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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导航系统、装置、以及方法，其利用处理

器以及操作方式联结至处理器以确定导航系统

的位置的传感器。导航输入模块构造成，自用户

接收指定了目的地的目的地数据、以及多个感兴

趣点数据，其中，导航输入模块进一步构造成，接

收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其限定自潜在路线段搜

索感兴趣点数据的区域。处理器可以利用感兴趣

点搜索区域值来沿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域，以

识别多个感兴趣点数据中与目的地最接近的至

少一些数据，以及，其中，处理器可以进一步构造

成，聚类所识别出的感兴趣点数据，以便同时呈

现在导航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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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导航系统，包括：

处理器；

传感器，其操作方式联结至所述处理器，所述传感器构造成，确定所述导航系统的位

置；以及

导航输入模块，其操作方式联结至所述处理器，其中，所述导航输入模块构造成，自用

户接收指定了目的地的目的地数据和指定了多个不同类型的感兴趣点的多个感兴趣点数

据；

其中，所述处理器构造成，计算到目的地的路线；

其中，所述导航输入模块进一步构造成，接收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所述感兴趣点搜索

区域值限定了自潜在路线段搜索所述多个感兴趣点数据的区域；

其中，所述处理器利用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以沿所述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域，

从而基于最接近于所述目的地的多个感兴趣点数据识别最接近于所述目的地的多个感兴

趣点并且，在超过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的情况下，搜索前往目的地路线上的多个感兴

趣点；

以及，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构造成，聚类所识别出的感兴趣点数据，以同时呈现在

导航地图上；

其中，将导航地图区域分成多个分类，以补偿已知存在于感兴趣点区域中的感兴趣点

数量减少或增多，并且所述处理器构造成，根据对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加上或减去的

增量，动态地扩大或缩小搜索所述感兴趣点数据的区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航系统，其中，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包括自路线段开始

的有限搜索区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导航系统，其中，所述有限搜索区域包括围绕所述路线段上一

点径向延伸的一个或多个距离。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导航系统，其中，所述有限搜索区域包括围绕所述路线段上一

点径向延伸的搜索半径。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航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构造成，通过以重叠和无重叠方

式之一搜索相邻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沿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域。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航系统，其中，所述处理器构造成，使用所述感兴趣点搜索

区域值，识别沿所述潜在路线段的出口，并且搜索所识别出的出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航系统，其中，所述感兴趣点数据包括通称感兴趣点、以及

与一个或多个通称感兴趣点相关联的特定感兴趣点，以及，其中，所述处理器构造成，聚类

多个通称感兴趣点和特定感兴趣点中的至少一个。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导航系统，其中，所述导航输入模块构造成，接收感兴趣点搜

索焦点值，其用于限定相对于所述目的地的焦点区域，在所述焦点区域中所述处理器沿所

述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域。

9.一种在导航系统中用于搜索和聚类感兴趣点的方法，包括：

在导航系统传感器中确定导航系统的位置；

在操作方式联结至所述导航系统的处理器的导航输入模块中，自用户接收指定了目的

地的目的地数据和指定了多个不同类型的感兴趣点的多个感兴趣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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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到目的地的路线；

在所述导航输入模块中，接收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限定了

沿潜在路线段搜索所述多个感兴趣点数据的区域；

在所述导航系统中，利用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沿所述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域，

以基于最接近于所述目的地的多个感兴趣点数据识别最接近于所述目的地的多个感兴趣

点并且，在超过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的情况下，搜索前往目的地路线上的多个感兴趣

点；以及

聚类所识别出的感兴趣点数据，以同时呈现在导航地图上；

其中，将导航地图区域分成多个分类，以补偿已知存在于感兴趣点区域中的感兴趣点

数量减少或增多，并且所述处理器构造成，根据对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加上或减去的

增量，动态地扩大或缩小搜索所述感兴趣点数据的区域。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包括自路线段开始的

有限搜索区域。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有限搜索区域包括围绕所述路线段上一点

径向延伸的一个或多个距离。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有限搜索区域包括围绕所述路线段上一点

径向延伸的搜索半径。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沿所述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域包括以重叠和

无重叠方式之一搜索相邻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

14.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使用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识别沿所

述潜在路线段的出口，以及，搜索所识别出的出口。

15.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感兴趣点数据包括通称感兴趣点、以及与一

个或多个通称感兴趣点相关联的特定感兴趣点，以及，其中，所述处理器构造成，聚类多个

通称感兴趣点和特定感兴趣点中的至少一个。

16.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在所述导航输入模块中接收感兴趣点搜

索焦点值，其用于限定相对于所述目的地的焦点区域，在所述焦点区域中所述处理器沿所

述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域。

17.一种导航系统，包括：

处理器；

传感器，操作方式联结至所述处理器，所述传感器构造成，确定所述导航系统的位置；

以及

导航输入模块，操作方式联结至所述处理器，其中，所述导航输入模块构造成，自用户

接收指定了目的地的目的地数据和指定了多个不同类型的感兴趣点的多个感兴趣点数据；

其中，所述处理器构造成，计算到目的地的路线；

其中，所述导航输入模块进一步构造成，接收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所述感兴趣点搜索

区域值限定了自潜在路线段开始搜索所述多个感兴趣点数据的区域；

其中，所述处理器利用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以沿所述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域，

从而基于最接近于所述目的地的多个感兴趣点数据识别最接近于所述目的地的多个感兴

趣点并且，在超过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的情况下，搜索前往目的地路线上的多个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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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点；

以及，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构造成，聚类所识别出的感兴趣点数据，以同时呈现在

导航地图上；

以及，其中，所述处理器进一步构造成，基于速度和距离至少之一，在所述导航地图中，

根据所述导航系统的位置、所述目的地、以及至少一个所述感兴趣点，生成路线；

其中，将导航地图区域分成多个分类，以补偿已知存在于感兴趣点区域中的感兴趣点

数量减少或增多，并且所述处理器构造成，根据对所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加上或减去的

增量，动态地扩大或缩小搜索所述感兴趣点数据的区域。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导航系统，其中，所述感兴趣点数据包括通称感兴趣点、以

及与一个或多个通称感兴趣点相关联的特定感兴趣点，以及，其中，所述处理器构造成，聚

类多个通称感兴趣点和特定感兴趣点中的至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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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系统中用于聚类感兴趣点的装置、系统及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发明是2014年9月10日提交的、属于Chen等人的、名称为“Apparatus，System 

and  Method  for  Clustering  Points  of  Interest  in  a  Navigation  System”、序号为

14/482,630的美国非临时专利申请的延续申请，该申请的全部内容在此以引用方式并入本

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涉及导航装置和系统。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在导航地图上用于有效识别

