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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面向行人导航的地标链生成方法，将地标信息引入行人导航过程。描述了有向通视图构建与

地标链生成算法，并以武汉大学为实验数据进行了算法实现。结果表明，地标链能以有限的地标影像提供路

径引导信息，为行人导航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导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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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路（ｗａｙｆｉｎｄｉｎｇ）行为是从起点到无法被直

接感知的特定目的地的运动［１］。地标（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是寻路过程中的重要要素。地标作为一种寻路线

索，能够增加行人对路径的熟悉程度。连续的地

标序列能在人们作出路径选择时传达一种启发性

的提示，对于安抚感情和保证寻路决策的正确性

有很大作用［２］。在行人导航系统中，地标是重要

的导航线索，能够被用于路径选择决策以及增强

行人的信心［３４］。相距行人位置较近的地标的作

用在于位置标识与决策辅助；较远的地标能用于

方向标识［４］。目前，基于移动终端的行人导航软

件主要继承了车载导航模式与概念［４５］。在这些

系统中地标大都以兴趣点（ＰＯＩｓ）的形式存在，用

户可能无法依据兴趣点的文字描述找到对应的地

理对象。兴趣点只作为离散的信息点存在于背景

图层，无法主动地引导行人的行走方向，难以满足

用户对地标数据的需求。目前，已有一些学者研

究基于地标的行人导航方法［６９］。

１　基于可视域的地标链

１．１　地标的引导性与可视域

地标是固定的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清楚的 （ｄｉｓ

ｔｉｎｃｔ）、独特的（ｓａｌｉｅｎｔ）对象或者区域
［４］。在行人

的寻路过程中，地标可以起到显著的方位标识与

路径引导作用［３］。本文研究工作以此为出发点，

基于可视域来分析地标的空间引导性能。

地标可视域（ｖｉｓｉｂｌ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ｓ，ＶＦＬ）

指其所能被视觉感知的区域，取决于对象在局部环

境内的突出程度，该程度受其形状、色彩、高度等属

性影响［１０］。地标可视域除其自有属性外，还受周

边环境的对比程度与用户背景（包括视力、习惯、文

化背景等）两个方面的影响。同时，地标的视觉特

征会随着观察距离的延伸以及观察角度的偏转而

削弱［４］。因此，精确描述地标可视域的大小、形状

等属性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把可视域主要限

定在位置、角度、距离等方面，而暂不考虑其他方面

的因素，因此，将地标可视域简化为：ＶＦＬ（犪）＝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犪），Ａｎｇｌｅ（犪），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犪）｝，其中

ＶＦＬ（犪）表示地标犪的可视域；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犪）表示犪

的位置；Ａｎｇｌｅ（犪）表示犪的可视角度；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犪）

表示犪的可视距离。

地标在可视域内的突出特征，能提供直观的

方位来引导信息，具有一定的路径引导能力。本

文采用有向通视图来描述离散地标之间的空间拓

扑关系，有效组织行人导航中各地标的引导能力。

有向通视图以地标为结点，地标可视域为空间约

束，以有向通视拓扑关系为基础构建的拓扑图

（图１），有向通视图可以清晰地表达所有地标的

空间引导关系。

１．２　地标链

地标链（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ｃｈａｉｎ，ＬＣ）是以有向通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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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地标网的有向通视图

Ｆｉｇ．１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ｏｎ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Ｎｅｔｗｏｒｋ

