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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路网的ＧＰＳ浮动车覆盖率宏观模型。该模型考虑了预测

计算时间间隔、平均交通流密度、平均旅行速度、浮动车误匹配率等多种因素。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利用该模

型计算出的覆盖率能保证路网中９３．７％的路段能采集到数据，获取的路段平均速度误差在±５．０ｋｍ／ｈ范围

内的占８８％。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模型计算出的覆盖率更贴近实际情况，结果也相对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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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ＧＰＳ浮动车采集实时交通数据，预测交

通状况时，如果浮动车数量太少，则交通信息的精

度不够理想；如果太多，交通信息的精度不会再明

显提高，反而使系统成本增加，运算量增大。对于

浮动车样本数量的问题，各国学者已开展了大量

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１１１］。从总体上来

说，现有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① 从单条路段

交通信息采集角度研究浮动车样本数量问题；

② 从整个道路网交通信息采集角度研究浮动车

样本数量问题［２］。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不难看出，

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路网浮动车覆盖率需求不一

样；预测时间点、预测计算时间间隔、应用目的、预

测精度要求不同，浮动车的覆盖率需求也不一样。

这说明覆盖率问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个复杂

的问题。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

虑了预测计算时间间隔、平均交通流密度、平均旅

行速度、浮动车误匹配率等因素，将路段与路网统

一起来思考，建立了面向路网的ＧＰＳ浮动车覆盖

率宏观模型。

１　犌犘犛浮动车覆盖率数学模型

道路网络中的路段分为不同的级别，本文先

计算路网中每个等级类型的道路覆盖率，然后将

所有道路级别的浮动车覆盖率综合到整个路网。

鉴于此，本文建立的面向路网的ＧＰＳ浮动车覆盖

率宏观模型的思路为：① 利用数理统计中正态分

布的抽样定理设计取样，根据中心极限定理推导

路网单条路段上浮动车样本数量的需求；② 考虑

浮动车地图匹配过程中的误匹配或者其他偶然因

素导致定位无效的情况，修正单条路段上浮动车

样本数量的需求；③ 根据路网各个级别类型的道

路平均交通流密度和平均速度，计算各级别类型

道路的覆盖率；④ 根据不同级别类型的道路在路

网中的比重，用加权平均的原则将各级别类型道

路的覆盖率整合，推广到整个路网。

１．１　单条路段的浮动车最小样本量需求

本文引用文献［３］的成果，从满足平均速度预

测精度的角度出发，给出推导过程。

对于给定的路段犓，在预测时间间隔Δ狋内，

在该路段上的车辆速度是随机的，设车辆速度为

随机变量犝，由概率论可知，犝 服从正态分布。令

犈（犝）＝μ，ｖａｒ（犝）＝σ
２，即犝～犖（μ，σ

２）。假设该

路段上有狀辆浮动车，其速度分别为狏１、狏２、…、

狏狀，则浮动车区间速度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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珔狏＝
１

