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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型应用软件基本功能及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导航型应用软件的基本功能、技术指标、质量检测方法和质量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基于导航电子地图的导航软件的设计、生产、测试和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2504计算机软件质量保证计划规范 

GB 20263─2006 导航电子地图安全处理技术基本要求 

GB/T 35766—2017 地图导航定位产品通用规范 

GB/T 8566信息技术 软件生存周期过程 

GB/T 8567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GB/T 35766—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1  

质量元素 quality element 

产品满足用户要求和使用目的的基本特征。 

3.1.2  

完整性 integrality 

要素、属性和要素关系的多余或者遗漏的程度。 

3.1.3  

一致性 consistency 

要素、属性和要素关系符合逻辑规则的程度。 

3.1.4  

准确性 accuracy 

要素、属性与其真值的接近程度。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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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图 model picture of bifurcation or cross，junction view 

用于形象地表现高速公路分歧处或复杂平交路口的道路交叉形状和行进去向的路口放大图。包括

背景图一张、相搭配的箭头图若干。每种类型的路口对应一张3D建模的图片。 

3.1.6  

实景图 real picture of bifurcation or cross，junction panorama view 

用于真实地表现高速公路分歧处或复杂平交路口的道路交叉形状和行进去向的路口放大图。包括

背景图一张、相搭配的箭头图若干。每个真实的路口对应一张3D实景图片。 

3.1.7  

车道方向标线图 lane turn information picture for Intersection 

道路在路口的各个车道的转向信息示意图，交通标志标线上以车道指示牌和地面标线和标识表

示。 

3.1.8  

地图匹配 map matching 

导航型应用软件根据一定规则将卫星定位信号的观测位置匹配到车辆所在道路对应地图上道路

路段的过程，俗称“绑路”。 

3.2 缩略语 

POI —— Point of Interest，兴趣点。 

AOI —— Area of Interest，兴趣面。 

4 总则 

4.1 软件设计 

导航型应用软件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软件开发符合 GB/T 8566规定； 

b) 软件文档编制符合 GB/T 8567规定； 

c) 软件质量保证符合 GB/T 12504规定。 

4.2 导航电子地图 

导航型应用软件使用的导航电子地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1的规定； 

b) 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的配置方式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4.3的规定。 

导航型应用软件对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的表达安全性应符合GB 20263─2006规定。 

4.3 硬件平台 

导航型应用软件运行的硬件平台应符合GB/T 35766—2017中第6章的规定。 

4.4 产品类型 

导航型应用软件宜作为下列产品类型的核心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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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依赖于特定电子设备的通用导航定位软件产品； 

b)  依据特定设备和用途的定制导航定位软件产品。 

4.5 基本功能 

导航型应用软件的基本功能应符合GB/T 35766—2017中4.4.1的a)～f)项和4.4.2。 

5 要求 

5.1 显示 

5.1.1 道路显示 

应具有显示导航电子地图中道路数据的功能，显示的道路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完整地显示道路路网，不应缺失道路和出现多余道路或孤立道路； 

b) 准确地显示道路的位置、几何形状、属性特征和空间关系； 

c) 保持相邻比例尺等级下道路显示的连续性，不应出现间歇性的显示效果； 

d) 道路面的图形边缘平滑，昼夜光线环境下道路色调舒适； 

e) 道路与其他要素的图形和注记的位置关系协调，不应重叠显示； 

f) 图面载负量合理，任一比例尺等级下显示道路路网的密度适中。 

5.1.2 背景显示 

应具有显示导航电子地图中背景数据的功能，显示的背景数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完整准确地显示国界和主要水系； 

b) 准确地显示背景要素的位置、几何形状、属性特征和空间关系； 

c) 保持相邻比例尺等级下背景要素显示的连续性，不应出现间歇性的显示效果； 

d) 不同比例尺等级显示的面状背景要素符合地图综合取舍处理的原则； 

e) 背景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图形和注记的位置关系协调，不应重叠显示； 

f) 图面载负量合理，任一比例尺等级下显示背景要素的信息量适中。 

5.1.3 注记显示 

应具有显示导航电子地图中注记数据的功能，显示的注记数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完整地显示重要地名、地标物和重要场所的注记； 