图为基础生成的，由有限地标构成的有向链。每

条有向链可以为行人标识空间位置与方向，并提

供具有连续引导功能的参考链。地标链的排列次

序非常重要，具有连贯性和不可逆性。设存在一

组含有狀个结点的地标链ＬＣ，按照从起始结点到

终止结点的顺序依次编号为犔１，犔２，…，犔狀。一般

来说，所有相邻结点犔犻、犔犻＋１中，犔犻在犔犻＋１的可视

域内。如图２所示，由地标（犃，犅，犆，犇，犈）构

成的有向链中，犃 位于犅 的可视域内，犅 位于犆

的可视域内，以此类推。

图２　地标链

Ｆｉｇ．２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Ｃｈａｉｎ

地标链有两个关键参数：结点数量 犖、结点

间隔犇犻，犻＝１，２，．．．，犖－１。其中犖 代表地标

链的引导点数量，犇犻则表示结点犻和犻＋１之间的

引导距离。犖 表示用于路径引导的地标的切换

次数。犖 越大，引导次数就越多，那么行人在导

航过程中需要匹配地标点的次数也越多；犇犻越

大，则结点犻和犻＋１之间引导过程中地标匹配难

度就相对增大。

２　基于有向通视图的地标链生成方

法

２．１　基本思路

地标链的生成方法包括有向通视图的构造、

地标链的规划算法两个主要步骤。

有向通视图构造算法以运动规划领域Ｖｉ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Ｇｒａｐｈ构造算法为基础，利用旋转式平面扫

描（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ｅｓｗｅｅｐ）方法提高算法效率。

与经典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ｒａｐｈ构造算法相比，本文提出

的有向通视图有以下特点：① 仅以地标为拓扑结

点；② 以“通视性”作为拓扑关系构建的基础；

③ 考虑地标可视域的空间约束。通过有向通视

图构造算法能够建立离散地标之间的空间拓扑关

系。

地标链规划算法考虑的因素包括：引导次数

犖、单次引导距离犇犻、距离间隔阈值犇０。其中犇０

指特定环境下界定地标匹配难度的距离间隔阈

值。设单次引导中地标匹配难度为 犕犻，当犇犻≤

犇０时，地标匹配难度认为不存在，即 犕犻＝０；当

犇犻＞犇０时，犕犻＝犇犻－犇０。地标链规划算法以Ｄｉ

ｊｋｓｔｒａ算法为基础，在构建完成的有向通视图中

进行搜索。算法的目标是计算出式（１）中权值犇

最小的地标链。规划过程试图保持引导次数与单

次引导距离的平衡，采取的搜索权值公式如下：

犇ｍｉｎ＝α×犖＋（１－α）×犕 （１）

式中，犇为地标链引导难度之和；犖 为结点数量，

即总引导次数；犕＝α
犖

犻＝０
犕犻为因引导距离大于犇０

导致的地标匹配难度之和；α为权值，且０＜α＜１。

２．２　算法描述及步骤

设犛、犇为地标链起点与终点，犔、犅分别为犛、

犇区域内的地标与障碍Ｐｏｌｙｇｏｎ集合。犔犻表示犔

中第犻个结点，ＶＦＬ犻表示犔犻的可视域。犔狏犻表示

ＶＦＬ犻内除犔犻的结点集合。犅狏犻表示ＶＦＬ犻内障碍物

Ｐｏｌｙｇｏｎ集合。犔（犻，犼）表示结点犻与犼的连线。布

尔型变量犞（犻，犼）代表从犔犻到犔犼的空间拓扑关系，

若犞（犻，犼）＝ｔｒｕｅ，犔犻与犔犼存在有向通视关系，犔犼为

犔犻的引导点；若犞（犻，犼）＝ｆａｌｓｅ则不存在。犜表示存

放结点与Ｐｏｌｙｇｏｎ极坐标值的搜索链表。

图３为算法流程图，具体算法步骤如下。

１）输入地标链起始、终止结点犛、犇。通过

犛、犇界定导航区域，初始化集合犔、犅。

２）选择犔中未被标记的结点犔犻为当前搜索

结点，搜索 ＶＦＬ犻并确定犔狏犻、犅狏犻。如图４（ａ）所

示，空心圆点为犔犻，圆形表示可视域ＶＦＬ犻。圆形

内的实心原点为地标点，多边形为障碍物Ｐｏｌｙ

ｇｏｎ，若在可视域范围内，两者则分别加入犔狏犻与

犅狏犻。

３）以犔犻位置为极点建立极坐标系。计算

犔狏犻与犅狏犻中所有对象的极坐标值，加入搜索链表

犜，并按照极角大小排序。

４）选择犔狏犻中未被标记的结点犔犼，判断线段

犔（犻，犼）是否与犅狏犻中Ｐｏｌｙｇｏｎ的边相交。其判断

方法是通过搜索链表犜，判断犔（犻，犼）是否位于

１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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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ｙｇｏｎ夹角内。若犅狏犻中不存在此类Ｐｏｌｙｇｏｎ，