狀∑
狀

犻＝１

珔狏犻 （１）

其中，珔狏犻 是浮动车犻的区间平均速度；狀是Δ狋内

选定路段上有采样数据的浮动车数量。

由正态分布的性质可得珚犞～犖（μ，σ
２／狀），将

其标准化后得珔狏－μ

σ／槡狀
～犖（０，１）。运用区间估计理

论［１２］，对于给定的置信水平１－α，有：

犘
珔狏－μ

σ／槡狀
≤狕α／（ ）２ ＝１－α （２）

即

犘（珔狏－狕α／２σ／槡狀≤μ≤珔狏＋狕α／２σ／槡狀）＝１－α

（３）

　　若给定速度允许的预测绝对误差值为±犱

ｋｍ／ｈ，有：

珔狏＋狕α／２σ／槡狀－（珔狏－狕α／２σ／槡狀）＝２犱 （４）

从而有：

狀＝ （狕α／２σ／犱）
２ （５）

其中，狕是在１－α的置信水平、狀－１自由度下正

态分布的分位数。

本文的ＧＰＳ浮动车数据采取地图匹配技术，

将浮动车的点位置信息匹配到ＧＩＳ系统支持的

道路电子地图上的线性目标上，这个过程由于误

匹配或其他偶然因素会导致ＧＰＳ数据无效。因

此，考虑这种无效数据存在的概率为狆，则式（５）

校正后得：

狀≥ （狕α／２σ／犱）
２／（１－狆） （６）

１．２　单条路段的浮动车覆盖率数学模型

根据浮动车覆盖率的定义，单条路段的浮动

车覆盖率为：

α＝狀／犙 （７）

其中，犙为Δ狋内路段上经过的浮动车总数。

根据流量、速度、交通流密度三者的经典模

型，有：

犙＝ρ狏Δ狋 （８）

其中，ρ和狏分别为Δ狋内路段的交通流平均密度

和平均速度。则路段覆盖率可变为：

α≥ （狕α／２σ／犱）
２／（１－狆）ρ狏Δ狋 （９）

１．３　路网浮动车覆盖率数学模型

文献研究得出，等级越高的城市道路或公路

的路段，其交通流密度和平均速度就越高，因而需

要浮动车的覆盖率就越小。因此，对整个路网，只

需要确保最低等级的道路类型的信息采集精度，

然后计算出该等级道路对应的浮动车覆盖率，就

可以满足等级高于该类型道路的所有道路的信息

采集要求［２］。不难理解，这样以最低等级道路的

浮动车覆盖率来代表整个路网，虽然可以满足路

网的信息采集要求，但是浮动车的投入量会明显

增大，成本和计算量也会增加。因此，本文把路网

中所有级别的道路类型的覆盖率综合到整个路

网。

假设路网中的道路级别类型有犿 种，ρ犼、狏犼

和σ犼（犼＝１，２，…，犿）分别为路网中第犼种级别类

型道路的所有路段的平均交通流密度、平均速度

和平均速度标准差，则有：

α犼≥ （狕α／２σ犼／犱）
２／（１－狆）ρ犼狏犼Δ狋 （１０）

其中，α犼为路网中第犼种级别类型道路的浮动车

覆盖率。

根据本文的模型设计原则，路网的浮动车覆

盖率为：

α犮 ＝∑
犿

犼＝１

狑犼α犼，狑犼 ＝犖犼／犖犮 （１１）

其中，狑犼、犖犼 分别为路网中第犼种级别类型道路

的覆盖率权重和所有路段的总数；犖犮为路网中所

有级别类型道路的所有路段的总数。

２　实验分析

２．１　实验１

该实验平台是 ＶＩＳＳＩＭ４．２０。实验思路如

下：① 在ＶＩＳＳＩＭ 中建立仿真路网，设置路网中

路段的交通规则和流量等仿真参数；② 在 ＶＩＳ

ＳＩＭ中仿真运行路网上的交通流，将路网中每个

路段上经过的每个车辆的速度等相关信息写到文

件；③ 利用本文的浮动车覆盖率计算模型计算仿

真路网的覆盖率α；④ 根据计算出的覆盖率，从进

入仿真实验路网中的所有车辆中随机选取需要的

车辆数作为浮动车，用这些浮动车的数据计算仿

真路网内的路段平均速度；⑤ 比较根据浮动车计

算出的路段平均速度与ＶＩＳＳＩＭ仿真软件得出的

路段平均速度。仿真环境及仿真过程中采集的数

据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仿真实验中的路网道路类型有两种，即快速

图１　ＶＩＳＳＩＭ中的仿真路网及仿真场景

Ｆｉｇ．１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ｄＳｃｅｎ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ＳＳＩＭ

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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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仿真实验过程中采集的车辆信息数据文件