b) 准确地显示注记的位置、图符和名称； 

c) 保持相邻比例尺等级下注记显示的连续性，不应出现间歇性的显示效果； 

d) 注记和注记之间不应出现重叠显示的现象； 

e) 图面载负量合理，任一比例尺等级下显示注记的信息量适中。 

5.1.4 地图显示性能 

5.1.4.1显示性能满足下列要求： 

 a) 地图显示视角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2.3的 b)的规定； 

 b) 昼夜显示模式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2.3的 c)的规定； 

c) 各要素显示压盖关系的处理原则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2.3的 a)的规定； 

 d) 相邻比例尺切换时间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2.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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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平移拖拽地图画面应保持窗口移动速度均匀，没有明显的画面跳动感和拖拽迟滞性。 

5.1.4.2 比例尺范围满足下列要求： 

 a) 比例尺等级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2.2的 a)的规定； 

 b) 显示全国地图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2.2 的 c)的规定； 

 c) 相邻尺度的比例尺级差小于等于 2倍。 

5.1.4.3 地图标注 

 地图画面的比例尺和指北针标注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2.6的规定。 

5.2 查询 

5.2.1 查询对象 

查询对象应包括下列各项： 

a) POI； 

b) 命名的道路； 

c) AOI。 

5.2.2 名称输入 

5.2.2.1查询对象名称的人机交互输入方式支持下列各项： 

a) 应支持手写识别输入； 

b) 应支持键盘拼音输入； 

c) 在线导航模式下宜支持人工智能的语音输入方式。 

5.2.2.2查询对象名称的检索方法应支持下列各项： 

a) 模糊查询方法； 

b) 联想查询方法。 

5.2.3 检索 

5.2.3.1查询对象的检索结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检索的结果与导航电子地图数据一致； 

b) 在检索结果的列表中选择一个记录，并在地图上标定其地理位置和特征值； 

c) 选中的记录可引导到出发地、目的地或者途经地设定，周边检索和收藏等操作。 

5.2.3.2周边检索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检索结果的列表包括与当前位置相对的距离和方位； 

b) 在检索结果的列表中选择一个记录，并在地图上标定其地理位置和特征值； 

c) 选中的记录可引导到出发地、目的地或者途经地设定和收藏等操作。 

5.2.3.3检索结果的收藏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支持对收藏的检索信息做提取和删除操作； 

b) 提取出的检索信息可引导到出发地、目的地或者途经地设定和周边检索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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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查询结果列表 

查询检索的结果显示列表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信息检索的结果按照关键字的连贯性排列表； 

 b) 周边检索的结果按照从近到远的距离排列表； 

 c) 与关键字作同音同字匹配的名称连续排列。 

5.2.5 查询效率 

 a) 查询响应时间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4.6的规定； 

 b) 响应时间超时，能退出操作。 

5.3 路径规划 

5.3.1 路径地点设置 

路径地点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支持当前位置默认为出发地、目的地或者途经地； 

 b) 支持在地图上选定位置作为出发地、目的地或者途经地； 

 c) 支持 5.2.2中的检索结果作为出发地、目的地或者途经地。 

5.3.2 路径规划策略 

路径规划时宜采用下列各项策略： 

 a) 快速路优先，起算点指向终止点方向的合理区域内优先选择快速路和高速路； 

 b) 不收费优先，起算点指向终止点方向的合理区域内尽量躲避收费道路； 

 c) 优化策略，依约定的配权参数选择合理的优化路线。 

5.3.3 路径计算 

5.3.3.1计算结果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遵守交通禁行的条件； 

 b) 符合预设的规划策略； 

 c) 路径走向合理； 

 d) 行驶偏离初始计算路径后，依当前位置和方向自动重新计算路径。 

5.3.3.2计算效率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城市内小于等于 100 km距离的路径计算时间不大于 5s； 

b) 城际间大于100 km 距离的路径计算时间不大于15s。 

5.3.4 模拟导航 

规划的路径宜进行模拟导航过程，并满足下列要求： 

a) 全程模拟行进过程，产生与实际导航过程一致的引导信息； 

b) 通过人工干预操作，中途能退出模拟导航过程； 

c) 设置模拟行驶速度，控制模拟时间。 

5.4 路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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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文字引导 

