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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交通流量是反映城市道路重要性以及城市道路在交通运输中发挥现实作用的重要指标。结合人类出

行轨迹数据和路网数据，在充分考虑道路的几何特征 (即长度、拓扑连接、分布密度、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

性)、属性特征（即道路等级）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道路长周期的周平均交通量这一衡量道路重要性的语义特

征指标，提出了一种顾及道路交通流量语义信息的路网选取方法。首先，根据格式塔准则的连续性和方向一

致性构建道路选取的基元——stroke单元；在此基础上，统计这些 stroke单元的几何特征、属性特征指标，并结

合移动轨迹数据计算各 stroke单元的周平均日交通量作为道路选取的语义特征指标。然后，探测不同特征指

标的熵值变化以确定不同道路选取指标的权重，并定义道路重要性评价的综合指标，对城市路网进行综合选

取。最后，采用武汉市路网数据和出租车轨迹数据对该方法进行验证。实验表明，该方法能够保持原始路网

的连通性和整体路网骨架，同时选取结果能够刻画出发挥重要职能的路段，反映人们的出行规律特征。此外，

该方法可以发现道路网中设计等级较高但是实际中使用率却很低的路段，可为道路网的评价与规划等应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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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网是构成城市形态的基本骨架，为城市

发展提供了各种基础设施的埋设空间［1］。城市的

空间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路网所提供的

可达性条件。现实生产和生活中需要多尺度的

路网数据，而路网综合则是获取不同尺度路网的

一种必要手段［2］。道路网综合一直是地图制图学

关注的难题和热点问题，路网选取是道路网综合

的主要操作算子之一，而路网选取的一个关键问

题就是如何对道路的重要性进行合理评价。

现有的道路重要性评价与路网选取方法［3］主

要分为基于 stroke的方法、基于网眼密度的方法、

基于图论的方法和基于语义等级的方法。其中，

基于 stroke的方法首先识别路网中的 stroke单
元，并以 stroke为基本单元，依据 stroke的长度、

等级、连接度、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以及包含

弧 段 的 平 均 密 度 等 指 标 来 度 量 道 路 的 重 要

性［3-10］。基于 stroke的方法可以有效模拟人工选

取过程中道路的视觉长度对道路重要性评价的

影响，在道路综合选取过程中保持道路完整性的

同时也可以较为全面地顾及道路目标间的延展

性 、拓 扑 一 致 性 和 上 下 文 信 息［3］。 由 于 基 于

stroke的方法未考虑路网分布密度差异，胡云岗

等在其基础上提出了考虑网眼密度的路网重要

性评价和选取方法［11］。该方法能够较好地保持

综合前后道路网的相对密度以及路网拓扑语义

一致性。基于图论的道路重要性评价方法［10，12-13］

主要侧重于对路网间连接性和拓扑结构的分析，

对于保持路网连通性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语义

等级的道路重要性评价和选取方法主要考虑道

路等级、设计类型等道路属性信息评价道路的重

要程度，通过道路重要程度对道路进行排序，选

取重要性程度较高的道路作为选取结果［14］。

虽然目前已经发展了许多的路网选取方法，

但是现有的路网选取方法在考虑影响道路重要

性的因素方面还不够全面［11］，现有方法大多只考

虑了道路的几何信息（如长度、宽度、路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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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拓扑信息（如连接度）和属性信息（如道路等

级、速度等）来评价道路重要性，未充分考虑路网

在整体城市交通路网中的实际使用价值（如道路

的周平均日交通量，下文称之为道路的语义特

征）。现实中，有些道路虽然设计等级较低，但是

道路交通量很大，在整体城市路网中占有重要的

连通疏导作用，而单纯考虑道路的几何信息、拓

扑信息和属性信息将难以刻画道路的这种语义

特征。如图 1所示，潍坊市樱前街与胜利东街设

计等级相同，东西贯穿奎文区，长度相似。但是

胜利东街周围临近银座商圈，并且途径潍坊市政

府、潍坊大剧院、潍坊科技馆及潍坊市新图书馆、

高校等，道路交通流量较大；而樱前街沿线几乎

无重要企事业单位或商圈娱乐场所，车辆通行量

整体偏低。相比而言，樱前街的重要性要低于其

设计预期，重要性也不如胜利东街高。

交通流量是人们认知道路重要性的一个关

键指标。海量泛在地理数据的获取为人类动态

活动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新途径，尤其是与人

类出行活动息息相关的移动轨迹数据能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居民的出行特征与规律，在城市路网

