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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通过交通信息路段编码建立实时交通流信息与逻辑路网的关联；然后，提出了根据多路段的上

下层对应关系实现实时交通流信息与静态分层路网的融合表达。实验结果表明，此方法可以实现动态交通信

息在导航电子地图中的多尺度可视化，满足动态导航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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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动态导航技术是智能交通领域引人瞩

目的一个新应用，其使得车载或手持移动终端被广

泛使用，这对导航电子地图与动态信息可视化表达

提出了新的挑战。几种主要的导航数据格式虽都

能很好地支持静态导航应用，但是它们都缺乏表达

与管理动态信息的能力。另外，导航电子地图为了

适应嵌入式移动终端资源有限的特点，普遍采用

“分层分块”的存储模型。该类模型的特点是数据

读取效率高、结构紧凑，导致交通信息在这种模型

中表达存在一定困难［１］。目前，国内外对实时交通

地图的研究多集中在网上发布的交通地图，主要从

ＧＩＳ的角度出发对复杂、大量交通数据的可视化进

行研究［２５］，本质上是把实时交通信息数据作为专

题层数据，以静态地图数据为背景，把二者进行叠

加显示，存在交通信息表达不准确的情况。学者们

还提出各种模型支持导航应用中交通网络动态信

息的表达［６，７］，这些模型大多数由于太复杂而在导

航应用中缺乏实用性。本文研究了交通流信息与

道路网的分层结构之间的关联，以及静态分层路网

与动态交通信息的融合方法，实现了动态交通信息

在导航电子地图中的多尺度可视化。

１　实时交通信息与导航数据模型

实时交通信息主要包括实时交通流信息、交

通事件和移动对象（车辆）信息数据等３类
［７］，此

外还包括交通气象、停车场等信息。实时交通信

息的特征为：① 具有多维时空参照特征。交通流

信息可以连续地反映交通状况，作为道路要素的

动态属性来表达道路的拥堵状态。而交通事件则

可以用线性定位参照系表达事件发生的相对位

置，即一维线性参考（定位点加偏移量）来描述。

同时，交通网络中的要素或事件具有明显的时态

特征，需要为它们提供时间域内的参照方法，即时

间参照方法。② 具有多尺度性。交通流依附于

道路网，应随着路网在不同比例尺下显示道路不

同的交通状态。③ 具有多源、多样性。由于采集

方式的不同，交通信息来源多种多样，其表现形式

也多种多样。

导航电子地图，也称为导航数据库，其主要内

容包括以道路网络为骨架的地理框架信息、叠加

于其上的社会经济信息以及静、动态交通信息［８］。

导航系统要求能支持地图匹配、路径规划、路径引

导、地图显示和相关兴趣点查询的导航数据，同

时，还应考虑到车载设备的硬件条件、运行时的存

取速度。导航数据通常采用分层分块结构存储。

结合ＫＩＷＩ数据进行分析，其道路网的层次结构

是一种细节层次结构。道路网在垂直方向上按照

“显示比例尺”进行分层组织，每一层对应一系列

特定的显示比例尺。高层是低层的子集，是对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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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抽象和简化，低层则包含高层所没有的细节。

