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８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３年３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８Ｎｏ．３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０８。

项目来源：国家８６３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６ＡＡ１１０１１６）。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１３）０３０３６５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绘制尺寸固定的网格化嵌入式地图数据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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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导航地图显示数据的读取效率和渲染速度，需要对地图显示的对象进行合理的组织。首先

建立了多比例尺二级定幅网格索引结构，基于此索引结构设计了预估缓存加载机制，重点改善了导航定向移

动工程下的数据加载性能，从而降低了数据的平均读取时间。在网格内部处理中，根据肉眼分辨特性，提出了

显示矢量数据的视觉精简准则，据此在网格内部进行了拼接、简化、合并等预处理精简操作，在保证视觉效果

的基础上，减小了用于渲染的数据量，提高了渲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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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嵌入式车载设备上使用的地图称为嵌入式

地图，车载导航系统需要实时显示嵌入式矢量地

图。由于嵌入式系统在图型处理能力上有很大的

局限，而车载导航地图的数据量却在快速膨胀，因

此，嵌入式设备上的地图显示效率问题已成为导

航系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１］。

在地图显示对象组织方法研究中，国外研究

一般将其视为曲线的多尺度表达问题［２］，主要采

用四叉树结构组织显示对象，可以实现数据的快

速定位加载。国内也有类似的研究［３４］，有学者提

出采用缓冲池策略［５６］改善地图移动加载效率的

方法。在网格内容组织中，当前研究多采用一般

制图学中的比例尺分级方法［７］，难以控制显示密

度；而在数据精简方面，有学者提出了拓扑连续的

曲线简化算法［８］，非常适用于地图显示对象的处

理。国内也有研究采用一般曲线压缩算法［９］简化

矢量数据，但对简化参数没有提出理论性的确定

准则。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研究了绘制尺寸固定

的网格化嵌入式地图数据结构，提出了具体的数

据组织及简化准则。

１　地图显示对象的网格化组织

地图厂商提供的原始路段集合为犛０＝｛狊０，

狊１，…，狊犖－１｝，它包含了最完整的道路形状信息，

可组织出适合各个比例尺显示的内容。嵌入式地

图的网格化组织是对地图厂商提供的原始路段集

合犛０ 进行空间重构的过程，其总体方案见图１。

图１　嵌入式地图网格化组织总体方案

Ｆｉｇ．１　ＧｒｉｄＳｃｈｅｍｅｏｆ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Ｍａｐ

图１中的全国路段集合犛０ 按照比例尺犅０～

犅犓－１的不同，可将整幅地图划分为不同大小的二

级网格，并针对此划分结果建立索引结构。网格

图中的实线表示一级网格边界，虚线表示二级网

格边界。二级网格经坐标变换后正好为显示屏幕

的大小，因而这里的网格划分方法称为绘制尺寸

固定的划分方法。

１．１　比例尺

根据国家地图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显示的

比例尺为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万。此外，嵌入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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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还需要在有限的屏幕上向用户提供省区级、全