的可达性分析［15］、城市热点及兴趣点的挖掘［16］、

交通状态的提取（如速度估计［17］、行程时间估计

和预测［18］、交叉口通行时间探测［19］等）、推荐导航

路径［20］、城市区域结构分析［21］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价值。利用轨迹数据刻画城市路网重要性的

研究还相对较少。文献［22］结合浮动车轨迹数

据，将短时交通量、车辆平均速度、轨迹点在交叉

口的分布密度作为评价道路重要性的特征指标

来评价道路网的重要性，进而依据这些指标进行

路网选取操作。该方法采用短时出租车轨迹数

据（8 h内的轨迹数据）作为刻画道路的动态特征

来评价道路重要性，只能从侧面表明道路在一定

时间段内的重要程度，车辆行驶平均速度、轨迹

点在交叉口的分布密度很难根据短时轨迹数据

进行准确估计，这些动态指标无法从整体层次上

反映城市道路的重要程度。这是由于人们活动

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或周期性（如早高峰、晚高峰

等特点），短时的交通流量一般难以反映道路交

通流量的真实状态，利用短时交通流量刻画的道

路重要特征（短时交通量、车辆平均速度、轨迹点

在交叉口的分布密度）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和变异

性。同时，该方法以路段作为综合选取的基本单

元，很难保证综合选取后路网的连通性和完整

性。虽然从个体角度来看，采用交通流量评价道

路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变异性和随机性；但是考

虑到地理区域的综合性特点，从较大的时间尺度

和整体层次上来看，人们在城市区域内的出行活

动（即道路交通流量的相对高低程度）总体上会

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模式和规律性。鉴于此，本文

采用长周期的周平均日交通量作为度量道路重

要性的语义特征指标，即以每条道路多期的周平

均日交通流量的平均值作为度量道路重要性的

一个语义特征，在充分考虑道路的几何特征（即

长度、拓扑连接、分布密度、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

心性）、属性特征（即道路等级）的基础上，提出一

种顾及交通流量信息的路网选取方法。该方法

首先依据路网中道路的连续性、方向一致性构造

stroke［23］，以 stroke作为路网选取的基本单元；进

而通过综合考虑道路的长度、连接度、路网密度、

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道路等级和周平均日

交通量定义度量道路重要性的综合指标；最后，

根据该综合指标来指导路网的选取操作。

1 顾及交通流量信息的路网选取

方法

人的出行活动与城市路网息息相关，记载人

们出行的车辆全球定位系统（Globle Positioning
System，GPS）轨迹数据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城市道路的“活力”状态和道路在城市交通中发

挥的作用（即城市交通职能中的重要地位）。路

网中交通流量越大的道路，在居民的城市生活中

的重要性越高，对居民的出行影响也越大。鉴于

此，本文提出一种顾及交通流量信息的路网选取

方法，具体流程如图 2所示。

1.1 构建道路网 stroke模型

道路网 stroke模型最早由文献［23］提出，该

方法来源于感知分组原理中的良好延续性法则。

图 1 交通流量影响道路重要性认知的示例说明

Fig.1 Illustration of How Traffic Flow Affects the Per‐
ception of Road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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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网中的 stroke是根据特定准则将一组方向延

续、空间连续、不被割断的路段连接而形成的道

路链，以此保证道路在视觉上的连续性，更加符

合人类的认知思维。研究实践证明，在路网综合

道路选取中，以 stroke作为道路选取单元较为合

理［4，10，12，23-24］。因此，本文将路网 stroke数据集的

构建作为第一步。

道路网 stroke的良好连续性在实现中主要体

现在连接准则中，如图 3所示，即两条路段之间的

偏转角 α、β越小，表明两条路段相连的可能性越

大，只要偏转角小于阈值 ε即可被视为一条道路。

具体的 stroke构建步骤如下：

首先，构建道路网图结构，得到弧段集合 E
｛e1，e2…en｝，节点集合V｛v1，v2…vn｝；

然后，对于节点集合中的每个节点 vi，首先判

断 vi的连接弧段数量是否大于 1，如果大于 1，则：

1）任意两条相连数段一组建立 stroke连接候

选集 R｛（ex¸ey）…｝，并计算弧段夹角｛θxy…｝；

2）剔除夹角值小于设置阈值 ε的组合，如果

θxy <阈值 ε，则将（ex¸ey）从集合 R中剔除；

3）依据弧段间的 stroke连接关系将集合 E中

的弧段进行分组，得到 stroke集合 Seg｛seg1¸seg2
…｝，其中 segi=｛ej¸ek…｝。采用 Axwoman 6.3插
件［25］生成 stroke，根据文献［12］的经验，路段夹角