选定一条规划路径，行驶过程中应提供文字引导功能，文字引导路径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显示当前道路及下一道路的名称； 

b) 显示到达前方转向路口和目的地的距离值； 

c) 显示预计到达时间值。 

5.4.2 图案引导 

选定一条规划路径，行驶过程中出现前方转向的路口，应显示引导路径的图案，图案应满足下列

要求之一： 

a) 箭头示意图； 

b) 矢量放大图； 

c) 二维或三维模式图和叠加方向箭头； 

d) 三维实景图和叠加方向箭头； 

 e) 车道方向标线图。 

5.4.3 语音引导 

选定一条规划路径，行驶过程中应提供语音引导功能，语音引导路径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适时播放到达目的地和途经地的提示音； 

b) 适时播放偏航的提示音； 

c) 适时播放与前方路口转向有关的提示音； 

d) 提示当前道路的限速信息； 

e) 提示道路前方出现的电子眼； 

f) 提示处于或将进入的行政区域。 

宜播报交通警告标志信息。 

5.4.4 退出引导 

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6.3的规定。 

5.5 移动定位 

5.5.1 文字提示 

在行驶过程中不使用5.4功能时，应显示当前道路的名称。 

5.5.2 语音提示 

在行驶过程中不使用5.4功能时，应播报以下语音： 

a) 提示当前道路的限速信息； 

b) 提示道路前方出现的电子眼。 

5.6 软件性能 

5.6.1 地图匹配 

应符合 GB/T 35766—2017中 5.3.1的规定。 

5.6.2 运行无故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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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电连续运行时间8小时的条件下，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无死机现象； 

b) 无突然退出运行程序，或者其他异常运行的现象。 

5.6.3 异常处理 

人工误操作不应引起运行异常。 

6 质量检测 

6.1 检测方法 

指定一个地图检测区域，区域范围内应包含能表现导航软件功能的全部导航电子地图数据内容。

指定一台检测设备，该设备加载的导航电子地图数据版本应与被检测导航软件使用的数据版本相同，

但不要求数据格式相同。检测设备上运行的软件系统应是能完整且正确地展示和操作地图检测区数据

的商业化产品，在检测设备上操作的这个区域数据称为样本数据。指定一台运行被检测导航软件的设

备，称为被检测设备。在被检测设备上加载与检测设备相同版本的导航电子地图数据，被检测设备上

的地图检测区数据称为检测数据。 

根据检测导航软件功能的需要，在室内或室外环境下运行检测设备和被检测设备。以检测设备的

地图样本数据为基准数据，用目测、数据比对、计算和统计等手段检测被检测设备上的导航软件的质

量。质量的评定方法参见附录A。 

6.2 显示检测 

6.2.1 概述 

运行检测设备，在设备上展示地图样本数据中的道路、背景、注记的空间位置和特征属性。同时

运行被检测设备，在设备的地图检测区域范围内执行5.1.1～5.1.3中各项显示功能。通过目测和对比

样本数据与检测数据之间的差异，记录和统计错误。显示功能的质量评定参见表A.2。 

6.2.2 地图内容展示 

6.2.2.1道路的检测应包括下列各项： 

a) 在最大比例尺下显示和拖拽地图，观察道路路网的显示是否有缺失、多余或者孤立的道路； 

b) 检测道路的空间位置、几何形状、属性特征和空间关系是否与样本数据相同； 

c) 执行地图放大、缩小、平移操作，观察是否存在同一条道路的断续性显示现象； 

d) 观察每一种比例尺下的图面负载量是否合理，显示的道路路网密度是否适中； 

e) 观察面状道路的图形边缘是否平滑，昼夜光线环境下的道路色调是否舒适； 

f) 观察各种比例尺下道路网与其他地图要素的图形和注记的相对位置是否协调。 

6.2.2.2背景的检测应包括下列各项： 

a) 观察是否完整和正确地显示国界线和主要水系； 

b) 观察背景的空间位置、几何形状、属性特征和空间关系是否与样本数据相同； 

c) 执行地图放大、缩小、平移操作，观察是否存在同一背景图形的间歇性显示现象； 

d) 观察每一种比例尺下的图面负载量是否合理，显示的背景信息量是否适中； 

e) 观察不同比例尺下显示的面状背景要素是否符合地图综合取舍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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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观察各种比例尺下图面中的背景与其他地图要素的图形和注记的相对位置是否协调。 