国级主要道路以及行政边界线查看功能，因此需

额外增加一些小比例尺度以满足此类需求。嵌入

式地图的比例尺集为１∶５０００～１∶８０００万共

１４个等级，相邻等级之间的倍数为２或２．５。

１．２　网格划分

对于每一个比例尺犅犻，将其显示数据集合犛犻

组织为二级网格索引存储结构，网格划分后，可得

到一个网格索引矩阵犜犻：

犜犻 ＝

狋０，０ 狋０，１ … 狋０，犘－１

狋１，０ 狋１，１ 狋１，犘－１

 …

狋犙－１，０ 狋犙－１，１ … 狋犙－１，犘－

熿

燀

燄

燅１

（１）

式中，狋０，０～狋犙－１，犘－１为一级网格索引，每个一级网

格索引中包含４个二级网格索引：

狋＝
狋０，０ 狋０，１

狋１，０ 狋１，
［ ］

１

（２）

式中，狋０，０～狋１，１为二级网格索引，其外接矩形正好

为显示屏幕的大小，如图１所示。最终把所有的

比例尺数据集成起来，就构成多分辨率地图显示

数据库。

１．３　数据加载机制

在上述的数据存储结构下，可以高效地实现

地理点定位和移动加载。在任意比例尺犅犻下，若

当前屏幕所对应的地理矩形范围为犚犛，要定位至

此地理范围所包含的所有二级网格的索引，首先

需要在比例尺犅犻下找到和犚犛 相交的一级网格，

其索引集合为犜犛：

犜犛 ＝ 狋犻，犼 犚狋犻，（ ）犼 ∩犚犛 ≠｛ ｝ （３）

式中，犚（狋犻，犼）为一级网格狋犻，犼的地理矩形范围，在

犜犛 范围内再搜索二级网格索引，可得到所有和

犚犛 相交的二级网格，其索引集合为犇犛，此集合即

包含了显示模块所需要的所有二次网格的索引。

为了减少文件读取的次数，当显示需求索引犇犛

提出时，并不直接从文件中读取相应的数据，而是

通过缓存机制获取。这里设计了基于网格抛弃指

数动态评价的缓存机制。在缓存中，共保留犕 个

二次网格的显示数据，其索引集合为犜犆：

犜犆 ＝ 狋０，狋１，…，狋犕－｛ ｝１ （４）

狋犻为缓存中一个二次网格索引，它对应一个抛弃

指数信息犽（狋犻）：

犽狋（ ）犻 ＝ ‖犆狋（ ）犻 －犆犛‖，犻∈ ［０，犕） （５）

式中，犆（狋犻）为网格的中心点；犆犛 为当前屏幕的地

理中心点。保留指数实际上是网格中心和当前屏

幕中心的距离，它对应缓存中的 犕 个二次网格，

存在一个抛弃指数序列犓：

犓＝ 犽狋（ ）０ ，犽狋（ ）１ ，…，犽狋犕－（ ）｛ ｝１ （６）

在抛弃指数序列犓 中，抛弃指数最大的网格为

狋犿。在一次正常的读取中，需求加载的二次网格

索引为狋犚，屏幕地理中心点为犆犛，首先利用新的

屏幕地理中心点犆犛 更新抛弃指数序列犓，如果狋犚

在缓存犜犆 中已经存在，则可以直接读取；否则，

在缓存中丢掉抛弃指数最大的网格狋犿，将网格索

引狋犚 的数据替换其中。由于网格狋犿 抛弃指数最

大，也就是距离当前的屏幕中心点最远，在车辆的

连续行驶过程中，最难以重新调用，因此这种替换

策略可以有效减少数据的重复加载。而如果一次

地图刷新中需求网格在缓存中已经全部存在，则

进行一次预估读取：在需求网格的周边网格中查

找一个抛弃指数最小的网格狋狆 来替换缓存中抛

弃指数最大的网格狋犿，利用预估读取策略加载的

网格狋狆 称为预估网格，当车辆继续前行时，预估

网格被调用的可能性很大，这样就减少了一次性

加载多个网格的可能性，因而预估加载策略可以

有效解决加载不均匀的问题。

２　网格内显示对象处理

对整图的各个比例尺进行二级网格划分之

后，各个二级网格的地理范围已经固定，需要对其

内容进行组织，进一步解决以下两个问题：① 确

定网格内对象的筛选准则，从显示对象集合犛０ 中

选取该网格所需的内容；② 针对网格内选取好的

矢量数据进行精简处理，精简处理后的网格内容

即可关联其网格索引，最终转为物理存储格式。

对问题①，这里提出网格显示密度的独立控制准

则，对单一网格内的显示对象进行筛选，解决显示

密度的合理性问题。对问题②，结合驾驶员人眼

的分辨特性，利用显示矢量数据的视觉准则对网

格内的显示对象进行精简，解决其堆积、重叠以及

形值点过密的问题。

２．１　网格对象筛选

一个二级网格索引狋可以指向矩形范围犚（狋）

内的所有显示数据犇（狋），显示数据犇（狋）中的元素

按照等级选取：

犇（）狋 ＝ 狊
狊∩ （）犚狋 ≠ ，狊∈犛０

犔（）狊 ≥犔ｍｉｎ（）
｛ ｝狋

（７）

可以看到，犇（狋）中的对象为在原始路段集合犛０ 中

和矩形范围犚（狋）相交，且显示等级大于当前二级

网格限值等级犔ｍｉｎ（狋）的路段。按照一般的制图

标准，限值等级犔ｍｉｎ（狋）是比例尺的映射，对于同

一比例尺的网格来说，其限值等级犔ｍｉｎ（狋）一致。

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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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嵌入式设备中，这样选取网格内容会造成显

