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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流动车数据的概念，给出了处理流动车数据基本流程。给出了顾及历史定位数据的流动车数

据地图匹配算法，提出了在一定准则下的路段速度匹配的方法，并根据现场检验结果分析了方法的有效性。

随后给出了基于网络地理信息系统构建道路拥挤状况实时发布系统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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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率的交通控制和可靠的交通信息服务需

要获得整个路网可靠实时的状态信息。一般情况

下，交通状态可通过定点的监测设备获得，比如线

圈或视频系统，然而仅通过这些监测设备很难准

确地得到道路上车辆通行速度和流量数据［１］。事

实上，对交通流在空间和时间进行的传统的观测

已经很难完整地反映交通本身在微观和宏观上的

复杂性［２］。

近年来，动态传感器技术广泛地应用于许多

交通状态的识别中。流动车数据（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ａｒｄａ

ｔａ，ＦＣＤ）技术就是一种用于确定道路网中路段

速度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通过采集大量分布的

移动车辆的位置、速度和方向等信息，来确定路网

中实时通行速度。最早成功采用ＦＣＤ向车辆驾

驶员发布实时道路状态的是在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

初之间［３］，随后基于ＦＣＤ的应用迅速向全球推

广。德国宇航中心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利用出租车

ＦＣＤ数据来获取交通信息，并向用户发布
［４］，这

是第一个通过类似出租车等商业车辆获取ＦＣＤ

数据并进行应用的项目。随后，美国Ｆｌｏｒｉｄａ的

ＩＦｌｏｒｉｄａ项目也把 ＦＣＤ 集成到交通管理系统

中［５］。此外，日本本田公司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ｖｉＰｒｅｍｉｕｍ

Ｃｌｕｂ也采用ＦＣＤ通过ＧｏｏｇｌｅＥａｒｔｈ来发布车流

状态数据，以此提供给用户更直接和更自由的交

通信息服务［６］。

１　流动车数据方法

目前有两种ＦＣＤ采集方法，分别是被动和主

动方法［４］。ＦＣＤ 是建立交通信息系统的重要数

据来源，最原始的数据是车速。在Ｇｓｓｅｌ等
［７］的

工作中，只能通过一些有限的数据源（车辆）获取

和处理ＦＣＤ数据，然后用于分析车速。Ｂｒａｋａｔ

ｓｏｕｌａｓ等
［８］则进一步通过数据预处理、数据建模

和索引来对车辆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同时，一

些不仅考虑简单位置还考虑车辆移动路径的算法

也被提出应用于车辆与路段速度的匹配［９］。

Ｆｏｕｌａｄｖａｎｄ等
［１０］又给出了流动车数据的统计分

析结果，他们的调查主要根据３个参数的时间序

列进行分析，这４个参数分别是速度、速度差异、

空间裂缝和相对加速度，相关的统计特征量则是

这些时间序列的均值、方差和相对方差。

为了使得管理上的方便，采用装有ＧＰＳ和无

线通信单元的出租车作为采集平台。这些车辆定

期地发送它们的位置到数据控制中心，发送频率

取决于车辆目前的状态（重车、空车、等待），其平

均间隔为１ｍｉｎ。每一个数据记录包含了出租车

的车辆识别代码、当前时间、ＧＰＳ位置和出租车

状态。如果采用出租车作为流动车数据采样源，

中等以上城市流动车数量一般大于３０００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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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租车运营的特点，其分布是随机的，在实际应