6.2.2.3 注记的检测应包括下列各项： 

a) 观察是否完整和正确地显示重要地名、地标物和重要场所的注记； 

b) 检测注记的空间位置、图符、名称是否与样本数据相同； 

c) 执行地图放大、缩小、平移操作，观察是否存在同一注记的间歇性显示现象； 

d) 观察每一种比例尺下的注记负载量是否合理，显示的信息量是否适中； 

e) 观察注记和注记之间是否存在重叠显示的现象。 

6.2.3 显示性能检测 

地图显示的性能检测应包括下列各项： 

a) 选择车头方向朝上方式的显示视角，在5.3.4的模拟导航操作或室外路测环境下观测地图北方

向与车头方向的角度误差是否等于小于 6°； 

b) 选择透视投影方式的显示视角，在视点与地图水平面0°至90°夹角范围内调整角度，观测显

示图面是否正确； 

c) 选择昼夜显示模式，观察显示效果是否符合要求； 

d) 从最小比例尺到最大比例尺顺次执行地图放大和缩小操作，统计计算相邻比例尺画面切换速

度的均值，结果应符合5.1.4.1中d)的规定； 

e) 拖拽地图移动，观察图面移动的速度均匀性和拖拽的迟滞性是否符合5.1.4.1中e)的规定； 

f) 顺次执行从最小比例尺到最大比例尺的地图放大和缩小操作，观察和统计比例尺等级和级差，

结果应符合 5.1.4.2的规定； 

g) 顺次执行从最小比例尺到最大比例尺的地图放大和缩小操作，目测地图画面的比例尺标注值

与实际比例尺是否相同； 

h) 执行地图旋转操作，观察地图画面的指北针标注值与实际方位角是否相同。 

6.3 查询检测 

6.3.1 概述 

运行检测设备，在检测设备上的地图样本数据应能显示查询信息的空间位置和特征属性数据。同

时运行被检测设备，在被检测设备的地图检测区域范围内执行5.2中各项功能。通过样本数据与检测

数据中查询数据的对比，记录和统计出现的错误。查询功能的质量评定参见表A.3。 

6.3.2 名称输入检测 

6.3.2.1 在已知的查询数据中任意选择一个查询对象，做以下查询操作： 

a）用 5.2.2.1 和 5.2.2.2 中规定的全部输入方式和检索方法执行查询操作，输入一个查询对象

名称，观察是否产生与该名称相关的检索结果； 

b）对于该名称，输入其中的部分字词，观察检索结果中是否实现了模糊查询； 

c）对于该名称，顺次输入名称的关键字，观察是否顺次出现了联想信息； 

d）观察查询结果列表，表的排列顺序是否符合 5.2.4中 a)～c)的规定。 

6.3.2.2 选择 10个查询对象，依次执行查询操作，统计查询响应时间的均值，观察是否符合 5.2.5

中 a)的规定； 

6.3.2.3 输入一个虚假的查询对象名称，出现查询响应时间超时状态，观察是否能退出查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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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检索检测 