示的疏密不均，因此，这里采用密度控制准则来确

定限值等级犔ｍｉｎ（狋）：

狊犔（）狊 ≥犔ｍｉｎ（）｛ ｝狋 ≤犜ｍａｘ

狊犔（）狊 ≥犔ｍｉｎ（）狋－｛ ｝１ ≥犜
｛

ｍａｘ

（８）

式（８）实际上确定了单个网格内显示对象的筛选

机制，即从最高等级开始向网格内填充路段，如果

填充到犔ｍｉｎ（狋）等级时，对象数量仍在网格可容纳

的最大曲线容量犜ｍａｘ之内，而填充下一等级会超

出犜ｍａｘ，则犔ｍｉｎ（狋）即可定为二级网格限值等级。

此筛选机制没有直接利用比例尺选取网格内

的显示对象，而是对网格内的显示密度进行单独

控制，可以令各个绘制尺寸固定的网格中的显示

密度基本保持一致，避免显示疏密不均的情况。

２．２　视觉准则精简

二次网格内的路段对象如果直接用于显示，

在小比例尺模式中，存在渲染效率不高的问题。

其原因在于此时地图显示的地理范围较大，包含

的路段数量很多，路段的形状曲线分辨率过高，造

成渲染效率降低，因此需要在保证视觉效果的前

提下，根据人眼的分辨特性［１０］对路段对象进行精

简，以达到减少路段数量、调整分辨率的目的。这

里分别采用同路拼接法、节点不变简化法以及合

并法进行精简处理。

在小比例尺模式下，由于地图显示的地理范

围较大，网格稀疏，有时会出现网格中路段数量密

度过大的问题，这里称为几何对象的堆积。此时，

可以考虑对绘制风格相同且首尾相接的路段进行

拼接，以减少路段数量。

这里先给出一些基本定义。定义原始路段集

合为犈＝｛犈０，犈１，…，犈犖－１｝，其中犖 为原始路

段个数，待拓展路段集合为犇＝｛犇犽｝，其初始值

为空集。进行一次松弛拼接的过程为：首先从原

始路段集合犈中取出路段犈犻，然后在待拓展路段

集合犇中寻找可以和犈犻拼接的路段犇犽，如果犇犽

存在，则将犈犻 和犇犽 拼接后的结果赋值给犇犽，否

则，直接将犈犻并入待拓展路段集合犇 中：

犇犽 ＝犇犽＋犈犻
犈犻∩犇犽 ≠ 

犃 犈（ ）犻 ＝犃 犇（ ）（ ）
犽

犇＝犇∪ 犈｛ ｝犻 　（ ）ｅｌｓｅ （９）

　　注意选取犇犽 时，需满足如下拼接条件：①犈犻

和犇犽 有交点；② 道路名称犃（）相同，这样的拼

接准则称为同路准则，不仅能够保证拼接路段的

绘制风格相同，而且在拼接点处的方向一致性较

好，有助于之后的处理。当集合犈中的元素全部

处理过之后，即可把输出的集合犇当作松弛拼接

算法的输入进行下一步松弛，直到没有可以连接

的路段为止。

方向优先拼接完成之后，可进一步采用曲线

简化的方法削减路段的冗余形值点，降低不必要

的分辨率。曲线简化是在拼接之后进行的，因而

要注意简化后的连续性问题。这里采用节点不变

简化方法，如图２所示。

图２　节点不变简化

Ｆｉｇ．２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Ｎｏｄｅ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图２中最左边图框是合并后的路段，其中的

