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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行人的生理因素与ＧＩＳ路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根据生理学研究进展，建立了步行体能消耗计算

模型，并提出了基于坡度转换的等效水平距离计算原则，从而将三维空间距离转换为等体能消耗平面距离，实

现了顾及地形起伏的最优路径算法。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具有兼顾坡度与距离关系的优势，提高了路径分

析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最优路径；地形；坡度；步行能量消耗；等效距离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ＧＩＳ的发展已由传统的强调技术向强调服务

转化［１］，凸显以人为本的信息化、智能化服务宗

旨。路径分析是ＧＩＳ中常用的空间分析方法之

一，目前的研究多数是针对城市中的道路网络和

车载环境，主要考虑距离、道路等级、宽度等静态

因素以及交通流量、路口状态等动态信息［２］，但忽

略了地形起伏因素的影响。尽管少数路径计算方

法已采用三维空间距离作为约束权重，但若仅进

行空间距离大小的比较［３］，则忽视了不同坡度条

件下距离选择的差异性。因此，如何将地形起伏

合理地加入分析过程，为行人规划出一条距离短

且省力的路径，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步行路径

分析为研究目标，根据行人的步行能量消耗关系，

提出了不同坡度条件下的地形消耗系数，建立了

基于地形消耗系数的等效水平距离计算原则，采

用犃路径搜索算法，实现了顾及地形起伏的最

优路径计算。

１　算法的基本思路

１．１　路径选择的能量消耗最省原则

地形起伏对于步行路径分析的影响显著。如

图１所示，将线路犔１和线路犔２进行比较，尽管从

水平距离看，犔１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其穿越了山

地，而犔２地势平坦，往往成为实际中犃、犅两点间

的首选路径。

图１　地形对路径选择的影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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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路径分析方法通常可采用距离最优、时

间最优或经济最优等选取原则［４］。由于三维道路

网络中各弧段包含的地形坡度有可能不同，其三

维距离大小无法作为路径分析中衡量道路是否选

取的约束目标条件。同样，由于在山地中行人的

速度随着坡度变化，时间也难以成为分析考虑的

基础，因此，要在三维地形条件下构建道路弧段的

约束目标。本文以行人在道路运动过程中的能量

消耗为主要指标，建立符合能量消耗最省的经济

最优原则。

在本文中，能量即指人的体能，体能消耗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自身的因素包括体重、身

高、年龄、运动速度等，而外部环境因素包括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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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坡度、高度等。由于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将地