6.3.3.1信息检索 

在地图检测区中选择位于3个行政区域和3种查询对象，对其不同的9种组合，分别执行6.3.2.1规

定的操作。对于产生的每组查询列表，选择其中一个结果项，比对地图样本区中的真实数据，观察结

果项在地图上标定的位置和提示的特征属性值是否正确。观察是否提供了可引导到出发地、目的地或

者途经地设定，周边检索和收藏等后续操作的操作键。 

6.3.3.2周边检索 

在地图检测区范围内将地图光标移动到任意一个位置，执行周边检索操作。将周边检索结果列表

比对地图样本区中对应的真实数据，观察下列各项： 

a) 列表中是否出现了错误的距离和方位角值； 

b) 列表中选择一个记录，其在地图上标定的位置和提示的特征属性值是否正确； 

c) 是否提供了可引导到出发地、目的地或者途经地设定和收藏等后续操作的操作键。 

6.3.3.3收藏 

执行6.3.3.1或者6.3.3.2的操作，将结果保存到收藏中。再对收藏中的信息执行5.2.3.3规定的

操作，观察下列各项： 

a) 是否能提取或者删除收藏的信息； 

b) 执行提取操作后，是否提供了可引导到出发地、目的地或者途经地设定，周边检索等后续操

作的操作键。 

6.4 路径规划检测 

6.4.1 概述 

分别在室内和室外环境下检测。运行检测设备，该设备应能读取道路的交通限制信息和道路设施

数据。同时运行被检测设备，在被检测设备上执行5.3中各项功能。通过样本数据与检测数据中道路

信息的对比，记录和统计出现的错误。路径规划功能的质量评定参见表A.4。 

6.4.2 执行路径地点设置操作，观察下列各项结果： 

a）定位有效的条件下，选择地图当前位置为出发地，执行 5.3.3规定的功能，观察结果路径的

终点是否正确； 

b）选择地图上任意两个位置作为出发地和目的地，执行 5.3.3规定的功能，观察结果路径的起

点和终点是否正确； 

c）执行 5.2的功能，从检索结果列表中选定目的地，执行 5.3.3规定的功能，观察结果路径的

终点是否正确； 

d）执行 5.2.2.3的功能，从收藏中选定目的地，执行 5.3.3规定的功能，观察结果路径的终点

是否正确； 

e）执行 5.2的功能，从检索结果中选定途经地，执行 5.3.3规定的功能，观察结果路径的途经

地是否正确。 

6.4.3 执行路径规划策略操作，观察下列各项： 

a）在有高速路与其它较低等级路相平行且间距较近的区域内，选择 5.3.2 中的 a)，按快速路优

先策略执行一次 5.3.3 规定的功能，观察结果路径是否包含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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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有收费路与其它较低等级路相平行且间距较近的区域内，选择 5.3.2中的 b)，按不收费优

先策略执行一次 5.3.3规定的功能，观察结果路径是否合理地躲避开收费道路； 

c）选择 5.3.2中的 c)，按优化策略执行一次 5.3.3 规定的功能，观察结果路径是否满足优化策

略的要求。 

6.4.4 路径计算 

在含有交通禁行条件的交叉口和道路区域内，执行 5.3.3规定的路径计算操作。假定相关道路和

交叉口不存在交通禁行条件，结果路径则一定会经过这些道路和交叉口。观察下列各项： 

a）结果路径是否躲避开了禁行的路口方向； 

b）结果路径是否躲避开了禁行的道路； 

c）结果路径的行驶路线走向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人们的认知； 

d) 在室外环境下，行驶时偏离原定路径，重新计算产生的新路径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人们的认知； 

e) 城市市区范围内，计算10条20～100公里且贯穿市中心的路径，计算时间的均值是否符合

5.3.3.2中a) 的要求； 

f) 任选相距200～1500公里的城市，计算起止任意两城市之间的10条路径，计算时间的均值是否

符合5.3.3.2中b) 的要求。 

6.4.5 选择一条规划路径，执行 5.3.4的模拟导航操作，观察下列各项： 

a) 在全程模拟行驶的过程中产生的引导信息是否与实际导航过程一致； 

b) 能否通过人工操作实现中途退出模拟导航； 

c) 人工调整模拟导航行进的速度值，观察是否有速度变化。 

6.5 路径引导检测 

6.5.1 概述 

在室外环境下的行驶过程中检测。运行检测设备，该设备应能读取道路的引导数据。同时运行被

检测设备，在被检测设备上执行5.4中各项功能。通过样本数据与检测数据中引导信息的对比，记录

和统计出现的错误。路径引导功能的质量评定参见表A.5。 

6.5.2 引导信息检测 

选择一条规划路径，执行 5.4的路径引导操作。在行驶过程中观察下列各项： 

a) 文字引导： 

1）当前道路及下一道路的名称提示是否正确，是否随行驶过程实时更新； 

2）前方转向路口和目的地的距离值是否正确，是否随行驶过程实时更新； 

3）依据当前实际车速计算的预计到达时间值是否正确，是否随行驶过程实时更新。 

b) 图案引导： 

1）画面上的转向箭头是否与前方转向的方向相同； 

2）画面出现的前方路口矢量放大图和叠加方向箭头是否与路口实际形状和行驶转向相同； 

3）画面出现的二维或三维模式图、三维实景图是否与路口场景和行驶转向相同； 

4）车道方向标线图是否与路口实际地面标线相同； 

5）评价显示图案的及时性、美观性和醒目性。 

c) 语音引导： 

  1）涉及目的地或者途经地等位置信息的播报是否正确； 

2）发生偏航的播报信息是否正确； 

3）抵达前方路口的播报信息是否正确； 

4）播报的预警距离和多级距离提示是否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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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车速高于道路限速时是否有超速提醒，播报的限速信息是否准确； 