的阈值设为 15°。
借助于人类生活经验认知，道路选取的基本

准则即为选取重要程度高的道路。构造 stroke的

下一步便是 stroke的重要性评价。常用方法是综

合选取 stroke若干特征指标，在各自归一化的基

础上结合相应权值关系得到 stroke重要性值［3］。

本文选取长度（L）、路网密度（R）、连接度（C）、接

近中心性（closeness，CN）、中介中心性（between‐
ness，BN）作为评价 stroke的几何特征指标，道路

等级作为属性特征指标，以道路的周平均日交通

量（week average daily traffic，WADT）作为评价

道路重要性的语义特征指标。各指标具体定义

如下：

1）长 度 ：道 路 stroke 的 长 度 ，该 参 数 反 映

stroke的影响范围，长度越长，影响范围越大，所

对应的路段重要性相对较大；

2）路网密度：计算 stroke路段集的平均路网

密度作为 stroke的路网密度值，该参数直接反映

道路 stroke的服务范围；

3）连接度：stroke的连接度为与当前 stroke直
接相连的 stroke数目，该参数描述 stroke的道路

交叉口数目，反映 stroke的通达性，通达性越强，

重要性程度相应提高；

4）接近中心性：表示网络中任意一点到其他

各节点之间的平均最短距离，即某个点对整个网

络上其他点的接近程度，也就是此点和其他各点

联系的快与慢。计算 stroke路段集的平均接近中

心性作为 stroke接近中心性的值。接近中心性可

描述路段与非直接连接道路的接近程度，指标值

越大，表明该线路的影响及服务范围越广。

5）中介中心性：用于衡量复杂网络中节点的

重要程度，但中介中心性指标反映的是节点在道

路网路径选择中的重要程度。在网络中最短路

径穿越次数最多的节点被认为是中介中心性程

度最高的节点。计算 stroke路段集的平均中介中

心性作为 stroke中介中心性的值。在道路网络

中，中介中心性越强，表示最短路径穿越次数越

多，在整个网络中的桥梁以及枢纽转换作用越明

显，具有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就越强。

6）等级：选取 stroke集合中各个路段中的最

高等级作为 stroke的等级，该参数反映 stroke在
路网中的等级重要性，等级越高相对应的 stroke
的重要性相对性较大；

7）周平均日交通量：该参数反映道路的长周

期交通流量的平均水平，刻画了道路的实际利用

价值以及在城市交通中影响力和重要性程度。

1.2 融合轨迹匹配方法统计车辆通行量

为了统计道路的交通流量信息，首先需要将

图 2 本文方法流程图

Fig.2 Flowchart of the Proposed Method

图 3 Stroke的构建方法原理

Fig.3 Illust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 Stro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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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 GPS轨迹数据与原始大比例尺路网进行匹