用中，只考虑载客状体的数据为有效数据，空车数

据一般予以剔除。当路网实时通行速度被计算出

来以后，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采用 ＷｅｂＧＩＳ向用户发送

实时交通拥挤地图。考虑并发访问用户数量，对

地图服务进行了优化以减少带宽带来的影响。根

据ＧＰＳ数据，出租车的车辆速度与道路路段进行

匹配来估计路段通行速度，并同时进行交通监测

和预报。交通拥挤信息向处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连接的终

端用户实时发布，这些信息反映在数字路网图上，

不同路段速度采用不同的颜色来绘制，称之为道

路拥挤专题图［１１］。

２　顾及历史位置的地图匹配

根据ＦＣＤ获得的采样数据，这里给出一种顾

及历史流动车位置的地图匹配方法。因为ＦＣＤ

获得的定位数据是连续的，所以不仅采用概率算

法，同时也要考虑历史位置。这里假设移动车辆

的位置变化也是连续的，这样地图匹配可以得到

比较高的精度。

为保证地图匹配的效率，这里定义两个匹配

原则：① 所选择的匹配路段是有历史ＦＣＤ位置

数据的；② 车辆最新的速度等于其历史平均速

度。

图１　基于ＦＣＤ历史位置的路段匹配选择

Ｆｉｇ．１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Ｃ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在第一个原则下，假定路段是连续的，车辆在

其上行驶。如图２所示，车辆行驶在路段犽上，其

历史位置记录为：位置１，位置２或位置３等。

从图１中可以发现，这个车辆下一个可能到

的路段有一个公共节点犗，因此如果ＦＣＤ发送到

数据中心用时很短，而且车辆正常行驶，则所选择

的匹配路段被限制于路段犪、犫和犮。事实上，这

种情况一般都是成立的。

根据原则（１），一个ＦＣＤ犜 被匹配到路段犪

和路段犮。匹配点分别表示为如图２中的犜１和

犜２。这时犜１ 和犜２ 都是正确的匹配点。为了验

证哪个位置是真正车辆行驶到的位置，则根据原

图２　采用ＦＣＤ历史速度进行位置匹配的有效性

Ｆｉｇ．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ＦＣ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则（２），计算沿路段从位置３到犜１ 的距离，表示

为狊１，沿路段从位置３到犜２ 的距离表示为狊２，因

此速度狏１ 和狏２ 可以计算为：

狏犻＝
狊犻

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犻
（１）

　　需要建立一个准则来确定匹配点，匹配点速

度狏犻与平均速度狏ａｖｅｒａｇｅ的差异表示为：

Δ狏犻＝狘狏犻－狏ａｖｅｒａｇｅ狘 （２）

　　这里狏ａｖｅｒａｇｅ是沿着路段的平均速度，因此通

过选择最小的Δ狏犻 来确定匹配点，也就是这个点

是最接近平均车速的点。

３　路段速度匹配

３．１　犕犲狋狉狅狆狅犾犻狊准则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算法是最初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提出的采

用 ＭｏｎｔｅＣａｒｌｏ算法来模拟固体在一个特定温度

下热量平衡过程的方法［１２］。算法主要包括：

１）粒子初始状态为犻，对应的能量为犈犻；

２）状态犻被打乱得到一个新的状态犼，对应

的能量为犈犼。

３）当到达一个最近状态时，如果犈犼＜犈犻，新

的状态被认为是“重要状态”，如果犈犼＞犈犻，是否接

受这个状态为“重要状态”取决粒子状态的概率。

因此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准则为：

狉＝ｅｘｐ（
犈犻－犈犼
犽犜

） （３）

式中，狉在０和１之间，犽和犜 是用户定义的两个

常量；ξ是一个［０，１］之间的随机数，所以判断依

据如下：

（ａ）如果狉＞ξ，状态犼被接受为“重要状态”；

（ｂ）如果狉＜ξ，状态犼不被接受为“重要状

态”。

经过粒子状态激烈的改变，则系统相对于能

量趋向平衡。

３．２　考虑 犕犲狋狉狅狆狅犾犻狊准则的路段速度匹配

由于一天的交通流在不同时间段内变化很

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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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一天被划分为２４个时段，每个时段为犻

（犻＝１，２，…，２４）。一个标准路段速度犞０犻犽被分配于每

个路段犽，在实际应用中犞０犻 可表示为这个路段在

犻时段历史平均速度。根据ＦＣＤ，短时路段速度可

以很容易获得，然而在一小时时间间隔内，一个路

段有很多个路段速度。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根据路

段的多个短时速度计算平均速度，但由于特殊的情

况如交通灯引起的停车或司机个人原因等，这样平

均速度不能反映路段的实际速度。所以提出基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准则的路段速度的匹配算法。