6）播报前方电子眼的准确性和时间提前量是否合理； 

6.5.3 退出引导检测 

执行 5.4.4的退出引导操作，观察是否能正常退出引导过程。 

6.6 移动定位检测 

6.6.1 概述 

在室外环境下的行驶过程中检测。运行检测设备，该设备应能读取道路信息。同时运行被检测设

备，在被检测设备上执行5.5中各项功能。通过样本数据与检测道路信息的对比，记录和统计出现的

错误。移动定位功能的质量评定参见表A.6。 

6.6.2 在不使用 5.4的路径引导功能的条件下，行驶过程中观察下列各项： 

a) 显示的当前道路名称是否正确； 

b) 提示的当前道路限速信息是否正确； 

 c) 提示的前方电子眼信息是否正确。 

6.7 软件性能检测 

6.7.1 概述 

在室外和室内环境下检测。运行被检测设备。记录和统计出现的错误。软件性能的质量评定参见

表A.7。 

6.7.2 地图匹配检测 

选择道路路网密集区域，在室外环境下行驶，执行下列各项： 

a）观察统计地图匹配的正确率； 

b）选择主辅路区段，观察失配后的自动校正能力； 

c) 选择高架路与地面路叠压路段，观察失配后的自动校正能力； 

d）若有手动校正按键，执行操作，观察校正效果。 

6.7.3 运行无故障时间检测 

 不断电连续运行时间8小时，统计下列各项： 

a) 死机次数； 

b) 程序无故退出运行和其他运行异常的次数。 

6.7.4 异常处理检测 

人为执行误操作，观察引起的运行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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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导航型应用软件质量评定 

A.1 质量评定内容 

导航型应用软件的质量评定内容包括：显示、查询、路径规划、路径引导、移动定位和软件性能

等6项。 

A.2 质量分值 

每项质量评定内容由若干评定对象构成，每个评定对象的质量由一组质量元素表征，每个质量元

素由一个质量分值描述。 

一个评定对象的所有质量元素的质量分值之和就是这个评定对象的质量分值。一项质量评定内容

的所有评定对象的质量分值之和就是这项质量评定内容的质量分值。全部6项质量评定内容的质量分

值之和就是导航型应用软件的质量分值。 

质量分值的最高总分值为100分。每项质量评定内容的最高质量分值是： 

表A.1 质量评定内容分值 

质量评定内容 质量最高分值 

显示 20 

查询 20 

路径计算 20 

路径引导 20 

移动定位 3 

软件性能 17 

A.3 分值计算方法 

以质量元素为基本计分单位。 

每个质量元素规定了达到合格水平的检测指标，以及该项指标的最高计分。但也有若干个质量元

素被合并为一个检测指标和计分的个别情况。 

检测指标的最高计分是该质量元素的满分值。检测方可根据实际的检测情况在0分与最高分之间

取值。 

对于某些至关重要的质量元素赋予质量否决权。这类质量元素一旦不合格，令其分值为-1，并判

所在的质量评定内容总分值为-1。则6项质量评定内容的合计分值低于80分。 

A.4 合格判定 

质量分值达到80分，判定合格。低于80分，判定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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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质量评定检测指标 

