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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道路网的结构分析，提出了一种高等级道路网拓扑自动保持方法，适用于任意提取的高等级路

网。首先根据道路的连通关系生成对偶图，利用最小生成树保持道路网的整体连通性；然后使用广度优先搜

索和最短路径计算进行悬挂弧段连接和合理路径连接，保持高等级道路网的导航连通性；最后通过实验验证

了本文方法所保持的道路网拓扑结构的有效性。实验结果表明，通过本方法保持的拓扑关系能够保持道路网

的整体连通性，反映道路网的高等级结构模式特征，而且与基于原始划分的高等级道路网所规划的最短路径

相比，拓扑自动保持后的高等级道路网能够合理地反映道路结点之间的导航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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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层次结构是道路网的一项重要特征，即

不同的道路在整个道路网中具有不同的重要程

度，少数高等级的道路对于道路网的连通性、交通

流的吸引性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在车辆导航服务

中，道路网的层级划分能够大大提高地图服务中

导航路径规划的计算效率，为合理高效的位置服

务提供数据支持［１２］。

由于人工分层的效率很低，且存在着较大的

主观因素，无法满足对全国道路网海量数据处理

的要求，因此需要采用道路网感知和分析的方法

进行自动分层，提高工作效率。目前常见的高等

级道路自动提取方法主要分为道路属性划分、道

路形态分析和结构化道路网分析三类。其中道路

的属性特征包括道路的行政级别（国道、省道、县

道）、功能级别（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一

级、二级、三级公路）。这些信息主要存储在数据

的属性信息表里，可以根据属性选取来提取高等

级道路；而道路的建设级别（道路宽度、车道数、道

路长度）反映为道路的几何特征，可以采用模式

识别的方法分析和提取多车道道路和长路段链

（Ｓｔｒｏｋｅ）
［３］；对于道路网的结构特征分析，可以根

据复杂网络分析方法计算道路的度中心性、接近

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等结构指标［４８］。这些方法得

到的分层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道路网的空

间感知，但是却难以保持道路分层中的拓扑连通

性，如高等级道路网可能被分离成不连通的几部

分，或者在高等级道路网上规划的导航路径与用

户经验偏差巨大。因此，需要在高等级道路网自

动提取后进行拓扑结构的自动保持，保证提取的

高等级道路也具有合理的拓扑连通性。对于道路

网的整体连通性，文献［９］提出了一种较为简单的

连通性保持算法，在低层级道路中依次寻找能将

其连接到高层级道路网中的道路，直至道路全部

连通为止。但当道路数据较大时，该算法效率较

为低下，且无法保持需多条道路相连的连通性。

而对于道路网的合理连通性，目前尚没有较为明

确的定义和保持方法。鉴于此，本文从道路网结

构分析和导航路径规划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

高等级道路网的拓扑自动保持方法，能够有效地

解决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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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拓扑自动保持方法

本文定义的拓扑连通性的保持分为整体连通

性和导航连通性两类。其中，整体连通性是指道

路网能够整体连通的区域在提取高等级道路之后

仍然需要保持整体的连通，不允许存在高等级路

网分裂成几块的情况。本文主要采用基于最小生

成树的连通性检查保证道路网的整体连通；而导

航连通性则包含两点，首先是高等级道路网中尽

量不含悬挂路段；其次是高等级道路中两结点之

间的最短路径应与这两点在整个路网中的最短路

径尽可能一致。本文对悬挂的高等级路段首先通

过广度优先搜索进行闭合，然后对高等级路网中

的每个结点进行合理路径搜索，避免发生绕路导

航。

１．１　整体连通性保持方法

１．１．１　生成道路网的对偶图

本文所设计的道路连通性保持算法基于对偶

图，即将道路网中的每条道路作为对偶图中的结

点，而将道路之间的连通关系作为对偶图中结点

之间的边。

如图１（ａ）所示，在对偶图中，将通过属性、形

态或结构特征分析而保留的高层级道路标记为

“固定点（黑点）”，低等级道路为“待删点（白点）”。

通过对偶图的转化，整体连通性保持便可抽象为

通过选取适当的“白点”，使得图中全部的“黑点”