圆圈是拼接节点，直接利用 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法

进行简化，得到居中的图框，可以看到，如果简化

过程中抽去了合并的节点，会造成路段不连续，影

响显示效果，因此在简化后必须把抽去的节点置

回。ＤｏｕｇｌａｓＰｅｕｃｋｅｒ简化算法中，需要确定曲线

的偏差阈值犱０ 作为简化参数。考虑到人类视觉

在中等亮度、中等对比度的条件下，极限分辨率是

１．５′，而驾驶员双眼和导航屏幕的距离一般在

０．５ｍ左右，可以换算出人眼在屏幕上的分辨极

限距离大约为犱犛＝０．２ｍｍ，利用比例尺变换将

此屏幕分辨极限距离犱犛 转为地理尺度距离犱０，

即可用作偏差阈值。此外，法向上距离较近的路

段也可能出现无法分辨的情况，这称为曲线的重

叠问题，可以对法向距离相近的路段进行合并，进

一步降低路段数量，如图３所示。

图３　路段合并

Ｆｉｇ．３　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Ｍｅｒｇｉｎｇ

利用动态阈值合并方法可以合并在法向上距

离较近的路段，其过程如下：设犌为合并后的路

段集合，犈为合并前的路段集合，犈犻为待合并路

段，犘犼为犈犻中的形状点，犝 为新分支路段，如果在

路段集合犌中存在点犔 满足式（１０）的合并条件，

则将点犘犼加入新分支路段犝，然后将犝 并入集合

犌，最后将新分支路段犝 清空；否则，直接将点犘犼

加入新分支路段犝。

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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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犌：
‖犔－犘犼‖ ＜δ

〈犔
→

，犘
→

犼〉＜
烅
烄

烆 θ

（１０）

　　为避免在合并中生成过多的碎路，这里采用

迟滞阈值方法，当上一点合并成功时，则使用

１１０％的距离和角度基准阈值；而上一点合并失败

时，使用９０％的基准阈值，这样加强了相邻点合

并状态的一致性，从而降低了生成碎路的可能。

基准阈值［δ０，θ０］中，依据实验结果，基准角度阈

值θ０ 取为经验值３０°；基准距离阈值δ０ 的确定方

法为：考虑两条曲线绘制在屏幕上之后，其边缘距

离要超过人眼在屏幕上的分辨极限距离，则曲线

中心的屏幕距离阈值为犱犛＋犱狑，其中，犱犛 为人眼

分辨极限距离，犱狑 为线宽，将此距离转为地理尺

度距离δ０，即可用作基准距离阈值。

经过以上精简处理后，可以解决显示对象的

堆积、重叠以及点密度过大等问题。

３　实验验证

按照上述的数据组织和简化方法对北京市的

电子地图数据进行处理，在１ｋｍ比例尺下，将处理

后的数据量和原有数据量进行对比，表１是部分网

格内容简化前后的对比。可见，在精简处理后，网

格中的路段数量和其中的形状点数都有所降低，而

某些高密度网格的数据量甚至降低了一个数量级。

表１　网格数据内容简化效果

Ｔａｂ．１　Ｄａｔａ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Ｇｒｉｄｓ

网格号 路段数 点数 简化后路段数 简化后点数

１ １６０ ２１７５ １１２ １４６９

２ １５６ ２３０２ ６７ １２５８

３ １０９２ １４９５２ １０３ １８７４

　　在ＰＮＤ上利用自主开发的导航软件运行地

图的连续移动浏览功能，用于验证显示数据的动

态加载效率，如图４所示。可以看到，在地图平移

过程中，利用预估加载策略，虽然其总加载量略大

图４　移动加载数据量

Ｆｉｇ．４　Ｌｏａ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ＳｉｚｅｉｎＭａｐＭｏｖｉｎｇ

于普通加载策略，但可以明显降低加载量的峰值。

在加载时间测试中，数据加载的峰值时间从０．３８

ｓ降低到０．２５ｓ，这对于提高地图显示的速度是

很有意义的。

４　结　语

本文基于多分辨率二级网格索引存储结构，

利用网格保留指数动态评价的缓存机制，可以在

地图定向移动浏览中实现地图显示数据的快速定

位和高效均匀加载；利用网格对象密度准则筛选，

可以实现对单一网格显示密度的单独控制，解决

了嵌入式地图显示的疏密不均问题；基于视觉准

则的显示对象精简方法，可以解决单一网格内显

示对象的堆积、重叠以及形值点过密等问题，在保

证显示效果的情况下，减少了总体数据量。

需要指出的是，在显示对象精简方法中，处理

参数是根据人眼的生理特性（极限分辨率）选择

的，在车载应用环境下，还可以通过主观评价的方

法进一步讨论各个参数的合理性，从而获取更好

的精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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