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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复杂网络理论提出了一种城市道路网结构化分析与结构等级建模方法。首先，根据城市道路链

生成对偶图；然后，分析路网几何结构，对由城市道路链生成的对偶图进行中心性测度分析；集成各项结构指

标进行道路等级建模，以保持各个指标的结构信息；最后，根据集成指标分析城市道路的结构重要性、划分道

路等级并保持道路网的连通性。实验结果表明，通过所提方法进行的道路结构化等级分析能够反映道路网中

包含的等级结构特征，而且与单一指标和现有的道路分级相比，集成各项结构指标后划分的道路等级能够更

好地符合道路网固有的等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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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网作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其结构布局体

现了城市中各种地理要素的分布特征，也具有复

杂网络系统的等级结构特性。道路等级分析对于

道路网多尺度表达、现代交通分析等具有重要作

用，应用复杂网络理论进行城市道路网拓扑结构

描述和网络行为理解已成为交通地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Ｔ）研究的重点之一
［１，２］。在进行道路网结

构化等级分析时应当综合考虑各个指标，多角度

分析整个道路网络中的等级关系，避免应用单一

指标分析道路结构化等级所产生的片面性，使道

路网的建设和改善更具有针对性、科学性。本文

针对城市道路网的道路结构特点，应用复杂网络

理论对城市所有类型道路综合进行结构化等级分

析，根据指标信息量对结构化分析指标进行集成，

以期获得更全面的道路网结构化等级评价。

１　道路网对偶图

复杂网络结构分析首先需要对道路网进行拓

扑结构提取，构建网络拓扑图。常用的网络拓扑

图构建方法有原始图和对偶图两种。原始图将道

路交叉口抽象为原始图中的结点，道路抽象为弧

段；而对偶图中的每一个结点代表道路网中的一

条道路或道路链，结点间的连接代表道路网中两

条道路之间的连通关系。为了能够得到具有无标

度特征的复杂网络，通常使用长道路链作为对偶

图的结点。与原始图相比，对偶图能够保持城市

的整体形态，反映城市道路网的交通量信息［３７］。

通过复杂网络结构指标计算，能够直接得到道路

链在整个网络中的交通量需求、通行效率和重要

程度。

本文使用文献［８］提出的方法，首先识别双行

道路和复杂交叉口，然后根据道路连接角和道路

名、道路宽度等语义信息，连接道路网中的长道路

链，为道路网的结构化分析提供正确的数据源。

图１为基于对偶拓扑方法生成的对偶图。

图１　道路网对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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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城市道路结构化等级分析

２．１　网络中心性特征指标

复杂网络结构特征分析常使用网络中心性测

度作为分析指标［９］。基于对偶图的网络中心性特

征指标在数学表达上主要可以归纳为３个：度中

心性、接近中心性以及中介中心性。图２为３个

中心性的示意图。本文在解释各项指标在城市道

路网等级分析中的具体含义时，还引入道路链长

度指标，用于分析司机驾驶经验习惯对交通流的

影响。

图２　中心性指标最大值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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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度中心性，是指网络中与某一结点直接相

连的结点数。其算式为：

犆犇犻 ＝∑
狀

犼＝１

δ犻犼 （１）

式中，δ犻犼表示道路链犼是否与道路链犻相交，如果

相交，则δ犻犼＝１，否则为０。在道路网结构化分析

过程中，度中心值越大，连接的道路越多，这条道

路的连通性越强，在整个城市道路网中所起的重

要程度越大。

２）接近中心性，是指网络中一个结点到其他

所有结点的最短路径之和的倒数。其算式为：

犆犆犻 ＝１／∑
狀

犼＝１，犼≠犻

狀犻犼 （２）

式中，狀犻犼是交通流由道路链犼转向道路链犻所经

过最短路径的道路条数。接近中心性是一个全局

测度，能够揭示城市的中心。高等级道路与城市

中其他道路应具有较好的可达性。与度中心性相

比，接近中心性指标可进一步描述道路链与非直

接连接道路的接近程度，指标值越大，表明该道路

链的影响及服务范围越广，道路链等级应当越高。

３）中介中心性，其算式为：

犆犅犻 ＝ ∑
狀

犼≠犽≠犻

狀犼犽（）犻／狀犼犽 （３）

式中，狀犼犽表示结点犼与犽之间最短路径的道路条

数；狀犼犽（犻）表示其中经过结点犻的条数。在道路网

中，中介中心性越强的道路链，表示最短路径通过

次数越多，在整个网络中的桥梁以及枢纽转换作

用也就越明显，具有越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道路

越重要。

４）道路链长度。根据车辆历史行驶轨迹分

析发现，城市道路网中司机经常按照转向较少的

次最短路径行驶［１０］。长直的道路链更易吸引交

通流，符合司机的驾驶经验，因此，道路链的连接

长度能够反映出道路的交通量信息。长度越长的

道路吸引的交通量越大，具有的等级越高。其算

式为：

犔犻＝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Ｌｅｎｇｔｈ（犳ｎｏｄｅ犻，狋ｎｏｄｅ犻） （４）