和/或聚类感兴趣点(POI)的导航处理。

背景技术

[0004] 导航系统是辅助导航的基于处理器的电子系统。导航系统可以构造成，使其完全

车载、船载或舰载，或者，它们可以位于别处而经由无线电或其它信号与车辆、船只等通信，

或者，它们可以使用这些方法的组合。导航系统也可以构造在便携装置诸如膝上计算机、智

能电话、平板电脑等内。导航系统能够容纳地图，地图可以经由文字按人能阅读的格式、或

者按图形格式显示，经由传感器、地图、或来自外部信源的信息确定车辆或船只的位置，经

由文字或语音向车辆或船只上的主管人员提供建议的方向，直接向自动运载工具诸如机器

人探测器提供方向，提供有关附近车辆或船只或者其它危险物或障碍物的信息，以及，提供

关于交通状况的信息和建议替代方向。

[0005] 在现有导航系统中，用户能搜索兴趣点。然而，用户不能同时使用通称  (例如，“加

油站”、“银行”、“饭店”)和/或特指名称(例如，“BP”、“Bank  of  America”、“TGI  Fridays”)

有效地搜索多个感兴趣点。此外，也没有任何现有的系统，能够为用户智能地聚类多个感兴

趣点结果、并且处理这些结果成为有效路由。

发明内容

[0006] 提出了多种装置、系统及方法，以便处理导航数据，诸如可以由用户通称方式或特

指方式限定的感兴趣点，并且将该数据聚类成组，以便产生按速度和/或距离进行优化的导

航路线。可以进一步向用户给出修改聚类结果的选项，以进一步提供定制。

[0007] 根据一种实施例，披露了一种导航系统，包括：处理器；操作方式联结至处理器的

传感器，传感器构造成确定导航系统的位置；以及，操作方式联结至处理器的导航输入模

块，其中，导航输入模块构造成，自用户接收指定了目的地的目的地数据和多个感兴趣点数

据，其中，导航输入模块进一步构造成，接收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其限定自潜在路线段搜

索感兴趣点数据的区域。处理器可以利用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沿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

域，以识别多个感兴趣点数据中最接近于目的地的至少一些数据，以及，其中，处理器可以

进一步构造成，聚类所识别出的感兴趣点数据，以同时呈现在导航地图上。

[0008] 在其它实施例中，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可以包括自路线段开始的有限搜索区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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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限搜索区域可以包括(i)围绕路线段上一点径向延伸的一个或多个距离，或者(ii)围

绕路线段上一点径向延伸的搜索半径。在其它实施例中，本导航系统可以构造成，通过以重

叠和无重叠方式之一搜索相邻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沿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域。在又一

些实施例中，处理器可以构造成，使用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识别沿潜在路线段的出口，并

且搜索所识别出的出口。感兴趣点数据可以包括通称感兴趣点、以及与一个或多个通称感

兴趣点相关联的特定感兴趣点，其中，处理器构造成，聚类多个通称感兴趣点和特定感兴趣

点中的至少一个。在又一些实施例中，导航输入模块可以构造成，接收感兴趣点搜索焦点值

(search  focus  value)，其用于限定相对于目的地的焦点区域，其中处理器沿潜在路线段

搜索多个区域。处理器也可以构造成，根据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加上或减去增量，动态地扩

大或缩小搜索感兴趣点数据的区域。

[0009] 在另一示范实施例中，披露了一种在导航系统中用于搜索和聚类感兴趣点的方

法，本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导航系统传感器中确定导航系统的位置；在操作方式联结至导

航系统的处理器的导航输入模块中，自用户接收指定了目的地的目的地数据和多个感兴趣

点数据；在导航输入模块中，接收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其限定沿潜在路线段搜索感兴趣点

数据的区域；利用导航系统中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值，沿潜在路线段搜索多个区域，以识别

多个感兴趣点数据中最接近于目的地的至少一些数据；以及聚类所识别出的感兴趣点数

据，以同时呈现在导航地图上。

附图说明

[0010] 示例方式对本发明进行图示，但并不局限于附图中的图，图中类似的附图标记表

示类似的组成部分，附图中：

[0011] 图1图示根据一种实施例的示例车辆系统方块图，示出多个组成部件和模块以及

导航系统；

[0012] 图2是根据一种实施例的示例方块图，图示图1的车辆通信方式联结至一个或多个

便携装置以及计算机网络；

[0013] 图3是根据一种实施例的示例方块图，图示便携装置的组成部件和模块，其构造成

用于导航和导航处理，并且进一步构造成在图2的示例系统中运行；

[0014] 图4是根据一种实施例的车辆导航系统的示例方块图，该导航系统适于在图1的示

例系统中使用；

[0015] 图5是根据一种实施例的流程图，图示用于聚类感兴趣点的过程；

[0016] 图6图示根据一种实施例的示例地图显示，示出多个感兴趣点连同聚类后的感兴

趣点以及补充的相关感兴趣点；

[0017] 图7A至图7B图示一种实施例，用于输入开始导航数据、结束导航数据、以及多个感

兴趣点，利用半径和焦点工具来聚类并文字方式呈现感兴趣点；

[0018] 图7C图示根据实施例的导航地图，其利用了图7A实施例输入的导航数据，显示关

于第一导航路径的聚类感兴趣点、以及关于第二导航路径的替代聚类感兴趣点；

[0019] 图8A至图8B图示另一实施例，用于输入开始导航数据、结束导航数据、以及多个感

兴趣点，利用半径和焦点工具来聚类并文字方式呈现感兴趣点；

[0020] 图8C图示根据实施例的另一导航地图，其利用了图8A实施例输入的导航数据，显

说　明　书 2/13 页

6

CN 105606100 B

6



示关于第一导航路径的聚类感兴趣点、以及关于第二导航路径的替代聚类感兴趣点；

[0021] 图9示出了根据一种实施例的关于路线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布置，这里该沿路线

安置相继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

[0022] 图10示出根据一种实施例的关于路线的另一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布置，这里沿该路

线安置感兴趣点搜索区域以覆盖大致均匀的距离；

[0023] 图11示出根据一种实施例的关于路线的又一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布置，这里沿该路

线安置感兴趣点搜索区域以覆盖检测到的出口点；

[0024] 图12示出重叠感兴趣点搜索区域的一种实施例；以及

[0025] 图13示出可调整感兴趣点搜索区域的一种实施例，其中，取决于地图中存在的或

者由用户指定的某些特征，可以沿路线缩小或扩大搜索区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参照附图描述多种实施例。在下文描述中，不再具体描述周知的功能或结