为了加快数据检索的速度，在同一层上进行分块

存储，将地图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则划分为小的数

据块或数据区，形成一个类四叉树的分层／分块数

据组织结构［９，１０］。动态交通信息在这种冗余且分

区的模型中存储时存在一定困难，不能直接存储

在静态导航电子地图中，一般通过外接的数据库

或者数据文件来存储。

２　实时交通信息与移动导航电子地

图融合表达

２．１　实时交通流数据的表达

在交通数据采集系统中，数据来自不同的传

感器，表征交通流特性的参数也多种多样，而在

导航服务应用中，需要一个单一量纲参数来直观

地表达道路的状态或拥堵信息。常用平均行程速

度（犞犻）作为第犻个路段上的交通流信息的表达参

数，它是一个数值型的量。该指标值越大，说明道

路越畅通；反之，说明路段拥堵程度越严重。路段

的平均行程速度（犞犻）可转换为道路交通网络的动

态路阻（犓犻），用于动态路径规划；亦可转换为交

通拥挤程度（犆犻）。犓犻／犆犻作为道路元素的动态属

性，需要频繁更新数据。为了提高数据存取效率，

进行数据组织时，交通流信息与静态路网信息分

开存储，以交通信息路段编码与逻辑路网关联。

交通流数据内容见表１。

表１　路段上的交通流数据表

Ｔａｂ．１　ＴｒａｆｆｉｃＦｌｏｗｏｎＲｏａｄＥｌｅｍｅｎｔ

字段名称 说明

图幅号

交通信息路段编码 可与导航地图内部道路ＩＤ对应

平均行程速度 表达交通拥堵程度的参数

拥堵开始位置 拥堵起始点位置

拥堵长度 开始位置按拥堵方向计算的长度

拥堵方向 ０为沿道路方向；１为逆道路方向

２．２　实时交通流信息与静态分层路网的融合方法

２．２．１　建立实时交通流信息与静态路网的关联

实时交通流信息主要反映了道路元素／路段

的拥堵状态，与实际道路有着直接的关系，与逻辑

路网（导航地图数据存储的道路）存在着间接关

联。逻辑路网一般由节点、路段以及多路段构成。

节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是道路交叉点、属性

变化点，或是划分几何网格时，道路数据与几何网

格边界的交点。路段是由两个连续节点界定的线

状元素，起始于一个节点终止于另一个节点，路段

属性是每个路段一定具有的，如路段的ＩＤ、形状点

坐标、对应节点类型等。节点与路段是一对一的关

系，是多路段的构成元素。多路段由一系列连续的

节点和路段组成，一条多路段可以描述现实世界的

一条完整的道路。

多路段上的属性是一条道路中所有路段所共

有的属性，即公共属性，如多路段的编号、道路类型

码、所属层编号等。由于实际道路与导航地图数据

中存储的路段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就要通过交通

信息路段编码（ＲＴＩＣＬｉｎｋＩＤ，定义了全国范围内

各个路段的编号）建立实时交通流信息与逻辑路网

的关联。我国ＲＴＩＣ编码是以国际上现有的交通

信息道路编码为基础，针对中国特殊道路情况而制

定的，已被北京、上海、广州等交通信息管理部门采

用。为确保实时交通流信息与各类导航地图数据

中的路段相关联，必须在本地导航地图数据中存储

ＲＴＩＣＬｉｎｋ与逻辑路网中Ｌｉｎｋ的一对多的关系，

通过这种对应关系将交通流信息动态映射到每条

路段上，并能实时更新本地交通数据。

２．２．２　构建实时交通流信息的上下层对应关系

实时交通流信息属于单层网络模型，并不具

备与导航数据相对应的分层结构，上文建立的实

时交通流信息与静态路网的关联通常是建立在最

低层道路网上的关联。因此，当移动终端接收到

实时交通信息时，也必须依据道路网的分层结构

动态地建立上下层对应关系，才能在导航电子地

图中准确地表达实时交通信息。在几何路网的层

次结构中，上层的路段可以由下层的几条路段合

并而成。每条多路段的编号由底层对应的起始路

段ＩＤ和起始与终止路段的差分路段ＩＤ构成，记

作＜ｓｔａｒｔ＿ＩＤ，ｏｆｆｓｅｔ＿ＩＤ＞。本文还规定路段ＩＤ

在最低层是唯一编码，且沿着一条多路段的起点

到终点顺序增加。建立多路段的上下层对应关

系，实际上是建立路段的上下层对应关系，如图１

所示，一条多路段犔从第犻层到犻＋２层的对应关

系，可利用路段要素在编码上存在的包含与隶属

关系进行关联，路段的综合是通过差分路段ＩＤ

来体现的。在第犻＋１层，节点犃′引导的路段ＩＤ

仍然为２０００，而节点犆′引导的路段ＩＤ 为２００２，

存在着差分ＩＤ，这说明路段犃′犆′是由下层路段

犃犅、犅犆综合而来的一条路段，即第犻层到犻＋１

层路段犃犅、犅犆 综合成了犃′犆′；同理，路段犆犇，

犇犈综合成了犆′犈′。用函数表示为：犾犻＋１（狉犿）

＝∑
狀

犼＝犿

犾犻（狉犼），表示第犻＋１层路段狉犿 由第犻层路

段犿 到路段狀综合而成。据此可以得到实时交

通信息上下层对应关系函数：

９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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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犻＋１，狋（犳犿）＝∑
狀

犼＝犿

［犆犻，狋（犳犼）］／（狀－犿） （１）

式中，犳犼 表示路段犼 的拥堵状态；犆犻＋１，狋（犳犿）和

犆犻，狋（犳犼）分别表示狋时刻第犻＋１层路段犿 和第犻

层路段犼的实时交通信息评估值。

图１　多路段上下层对应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ｐｐｅｒ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ｋ