配。目前，常用的轨迹-路网匹配方法有基于局部

最大概率的匹配方法、基于整体最大概率的匹配

方法与基于全局几何相似的匹配方法［26］。其中，

基于整体最大概率的匹配方法经过学者研究证

明是其中匹配精度最好的，为此，本文采用基于

整体最大概率的匹配方法中经典的基于隐马尔

可夫模型（hidden Markov model，HMM）的地图

匹配算法［27］对轨迹数据与原始路网进行匹配。

HMM算法将轨迹点之间的移动视为马尔可

夫过程，以采样点到路段的距离作为判断依据，

如图 4（a）所示。根据轨迹点与道路的距离定义

观测概率矩阵A，认为与轨迹点距离越近，真实点

在这条路段上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观测概率

的计算，采用的拟合公式具体表达为：

aj (k) =
1
2π σ

e
-

 zt- xt,i
2

greatcircle

2σ 2 （1）

对于转移概率矩阵 B的计算，认为两个观测

点的距离与前后两个候选点的距离之差绝对值

表征两段距离的接近程度，并用指数函数拟合概

率，计算公式为：

bij=
1
β
e
-
dt
β （2）

其中，

dt=
|
|
||

|
|
|| zt- zt+ 1

greatcircle
-  xt，i* - xt+ 1，j*

route

从候选匹配路段集中选择最优路径作为最

后的匹配结果，如图 4（b）所示。将浮动车移动运

行轨迹匹配到路网上之后，统计各个路段所匹配

的轨迹条数作为该路段的车辆通行量。以武汉

市某一区域内出租车轨迹数据为例，将出租车移

动轨迹匹配到道路网，进而统计道路通行车辆总

量。如图 5所示，线条的相对高度表明了交通量

的相对大小。

1.3 各项指标的权值确定及 stroke重要性评价

评价 stroke的重要性需要综合考虑道路的几

何特征、属性特征和语义特征。定义 stroke的特

征集合为 S=｛s1，s2，s3，s4，s5，s6｝=｛L，G，1∕R，

C，CN，BN｝，其中 L表示各 stroke的长度集合，

G表示各 stroke的等级集合，R表示各 stroke的路

网密度集合，C表示各 stroke的连接度集合，CN
表示各 stroke的接近中心性指标集合，BN表示各

stroke的中介中心性指标集合。以集合 D=｛tk｝
表示各 stroke的周平均日交通量，tk表示第 k条
stroke的周平均日交通量。对于各 stroke重要性

程度的评价，定义以下综合评价指标：

Ik= ∑
i= 1

6

sk,iωs,i + tkωd （3）

其中，Ik表示第 k条 stroke的重要性评价结果；sk¸i
表示第 k条 stroke的第 i个特征指标。进一步，为

了方便描述，定义以下权重矩阵：

ω= [ωs,ωd ] （4）
式中，ωs=［ωs，1 ωs，2 ωs，3 ωs，4 ωs，5 ωs，6］为道路几

何、属性特征指标的权重矩阵；ωd为道路周平均

日交通量的权重。

权重矩阵 ω的现有确定权值方法主要分为

客观、主观两类［28］。其中，熵权法是最常用的一

种客观赋权方法。熵权法根据个体特征间的差

异性来确定不同特征刻画能力的权重，具有一定

的数理依据，能够从数据驱动的角度较客观地反

映特征指标的重要性。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如

果某一指标的熵值越小，说明不同个体间该特征

指标的差异性越大，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也就越

多，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其权重应

该越大。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各特征的权值，具

体计算步骤如下：

1）数据标准化。由于各特征指标的量纲不

一致，首先对于给定的特征指标数据集 CI=｛S，
D｝，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后的特征

指标数据集 CIB=｛SB，DB｝，标准化公式为：

CIB,i ( j) =
CI ( )j -mean ( )CIB,i

max ( )CIB,i -min ( )CIB,i
（5）

图 4 HMM轨迹匹配过程

Fig.4 The HMM‐Based Map Matching Algorithm

图 5 道路的周平均日交通量可视化图

Fig.5 Visualization of the WA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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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特征指标的信息熵计算。根据信息论