对于一个路段犽在时段犻，阈值犜犽犻 用以表示

速度的变化的限值，定义为：

犘犿犻犽 ＝

０，犞犿
犻犽－犞

０
犻犽 ＞犜

犽
犻

１－
犜犽犻

犞犿
犻犽－犞

０
犻犽 －犜

犽
犻

，犞犿
犻犽－犞

０
犻犽 ≤犜

犽烅

烄

烆
犻

（４）

式中，犞犿
犻犽是从ＦＣＤ采样计算路段犽在时段犻的速

度，犘犿犻犽是其对应的权重。

对任意路段犽在时段犻，可以得到车辆速度采

样的序列数据，则路段犽在时段犻的当前速度计

算为：

犞ａｖｅｒａｇｅ犻犽 ＝
∑
犿

犘犿
犻犽×犞

犿
犻犽

∑
犿

犘犿
犻犽

（５）

式中，犞ａｖｅｒａｇｅ犻犽 表示任意路段犽 在时段犻的平均速

度。

３．３　路段速度匹配的检验

为了检验路段匹配速度的有效性，现场实际

测量路段速度并与计算结果进行比较。比较结果

用于检验ＦＣＤ数据的精度以及计算模型的可靠

性。

在现场检验中，用秒表记录了车辆在路段行

驶过程中起点到终点的时间，这样可以得到路段

实际的通行速度：

犞狀 ＝犔狀／（犜狀＋１－犜狀） （６）

式中，犞狀 是车辆在一路段的通行速度；犜狀 和犜狀＋１

是路段两个节点处的时间；犔狀 是路段的长度。

路段速度的现场检验从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９日到

１５日共５个正常工作日，总检验路段距离为２５４

ｋｍ，其中１１６ｋｍ为城市快速路，１３８ｋｍ为城市

主干道。检验道路的覆盖和划分如图３所示，相

关的统计数据见表１。

通过实际速度与计算速度的比较，速度的误

差分布如表２所示。

事实上，城市快速路的比较结果与城市主干

道的比较结果略有不同，城市快速路的路段匹配

图３　路段速度现场检验的道路覆盖

Ｆｉｇ．３　Ｒｏａｄ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

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表１　现场调查的路段速度

Ｔａｂ．１　Ｆｉｅｌ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ａｄＳｅｇｍｅｎ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道路类型 道路长度／ｍ 比例／％

快速路 １１６００９ ４５．７

主干道 １３７９０７ ５４．３

总计 ２５３９１６ １００

表２　测试路段速度匹配误差分布

Ｔａｂ．２　Ｅｒｒ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ａ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ｏａｄｓ

路段速度匹配的

误差分布
路段采样数 比例／％ 累积比例／％

小于１０％ ４５ ３６．６ ３６．６

１０％～２０％ ２９ ２３．６ ６０．２

２０％～３０％ ２５ ２０．３ ８０．５

３０％～４０％ １０ ８．１ ８８．６

４０％～５０％ ４ ３．３ ９１．９

大于５０％ １０ ８．１ １００．０

总计 １２３ １００ １００

结果要优于城市主干道的路段匹配结果。针对道

路匹配速度的误差分布，比较结果被划分为快速路

和主干路，其结果如表３所示。可见，对于快速路，

路段速度匹配误差低于３０％的达到７９．６％，路

表３　不同类型路段速度匹配误差分布

Ｔａｂ．３　Ｅｒｒ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ａ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Ｒｏａｄｓ

路段速度误差分布 采样数 比例／％ 累积比例／％

快

速

路

小于１０ ２２ ４４．９ ４４．９

１０％～２０％ １０ ２０．４ ６５．３

２０％～３０％ ７ １４．３ ７９．６

３０％～４０％ ５ １０．２ ８９．８

４０％～５０％ ０ ０．０ ８９．８

大于５０％ ５ １０．２ １００．０

总计 ４９ １００ １００

主

干

路

小于１０％ ２３ ３１．１ ３１．１

１０％～２０％ １９ ２５．７ ５６．８

２０％～３０％ １８ ２４．３ ８１．１

３０％～４０％ ５ ６．８ ８７．８

４０％～５０％ ４ ５．４ ９３．２

大于５０％ ５ ６．８ １００．０

总计 ７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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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匹配速度误差低于４０％的达到８９．８％；而对于