Ｆｉｇ．２　ＤａｔａＦｉｌｅｏｆＶｅｈｉｃｌ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ｉｎ

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路和主干道。在 ＶＩＳＳＩＭ４．２０中仿真模拟得到

每个路段上车辆的行驶数据，然后计算出仿真时

间段内两种道路类型的平均交通流密度和平均速

度，结果见表１。

表１　仿真实验中不同道路级别的参数

及交通流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ｏａｄ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ｌｏｗｉ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道路等级 路段数量
路段平均

长度／ｋｍ

平均交通流密

度／ｖｅｈ·ｋｍ－１
平均速度

／ｋｍ·ｈ－１

快速路 １５ ０．６ ５０ ５０．４９

主干道 ６４ ０．３ ２０ ４０．７１

　　快速路、主干道车辆的平均速度标准差分别

为３．４ｋｍ／ｈ和８．６ｋｍ／ｈ，仿真时间间隔Δ狋＝５

ｍｉｎ，假设在实际情况中因各种随机因素或误匹

配导致采样数据无效的概率为狆＝５％。数据采

集要求在８５％的置信度水平下，平均速度预测误

差不超过±５．０ｋｍ／ｈ。

首先计算仿真路网中各个级别道路类型的最

小覆盖率需求，快速路α１＝０．４７９８％，主干道α２

＝９．５１７２％；其次，根据本文设计的路网覆盖率

计算模型计算仿真实验中道路网需要的浮动车最

小覆盖率α＝７．８％。

在５ｍｉｎ的仿真实验中，仿真路网上行驶的

车辆有２２９８辆，如果要采集数据进行交通预测，

根据上面算出的浮动车最小覆盖率７．８％，则这

些车辆中至少需要有１７９辆作为浮动车进行数据

采集。因此，从２２９８辆车中随机抽取１７９辆车

的仿真数据来计算路网上每个路段在５ｍｉｎ内的

平均速度，与仿真实验中用所有车辆的仿真数计

算出的路网上每个路段在５ｍｉｎ内的平均速度进

行对比，其结果如图３所示。

从图３可知，用随机抽取的１７９辆仿真车辆

图３　路段平均速度误差和误差分布图

Ｆｉｇ．４　ＥｒｒｏｒｓａｎｄＥｒｒ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ｏｒＬｉｎｋｓ

作为浮动车计算仿真路网上所有路段的平均速度

时，有９３．７％的路段能采集到数据，能采集到数

据的路段的平均速度误差在±５．０ｋｍ／ｈ范围内

的占８８％，很好地验证了模型设计的要求。

２．２　实验２

引用文献［２］中的数据，对快速路、主干道、次

干道和支路（其路段数量分别为５０、１２０、４００

和１０００），利用本文提出的路网覆盖率宏观模型

进行计算，将计算结果与文献研究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Δ狋、狆及数据采集要求同实验１。利用本

文设计的路网浮动车覆盖率计算模型，计算出该

城市道路网的浮动车覆盖率需求为５．８％。文献

［２］分路网交通流密度均匀分布和非均匀分布两

种情况讨论了该路网的浮动车覆盖率，文献中的

理论模型设计把道路级别最低的浮动车覆盖率推

广到整个路网。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没有用支路

的浮动车覆盖率代表路网的浮动车覆盖率，而是

用次干道的浮动车覆盖率代表整个路网的浮动车

覆盖率，其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用一种道路类型

的浮动车覆盖率代表整个路网的覆盖率不稳定，

有一定的偶然性。文献中的计算结果在交通流密

度均匀分布和非均匀分布情况下，路网浮动车的

覆盖率分别为５．０％、７．０％。相比之下，本文用

各个级别类型的道路覆盖率加权平均代表整个路

网的覆盖率相对更合理。

３　结　语

　　利用本文提出的面向路网的ＧＰＳ浮动车覆

盖率模型计算的覆盖率去采集交通数据，能很好

地满足交通信息预测的精度，而且也相对合理。

与前人的路网覆盖率研究相比，本文的模型是面

向路网的，它综合考虑了每种道路级别对路网覆

盖率的影响。但是该模型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

方，如影响覆盖率的因素等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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