中信息熵的定义，各特征指标的信息熵按式（6）
计算：

Ej=-ln ( n )-1 ∑
i= 1

n

pij lnpij （6）

其 中 ，pij=
CIB，i
∑CIB，i，如 果 pij= 0，则 定 义

lim
pij= 0

pij lnpij= 0。

3）确定各特征指标权重。根据式（6），计算

出各个指标的信息熵集合H｛h1，h2，h3，h4，h5｝。以

各特征指标的信息熵比重大小来确定各特征指

标的权重，具体计算如下：

ωi ′=
1- h i
5- ∑h i

，i= 1，2…5 （7）

熵权法虽然可以从数据本身出发，依据样本

间的差异性来确定特征的权重，但是由该方法确

定的权值并不能表示决策评估问题中评价指标

实际意义上的重要性系数。在给定评价对象集

合后各种评价指标值确定的情况下，从信息角度

考虑，各指标在竞争意义上的相对激烈程度代表

评价指标在该问题中提供有效信息量的多寡。

作为一个客观综合评价方法，它主要是根据各指

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其权值。

对于不同道路特征指标对道路选取结果的

影响，有学者已通过总结专家经验知识和实验分

析，积累了有关道路选取特征指标重要性的一些

可用经验［28］。文献［29］通过实验分析了道路等

级、长度、车道数、允许的交通方式数目、宽度和

连通性等特征指标对道路重要性评价的影响依

次减小，其中，道路等级在道路重要性评价中作

用最大，而连通性在道路重要性评价中作用较

低。为此，本文将熵权法与主观赋权法确定的特

征权值进行加权来确定不同道路特征指标的权

值，进而依据这些权值确定评价道路重要性的综

合指标。首先，通过熵权法依据数据分布特征，

确定道路各特征指标的客观权值 ω′；进而，依据

文献［29］，确定各特征的主观权值 ω"=［0.086
0.270 0.086 0.086 0.086 0.086 0.300］；最后，计算

各特征指标的综合权值 ω= 40%ω'+ 60%ω"。
基于上述确定的各特征指标的权值，依据式（3）
计算各 stroke重要性评价的综合指标。

1.4 基于道路重要性评价指标的路网选取

依据式（3）计算各 stroke的重要性评价指标

后，基于该重要性评价指标进行城市路网的选取

操作。首先依据开方根规律确定小比例尺地图

上需要保留的道路数目，具体计算如下［30］：

nF= nA
MA

MF
（8）

式中，nF为新编地图地物数；nA为原始地图地物

数；MF为新编地图比例尺分母；MA为原始地图比

例尺分母。即新编地图上应当选取的地物的数

量可以由原始地图上的地物数量乘上一个地图

比例尺分母之比的根式来求得。

确定保留的道路数量之后，采用贪心搜索策

略对道路进行选取，同时确保不同道路间的连通

性，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将 stroke单元依据重要性评价指标由

高到低进行排序，得到 stroke单元集合 ST=｛st1，
st2…｝，选取前 m =［10%nF］条 stroke单元，组成

集合 SS=｛ss1，ss2…ssm｝作为小比例尺地图上路

网的初始骨架；

然后，对于集合 SS：
1）如果 SS内 stroke数目等于 nF，则停止搜

索，输出 SS为路网选取结果；否则，执行步骤 2）；

2）针对 SS中的每个 stroke单元 ssi，搜索与 ssi
相连接但不在 SS集合内的 stroke单元，可记为

RS=｛sti，stj，stk…｝；

3）判 断 与 SS 相 连 接 但 不 属 于 SS 的 所 有

stroke单元，从中选择重要性评价指标最大的

stroke单元，记为 str，将 stk添加到集合 SS中；重复

执行以上步骤，直到集合 SS内 stroke单元数量满

足要求为止。

2 实验与结果分析

2.1 实验数据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采用武汉

市出租车轨迹数据和城区道路网数据进行分析。

其中，城市区域的道路网数据采用 1∶10 000的武

汉市道路网数据，共有 10 000多条路段，构造

stroke单元 8 150条，如图 6（a）所示。出租车轨迹

数据采用武汉市 2015-03-01—2015-04-30 8 256
辆出租车轨迹数据，如图 6（b）所示。轨迹数据因

随机噪声和误差等会产生冗余、错误记录和大量

停滞点，本文首先将速度低于 5 km/h或高于 120
km/h的轨迹点剔除，并采用HMM算法进行轨迹

与路网匹配。进而计算得到各 stroke单元所对应

的道路几何特征指标（长度、路网密度、连接度、

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属性信息（道路等级）

和语义特征指标（周平均日交通量）；然后，通过

熵权法与主观赋权法确定各特征指标的权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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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如表 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依据数据本身变化确定的