主干路，路段速度匹配误差低于３０％的达到

８１．１％，路段匹配速度误差低于４０％的达到

８７．８％。

４　基于 犠犲犫犌犐犛的交通信息服务

交通实时信息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向终端用户进行

发布。整个网络服务采用Ｊ２ＥＥ架构，地图的发

布则 采 用 ＡｒｃＩＭＳ 的 应 用 服 务。Ａｐａｃｈｅ 和

Ｔｏｍｃａｔ分别作为 Ｗｅｂ服务和Ｓｅｒｖｌｅｔ引擎。此

外，在 ＷｅｂＧＩＳ系统中，Ｏｒａｃｌｅ１０ｇ集成了所用到

的空间与属性数据。

为了提高和确保Ｏｒａｃｌ操作的可靠性，ＡｒｃＳ

ＤＥ被作为中间件。ＡｒｃＳＤＥ是ＥＳＲＩ的产品，可

以提供一系列的服务来加强数据的操作，并可拓

展存储数据库系统中的数据类型，同时也便于数

据库系统的操作。这里路网数据采用ｓｈａｐｅ文件

格式，通过 ＡｒｃＳＤＥ，ｓｈａｐｅ文件被导入到 Ｏｒａｃｌｅ

中，所有针对ｓｈａｐｅ文件的操作也通过 ＡｒｃＳＤＥ

传递。

实时交通信息通过不同模式向用户进行可视

化表达。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发布交通拥挤地图，进入

网站的地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ｕｔｐｃ．ｃｏｍ。作为

ＥＳＲＩ产品的ＡｒｃＩＭＳ，是采用ＧＩＳ传递动态地图

并提供 Ｗｅｂ服务的解决方案。通过ＡｒｃＩＭＳ，实

时交通拥挤地图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发布，此外，它的ｊａｖａ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支持对它的开发。图４显示的是拥

挤地图的主要界面。

图４　深圳交通拥挤地图

Ｆｉｇ．４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ＦｌｏｗＭａｐ

系统是基于ＦＣＤ数据的，随着ＦＣＤ的获取，

它是一个动态更新的系统，因此每隔５ｍｉｎ，路段

速度在Ｏｒａｃｌｅ数据库中被更新，随后拥挤地图也

相应地更新。这对于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合理的交

通规划和交通疏导非常有用，终端用户也可以根

据上述信息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

ＷｅｂＧＩＳ交通信息发布系统通过放大缩小，

灵活地表达不同细节程度的路段速度。每个路段

当前速度和历史速度也可以进行查询显示，这样

用户可以决定出行的路径，绕开相对拥挤的路段，

其结果如图５所示。

图５　基于网路服务的出行动态路径引导图

Ｆｉｇ．５　Ａ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ｐ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目前，本文提出的这些方法成功地应用于深

圳城市交通仿真系统中，并被验证是可靠的。事

实上，作为ＩＴＳ的一个部分，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实

时交通信息发布不仅满足交通规划，也满足了公

众用户出行的需要。然而，时间和距离最优下的

路径优化仍是系统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此外

也需要考虑多传感器数据的融合以提高交通信息

描述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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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ｏｆ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Ｃｉｔｙ．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ｃａｒｄａｔａ（ＦＣＤ）；ｍａｐ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ＷｅｂＧＩ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ＵＣｈｕｎ，Ｐｈ．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ｉｎＧＩＳ，ｄａｔａｈａｎ

ｄｉｎｇｏｆＬＩＤＡＲ．Ｈｅｈａｓｎｏｗｈａｖｅ８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ｃｈｕｎ＠ｍａｉｌ．ｔｏｎｇｊｉ．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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