构，因为它们可能在不必要的细节上使本发明含糊不清。

[0027] 应当理解，术语“模块”在此使用时并不将功能局限于特定的物理模块，而是可以

包括任意数量的软件和/或硬件部件。一般而言，根据一种实施例的计算机程序产品包括具

有计算机可读程序代码具体体现于其中的有形的计算机可用介质(例如，标准RAM、光盘、

USB驱动器等)，其中，计算机可读程序代码适于由(与操作系统连接工作的)处理器执行，以

实现下文所述的一种或多种功能和方法。在这方面，程序代码可以以任何期望的语言实现，

并且可以实现为机器代码、汇编代码、字节代码、可解释源代码等(例如，经由C、C++、C#、

Java、Actionscript、Objective-C、Javascript、CSS、  XML等)。

[0028] 转向图1，图中示出示例车辆系统101，其包括各种车辆电子模块、子系统和/或组

成部件。发动机/变速器模块102构造成，处理并提供车辆发动机和变速器特征或参数数据，

并且可以包括发动机控制单元(ECU)、以及变速器控制。对于柴油发动机，模块102可以提供

尤其与喷油率、排放控制、  NOX控制、氧化催化转换器再生、涡轮增压器控制、冷却系统控

制、以及节气门控制等有关的数据。对于汽油发动机，模块102可以提供与λ控制、车载诊断、

冷却系统控制、点火系统控制、润滑系统控制、喷油率控制、节气门控制等有关的数据。变速

器特征数据可以包括与变速器系统以及换挡、扭矩、离合使用等有关的信息。根据一种实施

例，发动机控制单元与变速器控制可以交换消息、传感器信号以及控制信号。

[0029] 全球定位系统(GPS)模块103提供关于车辆101 的导航处理(参见图4) 以及定位

数据。传感器104提供传感器数据，其可以包括与车辆特征和/或参数数据有关的数据(例

如，来自102)，并且还可以提供有关车辆内部和/  或周围环境的数据，诸如温度、湿度等。无

线电/娱乐模块105可以提供与车辆101中正在播放的音频/视频媒体有关的数据。模块105

可以集成至和/  或通信方式联结至娱乐单元，娱乐单元构造成播放AM/FM广播、卫星广播、

压缩光盘、DVD、数字媒体、流媒体等。通信模块106允许任意模块彼此之间和/或与外部装置

之间经由有线连接或无线协议诸如Wi-Fi、蓝牙、NFC等进行通信。在一种实施例中，出于某

些通信和数据交换目的，模块102～106 可以通信方式与总线102联结。

[0030] 车辆101可以进一步包括主处理器107，其集中处理并控制图1系统各处的数据通

信。存储器108可以构造成存储数据、软件、媒体、文件等。数字信号处理器(DSP)109可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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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独立于主处理器107的处理器，或者，可以集成在处理器107内。一般而言，DSP  109可以构

造成采集已经数字化了的信号，诸如声音、音频、视频、温度、压力、位置等，然后根据需要对

它们进行处理。显示器110可以构造成，提供来自图1中任何模块的视频(以及音频)指示，并

且可以构造为LCD、LED、OLED或任何其它合适的显示器。显示器也可以构造有音频扬声器，

用于提供音频输出。输入/输出模块  111构造成，自其它外围装置诸如键盘(key  fobs)、装

置控制器等提供数据输入/向其提供输出。如上所述，模块107～111可以与数据总线112通

信方式联结，用于发送/接收其它模块的数据和信息。

[0031] 转向图2，图示一种实施例，这里，车辆101(参见图1)与一个或多个装置201(202、

203)配对，装置201可以注册(register)给一个或多个用户。如本领域所周知的那样，使用

蓝牙配对或者使用WiFi或NFC注册，可以使装置201与车辆101注册。适宜的是，根据装置标

识符(ID)或用户识别模块标识符(SIM  ID)，将装置201注册存储在车辆处(例如，108)，以

及，可以进一步包括与各ID相关联的装置用户配置文件，其可以包括人口统计数据、用户兴

趣、和/或用户装置/车辆历史。在图2的实施例中，装置202、203可以构造成，与车辆101交换

导航数据，并且可以进一步构造成互相通信。便携装置201也可以构造成与无线网络204通

信，以便发送数据至中心服务器205/自其接收数据。类似地，在一种实施例中，车辆101也可

以构造成与网络204通信。服务器205也可以构造成，执行关于装置201  和车辆101的后端处

理，以及，进一步与其它远程服务器通信，用于附加功能诸如补充地图数据、导航数据等。

[0032] 图3是便携计算装置300(诸如图2的装置202、203)的一种示范实施例，并且可以是

智能电话、平板电脑、膝上计算机等。装置300可以包括中央处理单元(CPU)301(其可以包括

一个或多个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存储控制器302、一个或多个处理器303、外围接口304、

RF电路305、音频电路306、扬声器321、麦克风322、以及输入/输出(I/O)子系统211，输入/输

出子系统211具有显示控制器318、用于一个或多个传感器的传感器控制电路319、以及输入

装置控制320。在装置300中的一个或多个通信总线或信号线上，这些部件可以进行通信。应

当理解，装置300只是便携多功能装置300的一个示例，以及，与所示出的相比，装置300可以

具有更多或更少的部件，可以组合两个或更多部件，或者，可以具有部件的不同配置或布

置。图3中所示的不同部件可以硬件或者硬件与软件的组合实现，包括一个或多个信号处理

和/或专用集成电路。

[0033] 存储器308可以包括高速随机存取存储器(RAM)，并且也可以包括非易失性存储

器，诸如一个或多个磁盘存储装置、闪存装置、或其它非易失性固态存储装置。由装置300的

其它部件诸如处理器303、以及外围接口304  对存储器308进行的存取，可以由存储控制器

302进行控制。外围接口304  联结装置的输入及输出外围设备与处理器303和存储器308。一

个或多个处理器303运行或执行存储在存储器308上的各种软件程序和/或指令集，以执行

关于装置300的各种功能、以及处理数据。在有些实施例中，外围接口  304、处理器303、译码

器313、以及存储控制器302可以在单个芯片诸如芯片301上实现。在其它实施例中，它们可

以在单独的芯片上实现。

[0034] RF(射频)电路305接收并发送RF信号，也周知为电磁信号。RF电路305将电信号转

换成电磁信号/自电磁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并且经由电磁信号与通信网络以及其它通信装

置进行通信。RF电路305可以包括用于执行这些功能的周知电路，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天线

系统、RF收发器、一个或多个放大器、调谐器、一个或多个振荡器、数字信号处理器、编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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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芯片组、用户识别模块(SIM)卡、存储器等等。借助于无线通信，RF电路  305可以与网络诸

如因特网(也称为万维网(WWW))、内部网和/或无线网诸如蜂窝电话网、无线局域网(LAN)