权值中，周平均日交通量占有最高的权重，而接

近中心性、连接度、道路等级权重较低。熵权法

分析数据本身的差异性从而确定权重，各 stroke
单元的周平均日交通量的变异程度较大，相对应

的权重较大，而该研究区域内接近中心性、连接

度、道路等级的差异程度较小，计算所得到的权

重相应较低。考虑到制图综合中道路等级、连接

度对道路选取具有重要影响，采用制图先验知识

对熵权值进行调整，得到加权综合后的权重。

2.2 实验结果与分析

采用本文方法得到的道路重要性评价结果

如图 7所示。依据计算的道路重要性综合指标将

路网中道路分为 6大类，其中，第 1类表示重要性

最高的道路，依次递减，第 6类表示重要性最低的

道路。从图 7中可以看出，最重要的道路（粗实线

表示）是城区的主干道以及连接长江两岸的交通

通道，道路的实际利用率高；而重要性指标较低

的道路（细实线表示）分布则较为密集冗杂，主要

是街区内部道路。

将原始路网的比例尺进行制图综合到 1∶20
万比例尺，道路选取结果如图 8（a）所示。不考虑

道路 stroke的语义特征（即周平均日交通量），只

考虑 stroke的几何和属性特征的选取结果如图 8
（b）所示。由此可以看出，考虑了语义特征与属

性信息、几何特征相结合的道路选取方法与不考

虑语义特征的道路选取方法基本一致，但是仍可

在部分区域发现明显的差异，如图 8中 A、B、C
区域。

表 1 各个特征指标的权重

Tab.1 Weights of Every Characteristic Index

指标

权重

方法

熵权法

主观赋权法

加权综合

几何特征

长度(L)

0.139
0.086
0.107

路网密度(R)

0.441
0.086
0.228

连接度(C)

0.021
0.086
0.060

接近中心性

(CN)
0.002
0.086
0.052

中介中心性

(BN)
0.136
0.086
0.106

属性信息

等级(G)

0.024
0.270
0.172

语义特征

周平均日交

通量

0.237
0.300
0.275

图 7 道路 stroke重要性评价结果

Fig.7 Result of Road Stroke Importance Evaluation

图 8 1∶20万比例尺选取结果

Fig.8 Selection Results at the Scale 1∶200 000

图 6 实验数据

Fig.6 Experiment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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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域中覆盖华中地区最大的综合市场——

舵落口大市场，日进出车辆近 30 000辆，周围毗

邻汽车站、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交通便捷程度高，

车辆通行量较大，附近的交通活力大，说明这附

近的道路在城市职能发挥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而 B区域沿长江两岸分布，位于武汉市的主

城区，人流聚集量大，休闲娱乐场所众多，对道路

的依赖性强，选取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该因素的影

响。同样，C区域中有武汉未来科技城，科技城的

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光电产业、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现代服务业为重点，兼顾其他战略

性的新兴产业的研发，吸引了各大企业以及科技

工作者，导致该区域内的车辆通行量显著增多，

道路重要性提高。从以上 3个区域可以看出，在

选取的过程中综合语义特征可以保留在实际生

活中利用率高的道路，可以说明本文方法的有

效性。

进一步，为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将原始

路网综合到 1∶50万、1∶100万，选取结果如图 9所

示。图 9（a）、9（c）显示的是考虑道路交通流量信

息的路网选取结果，图 9（b）、9（d）为不考虑道路

交通流量信息，只根据道路的几何特征、属性特

征得到的路网选取结果。从图 9中可以看出，本

文方法选取结果与未考虑交通流量信息的路网

选取结果整体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在局部区

域，本文方法选取结果优于只考虑道路几何、属

性特征的路网选取方法。如图 9（a）中的道路①
为机场高速通往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来往车流量