则犞（犻，犼）＝ｔｒｕｅ。若存在，则进一步判断犔（犻，犼）

与这些Ｐｏｌｙｇｏｎ的边是否相交。若不存在相交

边，则犞（犻，犼）＝ｆａｌｓｅ；否则犞（犻，犼）＝ｔｒｕｅ。然后，

标记犔犼为已搜索结点。

图３　地标链生成算法流程

Ｆｉｇ．３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Ｃｈａ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５）循环４），直至犔狏犻中所有结点被标记。如

图４（ｂ）所示，ＶＦＬ犻内的所有地标点中，除犔１、犔２

分别被犅１、犅２遮挡外，其余结点均与犔犻存在有向

通视关系，图中的黑色实线代表拓扑连接，箭头代

表有向通视关系中的引导方向。

６）循环步骤２）至步骤５），直到犔中所有结

点被标记。如图４（ｃ）所示，ＶＦＬ犻所包含的局部区

域内，地标点之间的拓扑关系构成了有向通视图，

但是犔３由于Ｐｏｌｙｇｏｎ的遮挡而不存在与其他结

点的拓扑关系。

７）基于有向通视图，通过式（１）采用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算法求地标链。公式中参数α（０＜α＜１）用于控

制结点数量犖 与所有结点匹配难度之和犕 的权

重。距离间隔阈值犇０用于衡量特定环境下，不同

引导距离的地标在引导过程中的匹配难度。通过

调整α与犇０能够得到适用于特定环境与用户需

求的地标参考链。

图４　有向通视图构造算法

Ｆｉｇ．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ｒａｐｈ

３　算法实验分析

３．１　算法实现

本文以武汉大学部分区域为实验区，实验数

据包括建筑物、树林等障碍物轮廓数据，以及地标

位置、可视距离、角度与影像等数据，如图５（ａ）所

示。实验数据已排除了“可视却无法到达”的情

形。算法实验模块与显示模块均基于 Ｖｉｓｕａｌ

Ｃ＋＋６．０开发。图５（ｂ）是有向通视图构造结果。

图５　有向通视图构造结果

Ｆｉｇ．５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Ｇｒａｐｈ

图６为基于有向通视图生成的地标链的应

用示例，图中带箭头的黑色实线代表生成的地标

链，蓝色点为地标，图像是相应地标上的视觉结

果。通过１２次地标引导，可以为行人标识出所有

中间结点与目的地的空间次序关系。

图６　地标链应用示例

Ｆｉｇ．６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Ｃｈａｉｎ

２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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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地标链分析