和/或城域网(MAN)、以及其它装置进行通信。无线通信可以使用多个通信标准、协议及技术

的任意方案，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增强数据GSM环境(EDGE)、高速下

行链路分组接入(HSDPA)、宽带码分多址W-CDMA)、码分多址  (CDMA)、时分多址(TDMA)、蓝

牙、无线区域网络(Wi-Fi)(例如，IEEE  802.11a、IEEE  802.11b、IEEE  802.11g和/或IEEE 

802.11n)、互联网语音协议(VOIP)、无线都会网络(Wi-MAX)、电子邮件协议(例如，交互邮件

访问协议(IMAP)和/或邮局协议(POP))、即时通信(例如，可扩展消息处理现场协议(XMPP)、

即时消息和出席扩展的会话发起协议(SIMPLE)、和/或即时消息和现场服务(IMPS)、和/或

短消息服务(SMS)、或者任何其它合适的通信协议，包括本文档提交日尚未开发的通信协

议。

[0035] 音频电路306、扬声器320、以及麦克风321提供在用户与装置300之间的音频接口。

音频电路306可以接收来自外围接口204的音频数据，将音频数据转换成电信号，并将电信

号传输至扬声器321。扬声器321将电信号转换为人能听到的声波。音频电路306还接收由麦

克风自声波转换后的电信号，其可以包括上述的解码音频。音频电路306将电信号转换成音

频数据，并且将音频数据传输至外围接口304以进行处理。音频数据可以由外围接口  304自

存储器308和/或RF电路305取回、和/或传输至存储器308和/或RF 电路305。在有些实施例

中，音频电路306还包括耳机插孔，用于在音频电路306与可移除音频输入/输出外围设备诸

如单输出式头戴耳机或具有输出  (例如，单耳或双耳用耳机)和输入(例如，麦克风)二者的

耳机之间提供接口。

[0036] I/O子系统211将装置300上的输入/输出外围设备诸如触摸屏315和其它输入/控

制装置317联结至外围接口304。I/O子系统211可以包括显示控制器318、以及用于其它输入

或控制装置的一个或多个输入控制器320。一个或多个输入控制器320自其它输入或控制装

置317接收电信号/向其发送电信号。其它输入/控制装置317可以包括物理按钮(例如，按

钮、摇杆按钮等)、拨盘、滑动开关、操纵杆、点击轮等。在有些可选实施例中，输入控制器320

可以联结至下列任意一种(或者没有)：键盘、红外端口、USB  端口、以及指针装置诸如鼠标、

用于扬声器321和/或麦克风322的音量控制的上/下按钮。触摸屏315也可以用来实现虚拟

按钮或软按钮、以及一个或多个软键盘。

[0037] 触摸屏315提供在装置与用户之间的输入界面和输出界面。显示控制器  318自触

摸屏315接收电信号和/或向其发送电信号。触摸屏315向用户显示视频输出。视频输出可以

包括图形、文字、图标、视频、及其任意组合。在有些实施例中，视频输出的一些或全部可以

对应于用户界面对象。触摸屏  315具有触敏表面、基于触觉和/或触知接触从用户接收输入

的传感器或传感器组。触摸屏315和显示控制器318(连同任何相关模块和/或存储器308中

的指令集)检测触摸屏315上的接触(以及接触的任何移动或停顿)，并将所检测到的接触转

换成与在触摸屏上显示的用户界面对象(例如，一个或多个软按键、图标、网页或图像)的交

互。在示范实施例中，触摸屏315与用户之间的接触点对应于用户的手指。触摸屏315可以使

用LCD(液晶显示器)技术、或LPD(发光聚合物显示器)技术，尽管在其它实施例中也可以使

用其它显示技术。通过使用现在已知或将来开发的多种触感技术的任何一种，包括但并不

局限于电容、电阻、红外、和表面声波技术、以及其它接近传感器阵列或其它元件，用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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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触摸屏315的一个或多个接触点，触摸屏315和显示控制器318可以检测接触及其任何移

动或停顿。

[0038] 装置300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传感器316，诸如光学传感器，其包括电荷耦合器

件(CCD)、或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光电晶体管。光学传感器可以捕获静止图像或视

频，使传感器与触摸屏315协同操作。装置300也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加速表307，其可以以

操作方式联结至外围接口304。可选择地，加速表307可以联结至I/O子系统211中的输入控

制器  320。加速表优选构造成按x、y、z轴输出加速表数据。

[0039] 在一些说明性实施例中，存储在存储器308中的软件组件可以包括操作系统309、

通信模块310、文字/图形模块311、全球定位系统(GPS)模块  312、音频解码器313、以及应用

软件314。操作系统309(例如，Darwin、  RTXC、LINUX、UNIX、OS  X、WINDOWS或嵌入式操作系统

诸如VxWorks)  包括各种软件组件和/或驱动，用于控制并管理通用系统任务(例如，存储器

管理、存储装置控制、电源管理等)、以及便于各种硬件与软件组件之间的通信。通信模块

310便于与一个或多个外部端口上的其它装置通信，并且还包括各种软件组件，用于处理由

RF电路305接收的数据。可以设置外部端口(例如，通用串行总线(USB)、火线等)并且使其适

合与其它装置直接联结、或者经过网络(例如，因特网、无线局域网等)与其它装置间接联

结。

[0040] 文字/图形模块311包括各种周知软件组件，用于在触摸屏315上提供以及显示图

形，包括用于改变所显示图形亮度的组件。在此使用时，术语“图形”包括可以显示给用户的

任何对象，包括但并不局限于文字、网页、图标  (诸如用户界面对象包括软键盘)、数字图

像、视频、动画等。另外，软键盘可以设置用于在要求文字输入的各种应用中输入文字。GPS

模块312确定装置的位置，并提供此信息，以便在各种应用中使用。应用314可以包括各种模

块，包括导航软件、地图绘制、通讯录/联系人名单、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等。导航应用可以在

装置300上本地执行并操作，允许用户输入并处理导航和/或地图绘制数据，如下文具体描

述的那样。

[0041] 现在转向图4，披露了一种包括车辆导航单元401的示例车辆导航系统，导航单元

401包括CPU  402、GPS接收机403、以及陀螺仪404。另外，导航单元401可以包括通信部405，

允许导航单元401与便携装置诸如上述装置300通信。导航单元可以接收车辆速度信号406

和R档范围(R-range)/  驻车信号407，以追踪车辆运动和状态。导航单元401利用GPS接收机

403  来获取位置数据，以在单元的地图数据库中的道路上定位用户。使用道路数据库，单元

401可以给出沿同样在其数据库中的道路至其它位置的方向。为了更高可靠性，可以使用来

自传动系(drivetrain)所安装传感器、陀螺仪404  和加速表(未示出)的距离数据的推算定

位，因为可能由于都市峡谷或隧道而出现GPS信号丢失和/或多路径。

[0042] 用于导航单元401的道路数据库可以是包含一些感兴趣区域的矢量地图。街道名

称和编号以及房屋编号可以被编码为地理坐标，使得用户可以通过街道地址(如下文更具

体讨论的那样)、通过通称或特定名称找到一些期望的目的地。感兴趣点(航点)也可以与其

地理坐标一起被存储。特定感兴趣点包括速度摄像头、加油站、公共停车场等。这些内容可

以由用户群(user  base)在车辆沿现有街道(蜂窝电话网络、Wi-Fi)驾驶时产生并且经由因

特网通信，得到更新的地图。导航地图绘制格式可以包括地理数据文件(GDF)，并且也可以

包括其它格式，诸如CARiN、SDAL和NDS  P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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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导航单元401可以进一步联结至LCD单元409和音频单元413，这里，  LCD单元409可