形影响加入到路径分析算法中，因此主要考虑外

部环境的作用，能量消耗以样本测试数据平均值

作为参考，文中并不考虑个体自身的差异性。

１．２　算法策略分析

ＧＩＳ中的道路网中缺乏直接的体能消耗数

据，因此需要通过现有的ＤＥＭ 等地形数据进行

间接计算，建立体能消耗与道路弧段的联系。本

文利用现有的道路网以及地形数据，由每条道路

的长度及其坡度、高程信息，根据能量消耗最省原

则，换算得到与其实际能量消耗相符合的等效长

度，从而可以与现有的经典路径分析算法相结合

进行计算。

１．３　几个基本概念

１）单坡弧段。道路中一条弧段犃，若其由起

点至终点坡度未发生明显变化，则称其为单坡弧

段，记为犃：犔（犌），犔表示弧段长度，犌表示坡度。

２）等效步行距离。设有两条单坡弧段犃１：

犔１（犌１）、犃２：犔２（犌２），如果步行通过犃１、犃２消耗的

体能相同，则称犃１与犃２具有等效步行距离（简称

等效距离），记为犔１（犌１）＝
犈

犔２（犌２），即坡度犌２下

的步行距离犔２等效于坡度犌１下的步行距离犔１。

当犌２＝０，即犃２ 为水平道路时，称犔２为坡度犌１下

步行距离犔１的等效水平距离，记为犔１ （犌１）＝
犈

犔２

（０）。

３）道路等效水平距离。设有一条道路犚１ 由

狀条单坡弧段构成，记为犚１：∑
狀

１

犔犻（犌犻）。对犚１

上的任意单坡弧段犃：犔犻（犌犻），均存在一条对应的

等效水平单坡弧段犃′：犔′犻（０），使得犔犻 （犌犻）＝
犈

犔′犻（０），则可将该狀条等效水平单坡弧段的长度累

加，即为道路犚１ 的等效水平距离。

４）地形消耗系数。表示在坡度为犌的单坡

弧段上的步行单位距离与在水平路面上的步行单

位距离消耗能量的比值。

２　算法基础

２．１　道路坡度计算方法

准确计算道路坡度是进行等效距离换算的前

提。若采用一般公路坡度计算方法［５］直接计算道

路起点、终点高差和水平距离的比值，对存在局部

地形起伏（坡度变化）的道路，其计算得到的等效距

离将不准确，因此，本文提出了道路高程提取算法。

２．１．１　道路高程提取

基于Ｂｒｅｓｅｎｈａｍ的算法思想，按照增量计算

方式，在ＤＥＭ 格网上得到一组连接道路起点至

终点的连续栅格，这组栅格的值可以表示道路随

地表起伏的连续坡度变化。道路高程值的提取过

程如下：① 将每个ＤＥＭ网格用坐标进行标记，横

坐标、纵坐标分别为该网格在规则格网中的列序

号和行序号；② 通过对称轴转换以及起点、终点

的方向转换，使道路每两个结点连接的线段斜率

的绝对值在（０，１）之间；③ 由起点开始每次向前

移动一个单位，直到终点，得到与矢量直线段匹配

的栅格行走路线；④ 根据第②步的转换过程进行

逆转换，得到最终结果。

在道路拐弯处存储的道路特征结点较多，多

个结点可能落在同一栅格内。当道路两个相邻结

点落在同一栅格内时，认为高程值未发生明显变

化，因此只提取该点的栅格高程值，而不采用与

ＤＥＭ格网进行计算的方法。

２．１．２　分段道路坡度计算

提取道路经过的所有栅格的高程值后，可根

据栅格的高程值，结合传统公路坡度定义计算道

路坡度。在ＤＥＭ 格网中，每相邻两个栅格间的

道路路段为一个单坡弧段，各条单坡弧段初始按

照等距离划分，高差与坡度同步变化，因此可通过

各条单坡弧段间的高差变化来间接比较坡度的变

化。设定高差变化阈值，将阈值内的单坡弧段合

并计算平均坡度，从而达到简化计算的目的。合

并方法如下：① 初始状态，每条道路被ＤＥＭ格网

分为［犔／ １＋犿槡
２
犆］个单坡弧段，计算每个单坡

弧段的高差，记为犺１，犺２，…，犺狀；② 由犺１ 开始，首

先比较犺１ 与犺２ 的差值，若二者差值小于阈值狉，

表示这两个单坡弧段处于同一坡度，再将犺３ 与

犺２ 比较，若两者差值超过狉，则犎３ 高程点为变坡

点，停止比较；否则继续比较下一组高差，直到差

值超过狉；③ 若有犿条单坡弧段的高程差在阈值

范围内，则将该犿条单坡弧段合并。通过合并高

差变化在阈值内的单坡弧段，使一条道路被划分

为若干段，每段由若干条在相同坡度区间内的单

坡弧段构成。求出每一段的高差平均值后，计算

该段的平均坡度，公式为：

犌＝∑
犿

１

（犎犻＋１－犎犻）／犿／（１＋犿槡
２
犆）１００％

（１）

式中，犌表示多个单坡弧段合并后的平均坡度；

∑
犿

１

（犎犻＋１－犎犻）／犿表示犿 条单坡弧段的高差平

均值。

如图２（ｂ）所示，犎４ 高程点为变坡点，高差犺５

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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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犺４ 相比，变化超过阈值，因此将犎１ 至犎４ 间的

单坡弧段合并为一段，计算其平均坡度，而由 犎４

开始，进行下一轮坡度计算。

图２　道路坡度计算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此外，对于一些不依附于地表的特殊道路，如

