拥堵路段比较少，预计行驶

时间比较短；而图５（ｃ）中最短路径的规划结构则

经过较多拥堵路段，预计行驶时间较长；图５（ｄ）

给出导航过程当前车位置以及前方３ｋｍ区域交

通信息状态图，方便用户及时掌握前方信息，决定

是否需要变更路线。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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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北京市狋０ 时刻的交通状态

Ｆｉｇ．４　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ａｔＴｉｍｅ狋０

图５　基于实时交通信息的规划与导航过程

Ｆｉｇ．５　Ｒｏｕｔ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ａｎ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３．２　算法分析

为分析本文提出的算法，随机选取了４条路

径，如表１所示。推荐路径采取本文提出的基于

实时交通信息的路径规划算法，最短路线采用改

进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从表１中长度统计可看出，推

荐路线中行驶拥堵路线都比较少，包含畅通路段

比较多，而最短路线则不考虑路段交通信息状态，

往往覆盖拥堵比较严重的路段。由行驶时间统计

可知，推荐路线时间大大少于最短路线时间，其原

因是最短路线过多选择拥堵路段，造成较多时间

消耗，反之，推荐路线虽然路径长度有所增加，但

拥堵路段较少，通行比较顺畅，预计通行时间比较

短，约占最短路线耗费时间的３０％～４０％。在内

存消耗方面，多层次数据组织方式给本文算法带

来了明显优点，即内存明显比最短路径小。经过

大量实际测试，说明该算法符合嵌入式设备小内

存特征，克服其他算法内存消耗较大的缺点。

从图６中可以看出，交通信息对推荐路线评

表１　基于实时交通信息的规划路线比较表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Ｒｏｕ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路径编号 类型
路径长度统计值／ｋｍ

总长 拥堵 缓慢 畅通
狉值 预计时间／ｍｉｎ 耗费内存／Ｍｂ

１
推荐 ２８．０１２ ２．９５３ ５．８６０ １５．２６２ ０．２７９４９ ３８ ６．２

最短 ２１．３６９ ６．５０２ ７．７２７ ３．８２３ ０．８１４９２ １４０ １４．１

２
推荐 １４．０８３ ０．８７４ ３．３３９ ６．２４１ ０．１０３５３ ３２ ２．３

最短 １２．０７８ ３．１６７ ６．８０２ ０．５７６ ０．９６０６７ ７０ ５．０

３
推荐 ３２．３２１ ０．０００ １．２１６ ２４．１９４ ０．１７６２０ ３４ ７．５

最短 ２８．２２４ ８．５００ １２．４９７ ４．２８３ ０．９４０８０ ９４ １４．６

４
推荐 １９．０９４ ２．５６０ ３．０３３ １１．６２０ ０．３２８４８ ２９ ２．８

最短 １６．８８５ ４．２４０ ８．９３６ １．１９０ ０．８８２２６ ８３ ４．５

图６　两种路线的交通信息Γ值

Ｆｉｇ．６　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Γ

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Ｒｏｕｔｅ

估值都偏小，而最短路线交通信息评估值都偏大，

这说明交通信息对前驱路线贡献度衡量比较恰

当，贴近人对路线的选择思维。测试结果表明，当

Γ＜０．５时，交通信息对规划路线的影响较小，导

航过程中可以不用提示启动重新规划操作，当然

该值与数据组织方式和划分粒度有密切关系。

图７给出了嵌入式导航仪上两种路线规划时

间，从算法效率来看，基于实时交通信息的多层次

路径规划算法明显优于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最短路线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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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算法已对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进行了改进，否则规

划时间更长），而且在某些区域采用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

会使整体所占用内存超过总内存容量的概率比较

大，说明在嵌入式环境大范围路径规划过程中采

取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存在较大缺陷。

图７　嵌入式导航仪上两种路线的规划时间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Ｒｏｕｔｅ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ａｖｉｇａｔｏｒ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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