以包括LCD屏幕410、CPU  412以及通断开关411。音频单元413可以包括CPU  414和功率放大

器415。音频单元413的输出可以前向输出至音频放大器408，以便向用户输出。

[0044] 转向图5，示出一种示例过程，用于聚类为用户处理过的感兴趣点。在一种实施例

中，图5的过程可以在便携装置(诸如图3所示的一种)上执行。在另一实施例中，图5的过程

可以在导航单元(诸如图4中所示的一种)中执行。在又一实施例中，图5的过程可以在便携

装置与导航单元之间共享。这样一种实施例的特别有利之处在于，计算花费较大的过程可

以在便携装置上执行。

[0045] 在步骤501中，用户将目的地(目的地1)输入到导航系统中、和/或在便携装置上执

行的导航应用中。在步骤502中，用户可以将多个感兴趣点  (POI1、POI2…POIx)输入到导航

应用中。在步骤503中，导航应用计算到目的地的路线(例如，利用最短路径算法、基于门限

值的迭代算法、NP-Hard  (非确定性多项式难题)算法、多项式时间算法、k最佳连接轨迹(k-

BCT)  算法、贪婪算法等)，并且可以执行进一步处理，以确定最接近目的地的感兴趣点的位

置。在步骤504中，导航应用确定感兴趣点输入是通称的(例如，“加油站”、“银行”、“饭店”)

和/或特定的(例如，“BP”、“Bank  of  America”、“TGI  Fridays”)。这样一种判断可以通过将

这些输入与感兴趣点数据库匹配并且进行处理以建立类别而做出。如果输入是通称的

(是)，导航处理器查看目的地附近的所有通称感兴趣点。如果输入是特定的(否)，导航处理

器类似地查找目的地附近的所有特定感兴趣点。然后，在步骤507中处理聚类后的感兴趣

点，以查看它们与目的地的距离是否超过给定的门限值(例如，  5英里)。如果该目的地超过

距离门限值(是)，则导航应用搜索替代感兴趣点，并且可以搜索前往目的地路线上的替代

感兴趣点。在这种实施例中，感兴趣点可以基于搜索结果以及邻近而被单独聚类。如果目的

地没有超过距离门限值(否)，则在步骤509中，处理器促使屏幕或显示器显示目的地、连同

感兴趣点和/或聚类的感兴趣点信息。取决于该结果，可以向用户给出进一步的选项，以改

变感兴趣点设定，从而更好地匹配用户偏爱。之后，导航  510可以开始，其中，执行前往目的

地、连同聚类感兴趣点的最有效(或偏爱有效)路线。

[0046] 图6图示一种基于图5中示例所示处理的示范屏幕结果。这里，用户从始发位置

(LOC)输入目的地(D)和感兴趣点数据。在输入一个或多个通称和/或特定感兴趣点之后，处

理器生成与目的地区域(D)相关的多个感兴趣点信息(POI1～POI6)。在进行(engaging  in)

接近处理之后，将视为最接近的或包含最有效路线的感兴趣点(POI2-POI4)聚类为(CL)，如

图中所示。在给出聚类CL并且经用户同意之后，导航应用向用户提供路由信息，以提供关于

目的地(D)和感兴趣点(POI2-POI4)的有效路线。另外，导航应用可以进一步提供与优化路线

有关的补充感兴趣点信息，诸如沿该路线的加油站  (G1～G3)。

[0047] 如本领域熟练技术人员所能理解的那样，本披露提供一种感兴趣点聚类特征，其

提供了多种优点。在一种实施例中，由允许用户输入期望感兴趣点清单的伴随iOS或

Android  app，可以使能本导航系统。利用移动装置的计算能力，app可以计算最方便且有效

的路线，以允许用户在所有感兴趣点中选择停下。在一种实施例中，路线也可以自动传达至

车辆前置媒体播放单元  (vehicle’s  head  unit)。在车辆一方，导航系统可以向用户显示

路线，监控车辆的剩余油量，以及，适当时，通知驾驶人员去途中近旁的加油站加油。

[0048] 在车辆的导航系统中，用户可以输入一个目的地，以及，在附加字段中提供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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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药房、沃尔玛”输入。导航系统可以给用户呈现前往所输入目的地的至少一个路线建

议，以及，自该目的地开始，前往期望感兴趣点的优化路线。如果用户提供通称如“银行”或

“药房”，导航系统将在目的地处提供最近的银行及药房，而不受相应感兴趣点的品牌或名

称约束。如果用户提供了特定名称，如“Bank  of  America”、“CWS  Pharmacy”、以及“Wal-

mart”，则导航系统将搜索特定感兴趣点。如果前往特定感兴趣点的距离或时间超过  (用户

可定义的)第一门限值，导航系统则另外建议替代感兴趣点，如果可能，附加在行程方面减

少的可能时间或距离。在一种实施例中，导航系统可以提供“取代Bank  of  America的Well 

Fargo：-7英里；取代Wal-mart的Target：  -12英里”。如果用户选择取代“Bank  of  America

的Well  Fargo”，则将重新计算有关取代“Wal-mart的Target”的备选方案，因为改变了路

线，而且，取代“Wal-mart的Target”可能是经济的备选，也可能压根就不是经济的备选。

[0049] 在一种实施例中，用户在设定中可以定义，关于“银行”的搜索总是搜索特定银行

(例如，Bank  of  America)，或者，加油站总是搜索“BP”。如果感兴趣点之一超过第二门限

值，导航将搜索经济路线，其包括沿前往目的地主要路线的中途停靠点(stop)。本系统可以

例如提醒用户：“离<目的地1>最近的Walmart是35英里，你想要代之以停在<目的地2>；(+

4.3英里)？是  /否”。在另一设定选项中，用户可以定义导航系统，在搜索所输入目的地处的

感兴趣点之前，总是搜索沿前往目的地主要路线上的经济合理的中途停靠点，以访问期望

的感兴趣点。

[0050] 另一示例可以如用户正计划他的周末，他知道他需要拜访附近城镇的一个朋友。

他同样知道他还得进行周末购物。在这种聚类算法示例中，允许用户输入在他朋友房子那

的目的地。自那一点开始，用户可以输入几个感兴趣点，诸如Target、Walmart、Costco、

Bank、以及咖啡店，以便与他朋友一起享受午后时光。然后，本算法自动搜索靠近朋友房子

的聚类，其包括用户易于到达而不用在城镇周围驱车太多的所有商店。

[0051] 对于靠近现行位置、靠近现行路线、或者靠近如上面已经描述的目的地等的位置，

此聚类算法也可以发挥作用。一旦用户发现他愿意在周末造访的商店聚类，他还可以设定

其它参数，诸如离开时间、抵达时间。以这种方式，基于当前交通或未来交通预测，聚类算法

可以为用户计算最佳路线。本算法也可以重新安排将要光顾商店的次序，以保证用户不会

在商店开门营业时间之前到达商店。此外，对于用户而言，还可以得到关于这些商店聚类的

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包括商店开门营业时间，来自Yelp(美国最大点评网站)或其它来源的