质量评定内容的检测指标见下列各表： 

表A.2 显示质量评定 

评定对象 质量元素 合格指标 质量分值 否决 

道路 

完整性 
缺失、多余道路或孤立路的数量占比小于 10%。 

出现大于等于 10%的错误现象时取-1 分否决。 
3 -1 

准确性 

道路的空间位置、形状、名称、其它可显性表达的属

性信息、道路之间的空间关系与样本数据的符合度大

于等于 90%。 

符合度小于 90%时取-1 分否决。 

2 -1 

一致性 
地图连续放大或缩小时，出现断续显示的道路数量占

比小于 5%。 
1  

表征质量 

1）面状道路图形的边缘平滑，宽窄适中； 

2）昼夜光线环境下道路色调舒适； 

3）各种比例尺下道路网与其他要素的图形和注记的空

间关系协调； 

4）道路路网密度适中，中小比例尺下不存在大范围空

载画面的现象。 

1  

背景 

完整性 
无缺失的国界和主要水系。 

出现国界缺失时取-1 分否决。 
1 -1 

准确性 

1）背景的空间位置、几何图形、名称、类型和空间关

系等与样本数据的符合度大于等于 90%； 

2）背景的拼接不存在明显间隙和几何图形无明显失

真。 

出现错画国界时取-1 分否决。 

1 -1 

一致性 
地图连续放大或缩小时，出现断续显示的同名背景要

素数量占比小于 20%。 
1  

表征质量 

1）各种比例尺下背景和其他要素的位置关系与样本数

据符合度大于等于 80%； 

2）各种比例尺下面状背景的综合取舍处理效果合理； 

3）各种比例尺下显示的背景信息量适中。 

1  

注记 

完整性 
重要的地名、地标物和场所的注记缺失数量占比小于

等于 10%。 
1  

准确性 

1）注记点的空间位置、名称、类别与样本数据的符合

度大于等于 80%； 

2）注记点图符符合约定。 

1  

一致性 
地图连续放大或缩小时，出现断续显示的同名注记数

量占比小于 20%。 
1  

表征质量 
1）注记与其它注记之间不重叠显示； 

2）各种比例尺下显示的注记点信息量适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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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性能 

显示性能 

1）支持真北方向或者车头方向朝上显示方式； 

2）选择车头方向朝上时，地图的北方向与车头方向的

角度误差不大于 6°； 

3）选择透视投影方式时，视点与地图水平面在 0°至

90°夹角范围内可调； 

4）支持昼夜显示模式； 

5）画面切换速度不大于 1s； 

6）画面平移速度均匀，没有明显的画面跳动和拖拽迟

滞。 

3  

比例尺范围 

1）至少包括 1:5000 ～ 1:4096 万尺度； 

2）相邻尺度的比例尺级差小于等于 2 倍； 

3）图面的比例尺标注值与图面实际比例尺相同； 

4）在最小尺度上应满屏显示出全国地图的全部或大部

分区域。 

1  

地图标注 
1）画面有比例尺标注； 

2）图面标绘真北方向指示符，且与地图方位角相同。 
1  

注：任一项出现-1分时该表的总分值应为-1，否则累计各项质量分值作为该表总分值。 

 

表A.3 查询质量评定 

评定对象 质量元素 合格指标 质量分值 否决 

名称输入 

智能性 
输入查询名称后产生的模糊查询和联想查询的结果列

表与样本数据的符合度大于等于 90%。 
2  

输入性能 

1）结果列表的排序符合 5.2.4 的要求； 

2）查询响应时间小于等于 5s； 

3）响应时间超时，有退出操作能力。 

查询严重超时取-1 分否决。 

2 -1 

人机交互性 至少具有键盘拼音输入和手写识别输入两种方式。 1  

检索 

信息检索 

1）检索结果与样本数据的符合度大于等于 90%； 

2）有可引导到出发地、目的地和途经地设定、周边检

索和收藏等后续操作的操作键。 

检索结果符合度小于 90%时取-1 分否决。 

8 -1 

周边检索 

1）结果列表中的距离和方位值的正确率大于等于

90%； 

2）选中的查询对象在地图上标定的位置和特征属性值

正确； 

3）有可引导到出发地、目的地和途经地设定、收藏等

后续操作的操作键。 

6  

收藏 

1）存储信息正确； 

2）支持对存储结果做提取和删除操作； 

3）有可引导到出发地、目的地和途经地设定、周边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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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等后续操作的操作键。 

注：任一项出现-1分时该表的总分值应为-1，否则累计各项质量分值作为该表总分值。 

 