如前文所述，地标链有结点数量犖 与结点间

隔犇犻两个关键参数。对于一组ＯＤ（ｏｒｉｇｉｎｄｅｓｔｉ

ｎａｔｉｏｎ）对而言，过多的结点会导致用户付出较长

的时间来寻找地标；而过少的结点则会使地标链

的平均距离和最大引导距离相应增加，从而增大

了引导难度。地标链生成算法中，不同的权重α、

距离间隔阈值犇０会导致地标链的犖、犇犻等特征参

数的变化。本文分别以参数：１）α ＝０．５，犇０＝

３０；２）α＝０．５，犇０＝１５０；３）α＝０．５，犇０＝２５０，

计算出同一个ＯＤ对间的３组具有相同权值α与

不同环境阈值犇０的地标链，对其进行实例分析。

图７（ａ）是同一ＯＤ间３组地标链。从平面形

状特征上看，这３组地标链差异不大，然而，这３

组地标链结点数量Ｎ、结点间隔犇犻的统计结果差

异较大。从表１可以看出，结点数相差较大，犔犆１

结点数量最小为１２，接近于是犔犆３ 链的一半，这

说明不同路线上的参与导引的地标存在较大差

异。从平均引导距离来看，犔犆３ 比犔犆１、犔犆２ 都

小，这表明犔犆３ 引导过程的切换Ｌａｎｄｍａｒｋ所需要

行驶距离较低，使得行人导航过程中地标信息较为

丰富，但地标匹配次数较大；相应地犔犆１最高，使得

地标信息较少，但地标匹配次数也较少，犔犆２ 介于

犔犆１和犔犆３之间。犔犆１、犔犆２、犔犆３ 三者的总引导距

离相差不大，但犔犆１ 的最大引导距离达到了２４４

ｍ，这说明犔犆１ 链上存在可视域较广的地标，能够

在较大的范围内保持方位引导作用。

图７（ｂ）是上述３组地标链的三维分析图，其

中狓、狔轴为平面坐标，狕轴为总引导距离。实验

区域可以大致被划分为３部分，对应图７（ａ）、（ｂ）

中的Ｒｅｇｉｏｎ１、２、３。从图７（ｂ）可以看出，３组地

标链除起点与终点外，存在４个公共结点（犔１～

犔４），且都位于Ｒｅｇｉｏｎ２中，原因是Ｒｅｇｉｏｎ２视野

较窄，地标引导距离较短，拓扑结构简单；Ｒｅｇｉｏｎ

１和３只分别包含作为公共结点的犔１、犔４，这是由

于该区域存在较复杂的有向通视图拓扑结构。

图７　同一ＯＤ对间的３组地标链

Ｆｉｇ．７　Ｔｈｒｅ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Ｃｈａｉ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ｍｅＯＤｐａｉｒ

表１　３组地标链比较结果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ｋＣｈａｉｎｓ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链编号
结点数

平均引导

距离／ｍ

最大引导

距离／ｍ

总引导距

离／ｍ

犔犆１ １２ ７９．４５ ２４４ ８７４

犔犆２ １３ ７４．５０ １２０ ８９４

犔犆３ ２１ ４１．１５ ８１ ８２３

表２　区域比较结果

Ｔａｂ．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链编号

距离阈

值／ｍ

引导次数

Ｒｅｇｉｏｎ１ Ｒｅｇｉｏｎ２ Ｒｅｇｉｏｎ３

犔犆１ ２５０ ４ ４ ３

犔犆２ １５０ ５ ４ ３

犔犆３ ３０ １０ ６ ４

　　表２给出了３组地标链分别在Ｒｅｇｉｏｎ１、２、３

中的引导次数特征。Ｒｅｇｉｏｎ１中，犔犆１ 的引导次

数小于犔犆２，原因是Ｒｅｇｉｏｎ１中存在引导距离较

远的地标。犔犆１、犔犆２ 不同的距离间隔阈值（２５０

ｍ、１５０ｍ）导致了引导次数的差异。在Ｒｅｇｉｏｎ２

和３中不存在超过距离间隔阈值的地标，因此

犔犆１、犔犆２ 的引导次数差异不大，距离间隔阈值对

该区域的地标链变化影响不大；犔犆３ 的距离间隔

阈值较小（３０ｍ），导致Ｒｅｇｉｏｎ１、２、３中的引导次

数都较多。上述结果表明，距离间隔阈值的变化

能够调整地标链的引导次数与距离，较大的距离

间隔阈值有助于引导距离较远的地标。这里需要

说明的是，距离间隔阈值的设置应该取决于行人

导航区域的实际地形。

本文基于有向通视图提出了面向行人导航的

地标链生成方法，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够满足行人导

航中对方向引导的信息需求，并降低行人导航的寻

路难度。但地标链对行人的方位标识作用还因环

境而异，其影响规律将在后续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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