严格地说，上层综合后的路段无法用确定的

状态来描述，从在电子地图中合理显示表达交通

流信息的角度出发，还应考虑下层每个路段的属

性对上层综合路段的实时交通信息评估值的影响

比例，采用加权平均法表示为：

犆犻＋１，狋（犳犿）＝∑
狀

犼＝犿

［犆犻，狋（犳犼）×犵（狉犼）］，

０≤犵（狉犼）≤１表示路段犼的属性比例系数

（２）

　　为了实现在移动终端上快速显示不同比例尺

下的实时交通电子地图，根据层次化道路网的特

征：① 上层道路网是下层道路网的子集，最低层

道路网包括现实世界所有车辆可通行的道路，上

层的道路和节点在所有的下层中都存在；②上层

和下层通过公共路段以及公共节点进行链接；

③ 每一层的道路网都独立构成一个连通的网络，

都存在独立的拓扑关系；④ 越往上层，道路等级

越高，行车速度越快。实时交通信息上下层对应

关系函数可以简化为：

犆犻＋１，狋（犳犿）＝ｍａｘ（犆犻，狋（犳０），犆犻，狋（犳１），…，

犆犻，狋（犳狀）） （３）

式（３）是简化的表达，表示上层综合路段的交通

信息值为其下层对应子路段交通信息评估值中最

大的值。该表示方法依据的原则为：综合路段上

的各子路段都是关键路段，综合路段的交通状态

依赖于关键路段的交通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有任

何一个子路段是拥堵状态，那么上层综合路段就

为拥堵状态［１０］。

３　实验与分析

本文在 ＷｉｎｄｏｗｓＣＥ．ＮＥＴ系统平台上实现

了动态交通信息在导航电子地图上的多尺度可视

化。实验系统中车载终端采用惠普ＰＤＡ，其硬件

配置为：处理器ＳｔｒｏｎｇＡＲＭ３１２ＭＨｚＲＩＳＣ；内

存６４ＭＢ；３．５英寸液晶触摸屏，分辨率为３２０像

素×２４０像素。静态导航地图数据用２００８版全

国导航数据（四维提供，ＫＩＷＩ格式数据），交通数

据为北京市２００８０８０２Ｔ１２：１３～２００８０８０２Ｔ１３：

１７的一段历史交通数据，其更新周期为５ｍｉｎ，路

段的交通拥堵程度归纳为畅通、缓慢以及拥堵３

类，还有一类未知状态，地图显示时采用不同的颜

色来表达。导航电子地图支持１２个显示级别缩

放，实现了交通流随着路网同步多尺度可视化显

示。本系统充分利用了导航数据分层分区的组织

结构，依据实时交通信息与逻辑路网的关联以及

上下层对应关系函数式（１），将交通信息在１∶

２０００、１∶２００和１∶１００比例尺下的显示效果如

图２所示，可以在不同比例尺下清楚地显示道路

实时交通流信息。

在各级比例尺下变化时，更新绘制的路段数

量及在终端上的实时绘制所需时间也在变化。由

图３可以说明当比例尺不断缩小时，需要更新绘

制的路段数在不断增多，绘制所需时间在不断增

大且在１ｓ内可以显示出交通电子地图，基本满

足动态交通信息多尺度可视化的功能需求。

４　结　语

导航电子地图作为空间信息特别是交通信息

的载体，将交通状况及周围环境以视觉甚至是听

觉感受的方式传输给用户，成为智能导航系统与

用户交流的重要桥梁，直接影响导航系统的成败。

图２　多尺度实时交通导航地图

Ｆｉｇ．２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ａｆｆｉｃＭａｐｓ

０１１１



　第３５卷第９期 宋　莺等：实时交通信息与移动导航电子地图融合表达

图３　交通电子地图显示效率实验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ａｆｆｉｃ

ＭａｐＤｉｓｐｌａｙ

面向动态导航的交通导航电子地图作为一种新型

的动态电子地图，除了具有普通电子地图基本功

能外，还应支持动态交通信息的存储管理、可视化

表达以及动态路径计算。本文分析了实时交通信

息与嵌入式导航数据模型的特征，论述了在分层

路网的基础上，实时交通流信息与静态分层路网

的融合方法。本文研究的融合方法非常适合于小

内存的嵌入式系统，对道路网空间要素与实时交

通信息在嵌入式系统中的集成表达具有一定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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