表A.4 路径规划质量评定 

评定对象 质量元素 合格指标 质量分值 否决 

路径地点设置 

起终点设置 

至少支持以下一种路径地点设置方法，且不出现错误

结果： 

1）当前位置默作为出发地； 

2）在地图上选定一个位置作为出发地、目的地； 

3）使用检索或者收藏功能设置出发地、目的地。 

2  

途经地设置 
1）支持地图任意位置设置途经地点； 

2）支持使用检索或者收藏功能设置途经地点。 
1  

路径规划策略 

快速路优先 选择的路径体现出首选了快速路。 2  

不收费 选择的路径体现出合理地避开了收费道路。 2  

优化策略 选择的路径体现出在行驶时间和距离较短。 2  

路径计算 

初始计算 

1）结果路径符合样区数据给定的交通禁行规则； 

2）结果路径与约定的路径规划策略相符； 

3）结果路径走向合理。 

路径严重违反交通禁行规则时取-1 分否决。 

5 -1 

重新计算 

1）有重新计算功能； 

2）新路径计算正确； 

3）新路径与原有路径的相关性低。 

2  

计算效率 
1）城市市区路径计算时间小于等于 5s； 

2）两个城市间路径计算时间小于等于 15s。 
2  

模拟导航 
模拟导航 模拟过程正确，可调整模拟行进速度。 1  

操控能力 执行退出操作，能正常地退出模拟导航过程。 1  

注：任一项出现-1分时该表的总分值应为-1，否则累计各项质量分值作为该表总分值。 

 

表A.5 路径引导质量评定 

评定对象 质量元素 合格指标 质量分值 否决 

文字引导 

当前道路及下

一道路的名称 

正确显示当前道路及下一道路的名称，并随行驶过程

实时更新。 
1  

到达前方转向

路口和目的地

的距离 

正确显示前方机动路口和目的地的距离值，并行驶过

程实时更新。 
1  

预计到达时间 
正确显示依据当前车速计算的预计到达时间值，并行

驶过程实时更新。 
1  

图案引导 
箭头示意图 至少提供以下 1 种引导图案，且无错误： 

1) 正确且及时地显示沿路径前方的路口转向箭头； 
4.5 -1 

矢量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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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或三维模

式图和叠加方

向箭头 

2）正确且适时地显示沿路径前方路口矢量放大图和叠

加方向箭头； 

3）正确且适时地显示地图提供的沿路径前方二维或三

维模式图和叠加方向箭头； 

4）正确且适时地显示地图提供的沿路径前方三维实景

图和叠加方向箭头； 

5）正确且适时地显示地图提供的沿路径前方路口车道

方向标线图。 

出现批量错误时取-1 分否决。 

三维实景图和

叠加方向箭头 

车道方向标线

图 

图案 图案美观、醒目、即时。 0.5  

语音引导 

位置提示 

正确且适时地播放位置提示音。 

出现严重错误（如与引导路径严重不符）时取-1 分否

决。 

5 -1 

偏航提示 正确且适时地播放偏航提示音。 1  

交叉口提示 
1）正确且适时地播放与前方路口转向有关的提示音； 

2）对于高速路出入口和高等级路支持多级距离提示。 
3  

道路限速提示 正确且适时地播放当前道路的限行信息提示音。 1  

电子眼提示 以合理的提前量播报前方有电子眼。 1  

中止引导 退出操作 执行退出操作，能正常地退出引导过程。 1  

注：任一项出现-1分时该表的总分值应为-1，否则累计各项质量分值作为该表总分值。 

 

表A.6 移动定位质量评定 

评定对象 质量元素 合格指标 质量分值 否决 

文字提示 当前道路名称 正确显示当前道路的名称，并随行驶过程实时更新。 1  

语音提示 
道路限速提示 正确且适时地播放当前道路的限行信息提示音。 

2  
电子眼提示 以合理的提前量播报前方电子眼信息。 

 

表A.7 软件性能质量评定 

评定对象 质量元素 合格指标 质量分值 否决 

地图匹配性 

匹配率 
相邻路段的间隔在 5 米以上的条件下，道路匹配率大

于等于 90%。 
5  

自动校正 
在主辅路或高架路区段失配后，能在短时间内自动校

正。 
5  

手动校正 执行手动校正操作后，能校正到正确的道路上。 4  

可靠性 

运行死机 

不断电连续运行时间 8 小时，不出现因软件原因的死

机现象。 

出现死机时取-1 分否决。 

1 -1 

无故退出或其

他异常 

不断电连续运行时间 8 小时，不出现因软件原因的无

故退出或其他异常现象。 

出现无故退出或其他异常时取-1 分否决。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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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处理 误操作 人为进行误操作，无运行异常现象。 1 -1 

注：任一项出现-1分时该表的总分值应为-1，否则累计各项质量分值作为该表总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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