式中，犳ｎｏｄｅ犻是道路段犻的起始结点；狋ｎｏｄｅ犻为终止结

点。使用最短路径查找路段链起止结点间的最短

距离作为道路链的长度，避免存在双行道路时分

支车道长度重复计算的问题。

２．２　基于信息量的多指标集成

上述各指标都能够反映道路网结构等级特征

的一方面，需要建立结构化分析指标与道路结构

等级的关联模型，全面评价道路的结构化等级。

本文综合考虑各种指标的影响，结合道路链的长

度，构建道路结构等级的线性关联模型：

ＳｔｒｕｃｔｒａｌＬｅｖｅｌ＝∑
４

犻＝１

α犻犡犻 （５）

其中，犡犻（犻＝１，２，３，４）为离差标准化的度中心

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与道路链长度，值范

围均为［０，１］。由于缺少可靠的城市交通流信息，

参量α犻的估计值多采用多重共线性分析、使模型

信息量最大的原则。本文分析各结构化指标内部

与指标间的信息量，使用基于相互关系准则的标

准重要性（ＣＲＩＴＩＣ）方法估计等级模型的参数，使

得结构等级所包含的信息量达到最大。数据的信

息量分为：① 单个指标内部信息量（对比强度），

以标准差σ的形式来表现，即在同一指标内各条

道路链取值差距的大小；② 不同指标之间的信息

量（冲突强度），以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为基础，指标

之间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则冲突性较低。设犈犻

表示第犻各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则犈犻可表示为

对比强度与冲突性的乘积：

犈犻＝σ犻·∑
犿

犼＝１

（１－狉犻犼） （６）

式中，σ犻为第犻个评价指标的标准差；第犻个指标

与其他指标冲突性的量化指标为∑
犿

犼＝１

（１－狉犻犼），其

中狉犻犼为评价指标犻和犼之间的相关系数。犈犻越

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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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第犻个评价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大，该指标

的相对重要性就越大。因此，第犻个指标的参量

α犻为：

α犻 ＝
犈犻

∑
犿

犼＝１

犈犼

（７）

　　此方法既考虑了指标变异大小对权重的影

响，又考虑了各指标间的冲突。当标准差一定时，

指标间的冲突越小，权重越小；冲突越大，权重也

越大。对于道路网结构化等级分析来说，若不同

的指标间存在较高的相似性，ＣＲＩＴＩＣ方法可以

降低权重使之不会降低其他指标的作用。

２．３　等级拓扑一致性保持

上述道路网结构化等级计算与等级划分方法

不能保证划分的每一等级道路的连通性。本文将

每条道路在整个道路网中的连通作用，转化成对

偶图中结点连接度的计算来保持道路等级拓扑的

一致性，具体步骤为：① 将对偶图中的高等级道

路标记为“保留道路”，低等级道路标记为“待删除

道路”。拓扑一致性保持可以抽象为选取最少的

“待删除道路”，使图中全部的“保留道路”仍能保

持整体连通。② 对偶图中“保留道路”之间边的

权重为０，其他边根据通达性赋予相应权重。采

用克鲁斯卡尔算法［１１］计算最小生成树，此时“保

留道路”全部连接。无法直接相连的“保留道路”