仍能保持一个连通的整体，并将剩余的“白点”全

部删除。

图１　道路网连通性保持算法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１．１．２　算法描述

基于对偶图，使用克鲁斯卡尔最小生成树

（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ｐａｎｎｉｎｇｔｒｅｅ，ＭＳＴ）算法
［１０］，具体实

现过程如下。

１）计算最小生成树。对“黑点”之间边的权

重赋为０，其他边按照通达性赋予相应的权重。

如果缺少交通量信息，可将“白点”连接的权重全

部赋为１，结果如图１（ｂ）所示。由于对“黑点”之

间边的权值赋予０，在树的生成过程中，会首先尽

可能地将“黑点”连接起来。最后得到的生成树中

必定包含将无法直接连通的“黑点”连接起来的

“白点”。

２）迭代删除度为１的“白点”。第１）步的最

小生成树包含需要保留的整体连通道路，但不是

所有的道路都起到了连通作用，需要进行筛选。

遍历所有的“白点”，判断每一个“白点”的连接数，

并删除连接数为１的“白点”，计算过程如图１（ｃ）

所示。由于最小生成树中没有环，因此最后保留

的便是起到连通“黑点”作用的“白点”，即连通路

径。图１（ｄ）为循环删除度为１的“白点”后的结

果。

本算法可以判断出两条相离道路间经过多条

路段中转的连通道路，克服了先前算法的不足。

若存在多条可连通的道路，通过设定道路连通性

权重，还可以计算出其中的最短连通道路。

１．２　导航连通性保持方法

导航连通性的保持既是为了满足分层导航的

需要，使得高等级道路的导航路径规划与实际路

径规划大体一致，不会发生绕路导航。如果高等

级道路网出现了很多悬挂弧段，则可能使原本可

以通过低等级道路便捷连通的结点需要在高等级

路网中绕较远的距离才能通达。因此在保持路网

整理连通性的前提下还需要保持道路的导航连通

性。

１．２．１　悬挂弧段连接

悬挂弧段处于道路末端，不能用于导航路径

规划，但可以将其连接到邻近的高等级道路上。

本文所设计的悬挂弧段连接算法采用广度优先搜

索的方法，主要通过道路网的拓扑分析，通过低等

级道路将上层路网中的悬挂结点首先与其最邻近

的匹配结点相连通实现的，如果无法找到合适的

邻近结点，则删除该悬挂路段。具体实现步骤如

下。

１）标记悬挂结点和悬挂弧段。根据已划分

的道路等级，对于每个悬挂结点，从最高层级的道

路网开始遍历，搜索第犻层道路网的所有悬挂结

点和悬挂弧段，其过程如下：先遍历所有的道路结

点，对每个结点判断与其连接的道路等级高于或

等于犻层级的路段数，如果与其连接的路段数为

１，则将结点标记为悬挂结点，相应地与其连接的

路段即为悬挂弧段。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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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计算最短路径。按照图的广度优先搜索，

以悬挂结点为根，依次按层遍历所有连接的结点，

寻找与其等级相同或更低的结点。如果在相同层

次搜索到多个结点，则保留长度最短的路径。若

遍历层次超过设定阈值，则该悬挂结点未找到匹

配的结点。

３）重新分配道路等级。若没有搜索到匹配

结点，那么将该悬挂弧段删除（降低为次一等级）；

如果在删除悬挂弧段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悬挂

弧段，那么对新的悬挂弧段执行步骤２）。若匹配

成功，则将在已选路径上的路段都提升为与悬挂

弧段相同的等级。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保留道路网

的区域模式，同时也去除了悬挂弧段，增强了道路

网的整体连通性。

４）重复步骤２）、３），直至所有悬挂结点计算

完毕。

１．２．２　合理路径连接

导航规划中应当尽量避免绕路，首先应对绕

路进行定义，即最大的最短路径阈值。研究发现，

格网模式是道路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区域结构模

式，即区域由两组相互正交的平行道路相交而

成［１１］。该模式可以用来指导两点之间最大的最

短路径阈值的设定。如图２所示的起止点，黑色

路径为格网区域中的最短路径，即曼哈顿距离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１２］，而灰色路径则存在绕