评论、以及预订可能性。

[0052] 转向图7A，示出了关于导航数据输入模块750的一种实施例，用于允许用户输入开

始导航点706、目的地导航点710、以及多个感兴趣点输入部  (708A～708C)。数据输入模块

750可以合并为图3中导航系统的CPU  402、或/或图2中便携装置的CPU  301的可执行模块。

本领域熟练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尽管只示出了三个感兴趣点输入部，但取决于具有导航数

据输入模块  750的计算装置的处理能力及容量，可以为用户输入提供任意数量的感兴趣点

输入部。在说明性实施例中，在导航数据输入模块部712中可以设置选项，以允许用户按照

在导航数据输入模块750中输入它们的次序来保持感兴趣点输入。根据其它实施例，一旦事

件诸如起动车辆、或者在装置上转向等发生，先前感兴趣点数据输入可以存储或自动加载

进入感兴趣点输入部(708A  ～708C)。在其它实施例中，多个感兴趣点数据输入可以在导航

数据输入模块750中存储以及组合起来并提供用于选择。可以向用户提供数据输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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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的附加数据输入部，以命名分组的感兴趣点输入而方便检索(例如，“Work”、“Joe’s 

House”等)。

[0053] 导航数据输入模块750可以进一步包括感兴趣点搜索区域调整工具  714，在本实

施例中，其示为感兴趣点半径调整工具。在示例中通过左右滑动搜索区域调整工具714的标

尺条以分别减小或增大搜索区域，可以调整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因此，如果如附图中所示朝

左侧定位搜索区域调整工具  714，使感兴趣点搜索区域限制在例如离给定路线2英里内。如

果朝右侧定位搜索区域调整工具，则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可以扩大至更大区域(例如，20  英

里)。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搜索区域调整工具714可以具体化为多种工具结构诸如竖

向滑动条、拨盘、或滚轮的任意一种，并且，也可以包括人工数据输入部，以允许用户手动方

式(例如，经由小键盘或虚拟键盘)输入关于搜索区域的值或数字。此外，尽管披露了关于搜

索区域的半径值，但应当理解，围绕路线段上一点按均匀或不均匀长度径向延伸的任何搜

索区域都可以被使用来限定其它几何值，诸如方形区域，并且在本发明中可以同等地使用。

[0054] 导航数据输入模块750可以进一步包括感兴趣点搜索焦点工具716，其允许用户指

定沿导航路线的区域，在其中执行由感兴趣点搜索区域调整工具  714中设定区域所指定的

一个或多个感兴趣点搜索。在示例中，通过将感兴趣点搜索焦点工具716的标尺条左右滑动

至分别表示靠近于开始导航点  (左)或目的地导航点(右)的焦点区域，可以调整搜索焦点

区域。因此，如果如图中所示朝右定位感兴趣点搜索焦点工具716，感兴趣点搜索区域焦点

将朝向计算出路线的终点(96％)(即：靠近目的地)。如果朝左定位搜索区域调整工具，感兴

趣点搜索区域焦点将朝向所给出路线的开始(即：靠近开始导航点)。

[0055] 类似于感兴趣点搜索区域调整工具714，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感兴趣点搜索

焦点工具716可以具体化为多种工具结构诸如竖向滑动条、拨盘、或滚轮的任意一种，并且，

也可以包括人工数据输入部，以允许用户手动方式(例如，经由小键盘或虚拟键盘)输入关

于搜索焦点区域的值或数字。此外，尽管为搜索焦点披露了表示导航路线百分比的值，但应

当理解，在本发明中也可以同等地使用其它值。在本实施例中，感兴趣点搜索焦点工具  716

可以与由处理器(例如，汽车导航单元401的CPU  402、便携装置202 的CPU  301)执行的导航

软件合并，以允许导航屏幕显示并滚动导航地图区域主题至所选择的搜索焦点区域选择。

在另一实施例中，可以向用户提供处理感兴趣点查询所用的时间(“查询时间：15.02秒”)，

以提供感兴趣点聚类搜索复杂性的表示。

[0056] 转向图7B，在用户将必要数据输入导航数据输入模块750之后，导航系统和/或相

关装置(例如，便携装置202)可以提供根据输入确定的最好路线和聚类感兴趣点的文字显

示718。此外，可以设置切换按钮(toggle  button)  720，以允许用户通过导航和/或感兴趣

点选择进行切换。图7C示出根据一种实施例的简化地图显示700，图示从点A至B前往目的地

706的首选(“最佳”)路线702、以及从点C至D的次选路线704。可以看到，可以加亮首选路线

702，以与次选路线704区分。类似地，首选聚类感兴趣点(POI1、  POI2、POI3)可以使用加亮标

记(例如，标号、图钉、标志等)显示，而使用透明标记、阴影、着色等，使次选聚类感兴趣点较

低程度可视。通过同时显示首选和次选导航和感兴趣点选择，用户能有利地对首选导航路

线做出最后一刻调整。例如，如果用户正在路线702上行驶，并且突然决定次选感兴趣点目

的地更理想，用户可以改变导航感兴趣点聚类以选择次选路线704。在有些实施例中，用户

可以通过使用切换按钮820，或者通过在导航显示屏幕上选择次选路线或感兴趣点，来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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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变。

[0057] 转向图8A，类似于图7A中的实施例，示出关于导航数据输入模块850 的另一说明

实施例，用于允许用户输入开始导航点806、目的地导航点810、以及多个感兴趣点输入

(808A～808C)。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尽管只示出了三个感兴趣点输入，但取决于具有

本导航数据输入模块850的计算装置的处理能力及容量，可以为用户输入提供任意数量的

感兴趣点输入。在本说明性实施例中，在导航数据输入模块部812中可以设置选项，以允许

用户保持感兴趣点输入处于向导航数据输入模块850中输入它们的次序。根据其它实施例，

一旦事件诸如起动车辆或在装置上转向等发生，先前感兴趣点数据输入可以存储并自动加

载进入感兴趣点输入部(808A～808C)。在其它实施例中，多个感兴趣点数据输入在导航数

据输入模块850中可以存储以及组合起来并提供用于选择。可以向用户提供数据输入模块

850的附加数据输入部，以命名分组的感兴趣点数据项而方便检索(例如，“Work”、“Joe’s 

House”等)。

[0058] 导航数据输入模块850可以进一步包括感兴趣点搜索区域调整工具  814，在本实

施例中，其示为感兴趣点半径调整工具。与图7A的示例类似，通过左右滑动搜索区域调整工

具814的标尺条以分别减小或增大搜索区域，在示例中可以调整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导航数