桥梁、地下隧道等，不能按照ＤＥＭ 地形数据计算

坡度，但可根据其实际测量的高程值进行计算。

而对于城镇中起伏较少的道路路面，也可近似视

为平路处理。

２．２　步行体能消耗与地形起伏的关系

理论上，地形起伏越小，距离越短，则步行体

能消耗越少，因此，地形起伏与步行能量消耗之间

存在对应的变化关系。

２．２．１　步行体能消耗计算模型

在生理学中，通常采用测算人在运动中的耗氧

量来间接估算能量消耗。美国运动与药品专业学

院（ＡＣＳＭ）曾经将单位时间步行上坡耗氧量分解

为水平耗氧量、垂直耗氧量以及安静耗氧量，并给

出了上坡运动中单位时间内的耗氧量（ｍｌ／（ｋｇ·

ｍｉｎ））估算公式
［６］：

犞Ｏ
２
＝ （０．１×狏）＋（１．８×狏×犌）＋３．５（２）

式中，犌表示道路坡度（％）；狏表示运动速度（ｍ／

ｍｉｎ）。

为了便于计算顾及步行距离情况下的体能消

耗情况，将式（２）除以运动速度狏，得到上坡运动

中单位距离耗氧量（ｍｌ／（ｋｇ·ｍ））的估算公式为：

犞Ｏ′
２
＝０．１＋１．８×犌＋３．５／狏 （３）

　　式（２）是以美国成人作为样本人群测算得到

的。尽管耗氧量受到环境、人种的影响有着差异，

但由于在不同地区，人的步行运动的基本特点与

耗能水平基本一致［７］，因此，基于式（３），本文建立

了步行单位距离耗氧量的计算模型：

犞Ｏ′
２
＝犮＋α１犌＋α２／狏 （４）

式中，犮为水平耗氧常数，表示在水平路面步行单

位距离的耗氧量；α１ 为坡度影响系数；α１犌表示

由于坡度引起的步行单位距离耗氧量的变化量；

α２ 为速度影响系数；α２／狏表示由于速度引起的步

行单位距离耗氧量的变化量。显然，在不同的环

境、不同的人种等条件下，这些参数需要根据各自

的特点进行测试、调整。

由于本文研究的关键是构建顾及地形的路径

计算方法，因此在后面的研究中根据该步行体能

消耗计算模型，暂采用由 Ｍｉｎｅｔｔｉ的测试数据
［８］

来计算水平耗氧常数以及对应的坡度影响系数。

由于环境、人种的差异，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

一定的差异。

２．２．２　坡度变化对步行耗氧量的影响

Ｍａｒｇａｒｉａ、Ｍｉｎｅｔｔｉ等人对步行中坡度与体能

消耗的关系进行了研究［８，９］，测定了不同坡度条

件下的体能消耗。Ｍｉｎｅｔｔｉ将测试者的步行速度

设定为各坡度下的最佳速度［９］，针对坡度变化与

体能消耗的关系进行了实验与研究测试，图３（ａ）

表示的坡度与单位距离能量消耗关系基于其测试

数据［８］。

在上、下坡过程中，体能消耗与坡度的关系表

现出了不同的变化规律，这里分段进行计算。

１）上坡坡度对步行体能消耗的影响

测试者在上坡运动中，单位距离耗氧量随坡

度的增大呈近似线性上升，基于 Ｍｉｎｅｔｔｉ测试数

据计算得到：

犞Ｏ′
２
＝０．０８＋１．５８×犌 （５）

式中，０．０８为水平耗氧常数；１．５８为坡度影响系

数。

２）下坡坡度对步行体能消耗的影响

测试者在下坡运动中，能量消耗呈 Ｕ 型曲

线。下坡坡度较缓时，能量消耗比在平地行走略

少，且随坡度的增加而减少；当下坡坡度由－１０％

继续变陡时，能量消耗开始随坡度的增加而增加，

并逐渐超过在平地上行走的能量消耗。

采用与上坡耗氧量估算相同的方法，基于

Ｍｉｎｅｔｔｉ测试数据计算得到下坡中当坡度值为

０％～－１０％时，水平耗氧常数为０．０８，坡度影响

系数为０．４；坡度值为－１０％～－４５％时，水平耗

氧常数为０．００７，坡度影响系数为－０．４。

综合上坡和下坡的数据计算结果，得到步行

单位距离耗氧量与坡度的关系为：

犞Ｏ′
２
＝

０．０８＋１．５８×犌，０≤犌≤０．４５

０．０８＋０．４×犌，－０．１≤犌＜０

０．００７－０．４×犌，－０．４５＜犌＜－０．

烅

烄

烆 １

（６）

２．２．３　基于地形消耗系数的等效距离换算

根据式（６）可计算在路网中任意一条单坡弧段

犃１ 上行走的单位距离耗氧量犞Ｏ′
２
（犃
１
）；而在水平路

面行走的单位距离耗氧量为犞Ｏ′
２
（０）＝０．０８ｍｌ／（ｋｇ

·ｍ）。因此，根据地形消耗系数定义可知：

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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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 ＝犞Ｏ′
２
（犃
１
）／犞Ｏ′

２
（０）＝

１＋１９．７５×犌，０≤犌≤０．４５

１＋５犌，－０．１≤犌＜０

０．０９－５犌，－０．４５＜犌＜－０．

烅

烄

烆 １

（７）

　　图３（ｂ）表示由式（７）得到的地形消耗系数与

坡度的关系图。可见，在上坡路段，地形消耗随着

坡度的增大而不断上升；在下坡路段，地形消耗首

先随着下坡坡度的增大而减少，当下坡坡度超过

－１０％后，地形消耗系数开始增加；当下坡坡度达

到－２０％以上时，地形消耗系数超过１，即此时的

体能消耗大于在平地上行走的体能消耗。

对道路网上的任意一条单坡弧段犃犻，均存在

一条对应的水平弧段犛犻，使得犃犻＝
犈

犛犻。若犃犻的

长度为犔犻，犛犻的长度为犔′犻，犃犻的地形消耗系数为

犓犻，则有犓犻＝犔′犻／犔犻。因此，已知一条单坡弧段

的地形消耗系数犓 以及坡长犔，即可计算出它的

等效水平距离犔′。

图３　单位距离能量消耗、地形消耗系数与坡度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ｅｒｇｙ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ｐｅｒ