远。因此，本文认为格网模式中两点之间的最短

路径最长的应为两点之间的最大曼哈顿距离，即

两点之间直线距离的槡２倍。

图２　两点之间距离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Ｐｏｉｎｔｓ

考虑到道路网中的区域多为不规则形状，添

加残差ε，两点之间最短路径的最大阈值狊的计算

如式（１）所示：

狊＝ （槡２＋ε）×犱 （１）

　　当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大于狊时，则认为存

在绕路，需要从低等级路网中重新计算两点之间

的最短路径。

与悬挂结点连接中的最短路径计算方法不

同，由于此时的起止点已知，本节采用双向犃算

法求解最短路径。合理路径的连接过程如下：

１）根据直线距离由近及远的顺序遍历高等

级道路网中的任意两个结点，首先计算两点之间

在高等级路网中的最短路径；

２）如果高等级路网中的最短路径大于阈值

狊，则计算该对结点之间在整个路网中的最短路

径，并将最短路径经过的道路划归为高等级道路，

迭代进行后续结点对的遍历。

采用由近及远的迭代遍历方式既可以求出计

算量较小的近距离最短路径来补充到高等级道路

里，又可以在分析计算量较大的远距离最短路径

时利用补充的高等级道路求得合理的最短路径，

避免全路网中最短路径的计算。

２　实验结果与分析

实验使用珠三角广佛地区的导航电子地图对

高等级道路网的拓扑保持方法进行验证分析，并

进行结果评价。首先通过道路属性提取高速公

路、国道和城市快速道作为高等级道路网，选取结

果如图３（ａ）所示，由于数据属性采集时缺少连接

广州内环路的高等级道路，导致图中央的内环路

无法连通到其他道路。另外，在道路分级时还产

生了一些悬挂道路弧段以及一些重要路段的缺

失。这会导致路径规划的不合理问题，所以需要

由低层的数据来自动对上层数据进行拓扑保持，

达到道路连通性的要求。

采用本文的方法进行高等级道路网的拓扑自

动保持。高等级道路网的拓扑自动保持前后的对

比如图３（ｂ）所示，其中红色道路是删除的悬挂路

段，蓝色道路是补充的全连通和合理道路。可以

看出，通过本文提出的连通性保持算法，既可以达

到高等级道路网的全连通，又补充了一些合理的

连通路径，保持了区域闭合的结构模式要求。由

于导航路径连接采用了迭代的方式，对于新增的

道路需要继续检查合理路径，使高等级路网形态

更加合理。

图４是根据拓扑保持前后的高等级道路网进

行的最短路径规划。可以看出，在拓扑保持之前，

起止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有较大绕路。而在拓扑保

持之后，由于补充了一些合理的连通路径，使得规

划的最短路径缩短了２２％，可见拓扑保持之后的

高等级道路网更加适用于导航应用的需求。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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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道路网拓扑保持前后的效果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图４　拓扑保持前和拓扑保持后的最短路径比较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Ｒｏｕｔ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Ｔｏｐｏｌｏｇｙ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３　结　语

本文根据高等级道路网的导航需求，提出了

一种对高等级道路网进行拓扑自动保持的方法。

实验分析表明，本文方法通过最小生成树、广度优

先和最短路径算法，能够保持路网的整体连通性，

并保留道路网区域模式的闭合完整性。发现经过

拓扑自动保持方法得到的高等级道路网能更好地

反映道路的结构模式，并得到更好的最短路径规

划结果。但是本文只是简单地根据最短路径将补

充的道路划分为高等级道路，没有考虑这些被补

充道路实际的语义信息，导致目前自动分层方法

尚缺乏实地合理性的验证，还需要人工进一步的

交互检查。因此，考虑如何利用语义信息进行高

等级道路的拓扑保持是后续研究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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