较大，道路重要性程度高；道路②和③分别为长

丰道高架、建设大道，分别沟通连接两侧高架桥

是重要的交通枢纽道路，通行量大，相对重要性

较高；道路④两侧与鹦鹉洲长江大桥和杨泗港长

江大桥相连，是重要的分流道路之一；图 9（c）中

的道路 a、b为重要的进出城道路，道路 c为连接长

江两岸的鹦鹉洲长江大桥，车流量都相对较大，

道路重要性较高。对比图 9（b）和 9（d）的选取结

果，发现这些重要的道路都未被正确选取。

从实验结果可以发现，本文方法选取结果与

只考虑道路几何、属性特征的路网选取方法的结

果，随着地图比例尺的缩小，差异性减小。主要

原因为，在 1∶50万、1∶100万等小比例尺下，依据

几何特征、属性特征选取的道路主要是城市路网

的“骨架”，而这些“骨架”路段的交通流量一般也

相应较大，进一步说明了考虑交通流量信息评价

路网重要性的合理性。

为了定量评价本文方法选取结果，采用顾及

道路等级的几何信息量、本文方法选取结果与现

有方法（只考虑几何、属性特征）选取结果的重合

率作为定量评价指标。几何信息量指标为：

Pj=
Lj

L
,L= ∑

i= 1

k

Li （9）

G ( X )= H ( P 1,P 2⋯Pk )=-∑
j= 1

k

P j log Pj （10）

式中，k为道路等级的数目；G（X）反映了不同道

路的长度和等级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所表达的

平均几何信息量。G（X）越大，则表示路网地图

所表达的几何信息量越多。

重合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s= A∩ B
A+ B- A∩ B （11）

式中，S为计算得到的重合率；A表示本文方法选

取的道路集合；B表示现有方法选取的道路集合。

不同比例尺下量化结果如表 2所示。从表 2
中可以看出，当目标比例尺为 1∶20万时，本文方

法与现有方法的路网选取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差异区域主要位于城市商圈，这些区域的人类活

动聚集，交通流量较大，本文方法保留了更多的

路段；在交通流较少的居住区内，本文方法保留

了相对较少的路段，而现有方法依据路网几何特

征、属性特征进行道路选取，在不同区域内保留

的道路数目差异较小。随着综合比例尺减小，本

图 9 不同比例尺下的选取结果

Fig.9 Selection Results at Different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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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法选取结果与现有方法选取结果的信息量

差异减少、重合率变高，主要原因在于小比例尺

地图上保留的道路主要为城市路网中的重要道

路，这些道路构成了城市交通的基础骨架，具有

较高的交通流量，所以随着比例尺变小，本文方

法选取结果与现有方法的选取结果趋于一致。

通过对比分析，说明了本文所提路网选取方

法可以在小比例尺选取出与人们活动更相关的

重要道路，同时在大比例尺上可以保持城市路网

的主要结构，表现了该方法在路网选取与分析中

的应用价值。

3 结 语

针对现有路网选取方法未充分考虑道路的

语义特征（道路的交通流量信息）的情况，本文提

出了一种顾及道路交通流量信息的路网选取方

法，在路网选取过程中综合考虑了人类活动对道

路重要性评价的影响。综合考虑道路的几何信

息（如长度、宽度、连接度、路网密度等）、拓扑信

息（如连接度）、属性信息（道路等级）和语义信息

（道路交通流量），定义了评价道路重要性的综合

指标。与现有方法相比，本文所提方法对道路重

要性的评价更关注道路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

作用与影响，侧重选取在城市交通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路段，通过人类活动强度来刻画静态道路的

语义特征与重要性。通过实际数据验证了本文

方法的有效性。本文方法以 stroke为基本的选取

单元，选取结果质量依赖于路网 stroke单元的构

建，由于道路结构的复杂性，依据 stroke单元选取

的路网结构中仍会存在一些道路间的连通性无

法保持的情形。下一步，将结合拓扑检查对本文

选取结果进行优化，同时将本文方法应用于城市

道路分析与人类活动规律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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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for Road Network Selection Considering the Traffic Flow

Semantic Information

DENG Min 1 CHEN Xueying 1 TANG Jianbo 1 LIU Huimin 1 HE Jinqia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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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oad traffic flow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to measu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ad. Based on the
GPS trajectory data and road network data, this paper proposed a novel method for the selection of road
network considering both the commonly used geometric features (i.e. length, topological connection, distri‐
bution density, closeness and betweenness) and the sematic information— long ‐ term week average traffic
flow of the roads. Firstl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the road network at small scale, the strokes of
the original road network are obtained by using the continuity and direction constraints of Gestalt laws.
Then, the geometric features and the traffic flow information of each strokes are computed. Further, a glob‐
al measure is defined based on the geometric features and traffic flow information, and the weights between
the length, topological connection, distribution density, closeness, betweenness and traffic flow are deter‐
mined using the modified entropy‐weight method. Finally, the proposed method of this paper is verified by
using Wuhan road network data and taxi GPS trajectory data.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
posed method can maintain the connectivity of the original road network and tend to select the important
road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uman percep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method can be used to discov‐
er the roads that are designed as high‐level roads but in contrary rarely used in reality for applications such
as urban road network planning and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road selection；trajectory data；road importance evaluation；semantic information；traffic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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