Ｕｎｉ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ｅｒｒａｉｎ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ｅｎｔ

ａｎｄ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若一条道路由两段单坡弧段构成，一段坡度为

１０％，长度为１００ｍ，另一段坡度为－５％，长度为

５０ｍ，则由式（７）可计算在该道路上行走的地形消

耗系数为犓１＝２．９７５，犓２＝０．７５，它的等效水平距

离为犔′＝犔′１＋犔′２＝１００２．９７５＋５００．７５＝

３３５ｍ，因此，若选择该道路，行走１５０ｍ消耗的

体力与在平地行走３３５ｍ消耗的体力相等。

３　路径搜索算法与实现

本文采用结点弧段的拓扑结构描述道路网，

并通过ＧＩＳ中的经典路径分析算法犃算法进行

路径分析［１０］。算法流程如下：① 坡度计算。由

道路坡度计算方法将每条道路划分为多组单坡弧

段，并计算坡度值。② 等效距离换算。通过累加

组成一条道路的每条单坡弧段的等效水平距离，

建立路径分析的目标约束权重值。道路坡度具有

方向性，因此，一条道路应计算由起始结点至终止

结点和由终止结点至起始结点两组等效距离。

③ 路径分析。通过犃算法，由等效水平距离作为

道路弧段权重进行路径搜索。设搜索路径的起点

为犻狊，终点为犻犲，结点犻犿 在路径上，为使搜索从犻犿

朝着终点犻犲方向继续进行，则要比较由犻犿 的每个

连通结点至犻犲的路径耗费，找到下一个路径结点。

本文中对每个结点耗费值的比较采用如下公式：

犳′（狀）＝犵（狊，狀）＋犱（狀，犲） （８）

其中，犵（狊，狀）表示从起点狊至结点狀的实际耗费，

即等效水平距离；犱（狀，犲）表示结点狀至终点犲的

直线距离，为路径估算耗费值，作为启发式函数。

４　实验分析

为了验证算法的有效性，本文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

ｄｉｏ２００８开发平台下，结合 ＡｒｃＥｎｇｉｎｅ９．３提供

接口，对所提出的方法进行了实验。实验数据基

于某地ＤＥＭ数据及对应的矢量道路网数据。道

路分段阈值为２％坡度，步行水平消耗常数、坡度

影响系数根据 Ｍｉｎｅｔｔｉ的测试数据计算得到，见

式（６）。

通过两组实验，将基于平面距离的最短路径

算法与顾及地形起伏的最优路径算法得到的结果

进行对比，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出，在图４（ａ）中，

路径结果１中犃至犅 经历了一个较大角度的上

坡过程，图４（ｂ）中结果１由等效水平距离作为路

径权值，避开了犃犅段的陡坡，得到了由坡度较缓

的犆犇段上坡，再沿犇犈段下坡的出行规划，路径

坡度均较平缓，长度适中。在本文算法实验中，尽

管犅犈段的坡度较陡，但由于犃犅犈 路线比犃犆

犇犈 路线在距离上的优势更明显，因此图４（ｂ）结

果２中同样选择了由较陡的犅犈段到达终点。

图４　最短路径算法与顾及地形算法结果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Ｐａｔｈ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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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则比较了出行方向对路径搜索结果的影

响。可以看出，当搜索路径的起点、终点对调后，

原先的上坡路则变为了下坡路，等效水平距离也

发生了变化，因此由犃 至犅 与由犅 至犃 选择了

不同的路径。

图５　出行方向对路径搜索结果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Ｗａｌｋ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ａｔｈ

Ｆｉｎｄ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５　结　语

本文探讨了坡度与步行体能消耗间的科学定

量关系，并通过建立基于地形消耗系数的等效水

平距离转换机制，使得能量最省问题转化为路径

长度问题，可采用经典的 ＧＩＳ路径分析算法解

决。本文算法具有以下特点：① 在步行距离相同

时，能够按照能量最省原则，优先选取坡度较缓的

道路行走；而当坡度平缓道路的行走距离过长时，

仍保留了陡坡道路被选取的可能。② 考虑道路

坡度的方向性，根据来回坡度的变化及其引起的

能量消耗的改变，规划不同的步行最优路径。根

据以上特点，本文算法在地形复杂地区具有较强

的实用价值。步行体能消耗计算模型中各参数值

的精度与体能测试数据的准确性直接相关，在后

续工作中，将针对国内在体能消耗研究中的最新

成果，对计算模型中的各参数值进行调整，以更符

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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