据输入模块850可以进一步包括感兴趣点搜索焦点工具816，其允许用户指定沿导航路线的

区域，在其中执行由感兴趣点搜索区域调整工具814设定区域所指定的一个或多个感兴趣

点搜索。在示例中，与图7A的实施例类似，通过将感兴趣点搜索焦点工具816的标尺条左右

滑动至分别表示靠近于开始导航点(左)或目的地导航点(右)的焦点区域，可以调整搜索焦

点区域。在本实施例中，感兴趣点搜索焦点工具816可以与由处理器(例如，汽车导航单元

401的CPU  402、便携装置202的CPU  301)执行的导航软件合并，以允许导航屏幕显示并滚动

导航地图区域主题至所选择的搜索焦点区域选择。在另一实施例中，可以向用户提供处理

感兴趣点查询所用的时间(“查询时间：8.06秒”)，以提供感兴趣点聚类搜索复杂性的表示。

[0059] 转向图8B，在用户已经将必要数据输入导航数据输入模块850之后，导航系统和/

或相关装置(例如，便携装置202)可以提供根据输入确定的最好路线和聚类的感兴趣点的

文字显示818。此外，可以设置切换按钮820，以允许用户通过导航和/或感兴趣点选择进行

切换。图8C示出根据一种实施例的简化地图显示800，图示了从点A至C前往目的地806的首

选(“最佳”)  路线804、以及从点A至B的次选路线802。可以看到，可以加亮首选路线  804，以

与次选路线802区分。类似地，使用加亮标记(例如，标号、图钉、标志等)可以显示首选聚类

感兴趣点(POI1、POI2、POI3)，同时，使用透明标记、阴影、着色等，使次选聚类感兴趣点较低

程度可视。

[0060] 在图8C的实施例中，也可以半加亮方式显示候补首选感兴趣点“[POI2]”。候补首

选感兴趣点可以合并作为首选感兴趣点聚类的一部分，以有利地提供关于感兴趣点导航的

附加选项。如上所述，可以存储关于感兴趣点和用户偏爱的数据，以提供适合于特定用户的

感兴趣点。在一种实施例中，用户具有的偏爱可以是关于在感兴趣点聚类中能得到的特定

种类或品牌的感兴趣点，而非最优距离计算“[POI2]”的一部分。通过提供用户偏爱的感兴

趣点作为选项，用户可以决定牺牲初始感兴趣点计算的时间和距离优势，而选择偏爱感兴

趣点“[POI2]”。在另一实施例中，关于首选POI2运营的时间对系统是已知的，而且，导航计算

指出用户会在停止营业时间之后抵达。通过提供使用候补首选“[POI2]”，如果用户显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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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时抵达，用户可以立即重新定向系统，以“[POI2]”作为新的首选感兴趣点。

[0061] 图9是图示感兴趣点搜索区域的实施例，它们例如由搜索区域调整工具  714、814

进行限定，并且应用于导航路线904。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902可以由半径r限定，其中多个

搜索区域902可以沿路线904以重叠方式或无重叠方式相继布置。在有些实施例中，通过将

关于各搜索半径的中心点按2r  距离彼此隔开布置，搜索区域902可以被布置成无重叠方

式。暂时转向图  12的实施例，通过将搜索区域1202与1204隔开1.8r的距布置离，导致在部

分1206中0.2r的重叠，将搜索区域1202和1204构造成重叠。

[0062] 现在转向图10，示出一种实施例，关于布置具有半径r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1004，

以覆盖由沿路线1002的1006和1008限定的大致连续边界。尽管这样一种结构可能需要额外

计算资源，但根据路线1002覆盖大致连续边界的能力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感兴趣点搜索和聚

类结果。

[0063] 图11示出另一实施例，其中各具有半径r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  1106-1112自动聚

焦于导航开始点1102、导航目的地1118、第一出口1114  处和第二出口1116处。对于涉及高

速公路行驶的导航之旅，许多感兴趣点可能位置靠近出口(1114、1116)。通过将搜索区域聚

焦于靠近高速公路出口区域，利用最小的计算费用，即可执行感兴趣点聚类搜索。

[0064] 现在转向图13，示出一种关于应用动态可调整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的实施例。如

上所述，固定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可以由用户指定，以便搜索和聚类感兴趣点。尽管使用固定

搜索区域的各种披露的实施例可能有利地搜索并聚类感兴趣点，但也有引以为例的是，动

态调整搜索区域可能为用户提供更理想的结果。在图13的示例中，披露了贯穿导航地图区

域的路线1302，其中，导航地图区域可以分成多个分类，包括“正常”(N)、“乡村”(R)和“城

市”(C)。当然，应当理解，可以使用很多其它类型和数量的分类。此外，尽管分类区域描绘为

方形区域，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使用任何形状来限定这些区域。从图中可以看

到，正常分类地图区域得到具有半径r1  的固定感兴趣点搜索区域1304，用于感兴趣点搜

索。

[0065] 随着路线1302通过地图的乡村(R)区域，感兴趣点搜索区域自动扩大至具有扩大

半径r2的1306。扩大半径的1306用来补偿感兴趣点数量减少，这在人口稀少感兴趣点区域

诸如乡村区域R是周知存在的。通过将感兴趣点搜索区域扩大至1306，系统将有更多的机会

来定位并聚类否则可能检测不到的感兴趣点。在乡村分类区域R中自始至终使用扩大的半

径1306，直至用户路线通过正常分类区域N，在该点，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复归具有半径r1 的

感兴趣点搜索区域。继续沿着路线1302，用户会通过城市分类区域(C)，在该点，使感兴趣点

搜索区域半径1308缩小至r3，以补偿感兴趣点数量增多，这在人口稠密的感兴趣点区域是

周知存在的。通过将感兴趣点搜索区域缩小至1308，本系统可以简化感兴趣点搜索和聚类

处理，同时维持最佳导航路线。

[0066] 关于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半径的扩大和/或缩小的增量，可以在导航系统中预先确

定。例如，本导航系统可以为乡村(R)区域自动设定33％的增量，因而，当用户从正常(N)路

线进入乡村(R)路线时，感兴趣点搜索区域自动扩大33％。对于城市(C)区域，可以实现类似

的配置，因而，当用户从正常(N)路线进入城市(C)路线时，感兴趣点搜索区域自动缩小

33％。换而言之，增量可以包括增量值，将其加到感兴趣点搜索区域或从中减去，以扩大或

缩小感兴趣点搜索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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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在其它实施例中，扩大和缩小的程度(增量)可以设定为不同值。在进一步的实施