会通过“待删除道路”连接。③ 从最小生成树的

叶子结点中迭代删除连接度为１的“待删除道

路”，最后保留的是起到连通“保留道路”作用的

“待删除道路”，即连通路径。

３　实验与分析

实验数据为武汉市的四维图新城市电子地

图。计算生成道路链的长度、度中心性、接近中心

性、中介中心性，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并计算各指标

的标准差和指标间的相关系数，根据ＣＲＩＴＩＣ方

法，指标的综合权重分别为α１＝０．１２（道路段长

度），α２＝０．１１（度中心性），α３＝０．６５（接近中心

性），α４＝０．１２（中介中心性）。

道路结构化综合等级指标统计结果如图３所

示。图中道路等级分布反映了一种近似“Ｌ”形分

布的特征。极少数道路具有很高的道路等级值，

反映了道路网的骨架线与整体形态特征；绝大部

分道路具有相似的等级指标，区分度较小，是道路

网中的普通道路；曲线尾部具有明显的下降，表示

道路网中的少量悬挂道路，使得等级指标迅速降

低。根据分布曲线上的转折点，将武汉市的道路

分成３级并保持每一等级道路网的整体拓扑连通

关系，选取７０条一级道路链、３６９０条二级路段、

２６４条三级悬挂路段，如图４所示，黑色粗线、灰

色粗线和黑色细线路段分别为划分的一级、二级

和三级道路，虽然一级道路链只有７０条，但已能

反映出道路网的整体骨架结构。

图３　综合指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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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道路等级选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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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比较综合指标与单指标道路等级划分上

的不同，图５列出了根据综合指标道路等级排序

前５０条道路的道路长度以及中心性测度等指标

的计算结果。图中圈出的是单指标突降的道路，

表示单指标没有能够正确反映该道路的结构等

级。图６列举了图５中道路长度和度中心指标突

降的２号道路（长江二桥）、中介中心性突降的１２

号道路（白沙洲大桥），以及接近中心性突降的１７

号道路（解放大道）。其中，两座长江大桥对区域

道路有重要的连通作用，长江二桥道路由于长度

较短和连接道路数较少被漏选，而白沙洲大桥所

处的位置由于道路较为稀疏使得中介中心性过

低；解放大道则是汉口地区重要的交通贯线，却由

于到武昌地区距离较远而具有较低的接近中心性

指标。分析表明，４种单指标在道路等级划分上

均存在不足之处，而使用综合的结构化指标作为

等级选取标准，较之单一指标的方法具有较好的

综合性。

道路网结构同样可以揭示现有的一些道路分

级的不足。以综合的结构化指标 与 武 汉 市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城市主干道信息进行对比分析。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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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综合指标与各单一指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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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单一指标误判等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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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ｘＭｅｔｈｏｄ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主要根据道路设计宽度、车道数设

定，反映了现有的道路等级状态。比较结果表明，

结构化道路等级和实际的主干路有差距。图７所

示的４条道路是结构分析等级较高而没有列入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主干道的部分道路。其中，武金堤

路是通往白沙洲快速路的重要连通道路，现有的

道路设计级别难以应对较大的交通需求，导致道

路被过度使用，加剧了道路损坏，目前该路已进行

全面改造；珞狮路同样具有连通南湖街道口与洪

山的重要作用，也是经常发生拥堵的区域，目前已

经初步建立高架桥，提升了道路等级，缓解交通压

力，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中尚未更新等级；东湖南路由于

毗邻东湖，路宽设计较窄，但是所起的道路网连通

作用却十分明显，需要予以关注；而青王路是连接

光谷与青山、武汉火车站的一条重要枢纽，所承担

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目前已建成的东三环便是

沿此路的延伸方向修建的高等级道路。

图７　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道路等级差异分析

Ｆｉｇ．７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ｙｔｏＧｏｏｇｌｅＭａｐｓ

４　结　语

本文在网络结构指标计算的基础上，提出了

一种综合的道路结构化等级评价方法，并在道路

网对偶图上进行道路结构化等级分析。实验结果

表明，本文方法能够计算出道路链所具有的多种

网络结构特征，多指标集成方法得到的综合指标

相对于单一指标能更好地保持道路的形态和反映

道路等级。但是，道路段等级分析的结果与道路

网的辐射范围存在关联，整体的结构化指标上存

在与局部区域形态交通量等级分析不一致的问

题，如何保持结合道路网整体与局部形态的多尺

度道路网分析是后续的研究方向之一。另外，随

着ＧＰＳ浮动车数据获取技术的发展，将实时交通

流信息与道路网的语义信息同结构指标一起对道

路网进行综合分析是后续研究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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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多传感器组合导航系统的多尺度分布式滤波算法 　　　　　林雪原，等

 ＧＮＳＳ观测值的压缩方法研究 李英冰，等

 一种利用镜像理论的射线跟踪改进算法 李朝奎，等

 利用自适应最优极化对比增强的ＳＡＲ影像边缘检测 李平湘，等

 格网ＤＥＭ上径流长度计算误差的定量分析 刘学军，等

 一种平面散乱点集的自适应空间划分算法 王结臣，等

 利用目标规划与模拟退火算法的土地分区优化 刘耀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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