例中，用户可以(例如，经由数据输入模块750)指定期望的增量。此外，利用上文讨论的感兴

趣点搜索区域重叠特征，使用算法可以自动调整感兴趣点搜索区域的重叠，以在扩大和/缩

小的感兴趣点搜索区域中补偿增量。例如，通过增大搜索区域重叠距离，提高感兴趣点搜索

区域扩大增量(例如，对于乡村(R)搜索区域)可以自动调整相邻搜索区域重叠，得到重新布

置并优化的搜索区域布置。由于不要求导航系统多余地搜索过度重叠区域，这样一种配置

可以有利地维持全面(即：具有最小“间隙”)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布置，同时节约处理资源。类

似地，在另一实施例中，通过减小搜索区域重叠距离，降低感兴趣点搜索区域扩大增量(例

如，对于城市(C) 区域)可以自动调整相邻搜索区域重叠，得到重新布置并优化的搜索区域

布置。通过将感兴趣点搜索区域自动地重新布置为使其更紧密地在一起，这样一种配置能

有利地最小化因减小感兴趣点搜索区域所致的搜索区域间隙，并维持全面感兴趣点搜索区

域覆盖范围。

[0068] 在进一步的实施例中，可以使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增量与感兴趣点输入  (例如，数

据输入模块750的输入708A-708C)的类型和数量在算法上相关联(tie)，以获取感兴趣点的

优化数量以便聚类。例如，如果用户为特定区域输入了5个感兴趣点输入，而导航系统搜索

只获得了5个输入的3个，本导航系统可以自动扩大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增量，以确定缺少的

输入是否可以被定位。类似地，如果用户为特定区域输入了3个感兴趣点输入，而导航系统

搜索获得了20个结果，本导航系统可以自动缩小感兴趣点搜索区域，以滤除感兴趣点，同

时，维持最佳感兴趣点路线(即：定位感兴趣点搜索区域内最近的感兴趣点)。另外，关于感

兴趣点搜索区域的增量可以保存在导航系统中，因而，后继搜索可以利用此增量，以便更有

效的处理。

[0069]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在不同配置中提供了多种特征和优点，而且，在本公开

中还考虑了进一步的配置。例如，一个感兴趣点区域搜索只发现了部分感兴趣点，而下一搜

索区域包含其余感兴趣点，则可以将两个感兴趣点区域组合并且整理为一个新的聚类。在

另一示例中，用户从起点到目的地滑动搜索结果(例如，使用切换按钮720或数据输入模块

750)，以搁置最优算法并选择期望的感兴趣点位置结果，尽管事实上该感兴趣点位置并不

是最优距离。在使用短路线或狭窄搜索区域的情况下，或者在合理搜索距离内没有足够数

量感兴趣点的场合，这样一种配置允许用户自定义聚类。本文披露的感兴趣点导航技术可

以进一步考虑营业时间，因而，可以计算感兴趣点处的平均停留时间，以产生进一步的导航

指令(例如，“警告：在书店X停留会阻碍你前往9:00关门的超市Y”)。

[0070] 在其它实施例中，导航系统的感兴趣点可以关联到促销系统和/或社会媒体中(例

如，嵌置在连接至网络204的服务器205或其它服务器内)，以允许导航系统提供个性化广告

及信息。例如，用户可以在路线上输入咖啡店、银行、以及邮局感兴趣点。作为响应，系统为

用户返回最佳搜索结果和第一感兴趣点聚类(例如，Starbucks、Bank  of  California、以及

US  Postal  Service)。另外，可以为用户提供任何特殊的在线广告，其可以涉及特定感兴趣

点聚类，或者涉及出现在聚类内的相关实体。因此，作为示例，可以给用户呈现涉及感兴趣

点聚类实体Starbucks的特别促销、打折或优惠券的通知。

[0071] 另外或可选择地，可以呈现关于竞争者(例如，Peet's  Coffee)或相关实体(例如，

Einstein  Bagel)的促销、打折或优惠券，以诱使用户改变初始感兴趣点聚类。促销材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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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算法方式链接至地图绘制或聚类，以允许用户大体实时方式改变感兴趣点地图布置。

例如，一个用户的感兴趣点偏爱可能是Starbucks。然而，通过用改变现有感兴趣点聚类的

选项(例如，“停车至Peet's  Coffee(只有+0.8英里远)，尝试一杯免费的Breakfast  Blend！

点击  <这里>，输入Peet's  Coffee进入你的系统”)向该用户提供促销内容，竞争实体可以

诱使用户。通过做出选择，本导航系统自动用Peet's  Coffee项取代  Starbucks项，并且重

新计算感兴趣点聚类。类似地，相关实体也可以自动添加至现有感兴趣点(例如，“Einstein 

Bagel(距Starbucks-0.3英里)引入其新的早餐面包圈！点击<这里>，添加Einstein  Bagel

至你的系统”)。当然，用户可以在系统中选择，他们是否想要退出具体沟通，或完全排除促

销和/ 或广告内容)。

[0072] 在其它实施例中，本导航系统学习用户行进时的习惯，结果，可以提供进一步的感

兴趣点建议。例如，当在工作日早晨行进超过1个半小时时，驾驶人员会习惯性地停在

Starbucks。通过检测这样的常规行为，本导航系统可以做出前往现有感兴趣点聚类的建议

(例如，“想要额外在Starbucks(+0.9  英里)停车吗？”)。通过做出选择，本导航系统自动重

新计算感兴趣点聚类。

[0073] 在其它实施例中，可能考虑交通事件(例如，事故、拥堵)和其它导航相关事件。例

如，如果用户想要从蒙特里经由旧金山到佩特卢马，本导航系统会建议请求环绕或通过靠

近旧金山周边的感兴趣点聚类，以减少由于交通高峰时塞车所致的行驶时间。交通拥堵和/

或交通事件可以由在线服务提供，因此，是感兴趣点算法中的另一优化参数。

[0074] 在其它实施例中，本导航系统可以由FOB、汽车钥匙、电话、或带有识别无线信号的

任何其它可穿戴装置(例如，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平板、智能腕带等)识别用户。然后，本导

航系统能使用任何个性化设定、或者以在线服务(例如，通信方式联结至网络204的服务器

205或其它服务器)，来提供个性化广告，其可能包括特定用户的最近搜索历史。如果用户正

在因特网上搜索新近的特定CD音乐专辑，在线服务能提供相关的报价(例如，“XY镇里的

Best  Buy出售该CD：“..”，9.9美元一张。想要包括XY里的Best  Buy作为你的感兴趣点之一

吗？(+2.4英里)”)。

[0075] 在以上具体描述中，可以看出，出于使本披露精简的目的，不同特征在单个实施例

中被组合。本披露的该方法并不解释为表述这样一种意图，即所要求保护的实施例要求比

在各项权利要求中清楚表达出的更多特征。而是如所附权利要求表述的，发明主题在于比

单个披露实施例的所有特征更少。因此，将所附权利要求据此并入具体描述，每个权利要求

作为一个独立实施例而各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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