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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三步策略的方法来提取交通流模式并对其时变特征进行分析。首先，根据交通流量

内部变化将其分割成非等长的一系列具有明显物理意义的子序列；然后，利用定量递归分析（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ｑｕａｎ

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ＱＡ）提取各子序列的统计参数；最后，通过聚类获得交通流典型模式。实验结果表明，此

方法能有效提取交通流中隐含的４种模式及它们在全天中的时间分布和时变特征，以及它们在工作日和非工

作日时态分布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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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进行交通流的多模态及模态时变分析，

首先应该根据交通流的内部变化特征寻找特征突

变的“拐点”，进而将交通流时序分割成一系列子

序列。时间序列拐点探测的算法非常多［１］，这些

算法各有优劣，具体应用视需求而定。基于累积

和（ＣＵＳＵＭ）的方法仅需进行简单的加减运算即

可完成，简单高效［１，２］，比较适合海量交通流数据

的处理。另外，近年来ＲＱＡ被广泛应用到医学、

经济学以及地球科学等学科涉及的时间序列问题

的研究中［３６］。在交通数据挖掘领域，文献［７］利

用ＲＱＡ对交通流的时变统计特征进行分析，利

用聚类算法得到流量和占有率变化关系之间的状

态。对于时间序列的聚类分析，犓ｍｅａｎｓ聚类是

一种典型的基于分割的聚类算法，简单且应用

广泛。

本文提出了一种三步策略来提取交通流模式，

并分析这些模式在一周内不同工作日以及非工作

日的时变特征。首先，根据ＣＵＳＵＭ方法得到的拐

点将交通流量序列分割成一系列非等长子序列；利

ＲＱＡ提取各个子序列的统计参数，并和交通流量

子序列的描述统计参数一起作为子序列的特征空

间；利用犓ｍｅａｎｓ聚类获得交通流模式。

１　交通流模式提取模型

１．１　基于犆犝犛犝犕的流量序列分割算法

对于交通流量序列来说，人为等时段分割序

列会造成交通流量内在的统计特征以及波动过程

的破坏。因此，需采用一种可以根据流量序列内

部变化特征对时间序列进行自然划分的策略。

ＣＵＳＵＭ通过对序列中诸如均值或者方差等数据

信息的积累，将过程中小的偏移加以放大，从而提

高检测小偏移的灵敏度，达到探测序列发生改变

的拐点的目的。

基于ＣＵＳＵＭ 的拐点探测算法的基本思想

为：首先，求出序列均值，即珔狏＝（狏１＋狏２＋…＋

狏狀）／狀，再计算该序列内各点的累积和，犛犻＝犛犻－１

＋（狏犻－珔狏），犻＝１，２，…，狀（其中，累积和的初值为

０），当｜犛狆｜＝ｍａｘ｛｜犛犻｜，犻＝１，２，…，狀｝时，狏狆即为

拐点。

拐点可以将原始流量序列分割成具有明显物

理意义的两个子序列，即后一部分流量和前一部

分相比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利用递归与分治的

策略，对分割后的每一个子序列基于拐点进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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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直到最后分割的子序列的长度小于最小分割

长度阈值即可终止迭代，从而得到一系列非等分

的流量子序列。

１．２　子序列犚犙犃

获取子序列之后，采用ＲＱＡ对各个子序列

的系统动态进行定量统计描述，以ＲＱＡ的５个

常用指数———递归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ＥＣ）、确 定 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

％ＤＥＴ）、仙农熵（ｅｎｔｒｏｐｙ）、最长对角线因子（ｒｅ

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ｓｔｄｉａｇｏｎａｌｌｉｎｅｓｅｇｍｅｎｔ，

犔ｍａｘ）以及趋势（ｔｒｅｎｄ）作为每个子序列的统计属

性参数。％ＲＥＣ是表达数据中内在关联的一个指

标，即当前状态递归和复显的可能性；％ＤＥＴ和

ｅｎｔｒｏｐｙ是表示数据中结构以及结构复杂程度的

指标，前者的值越大说明数据集越具有确定的结

构，这种确定的结构可能是复杂的也可能是简单

的，复杂程度越高则熵越大；犔ｍａｘ值越小则序列具

有越强的非线性特征，序列不平稳混沌性更强；

ｔｒｅｎｄ是量化系统平稳性的指标，该值越大系统越

不稳定，异质性越强，值越小越接近于０，则系统

稳定性越好，同质性越强［８］。这些参数的计算公

式参见文献［７］。

１．３　基于犓犿犲犪狀狊聚类的模式提取

考虑到不同时段交通流量的大小以及子序列

偏离均值的水平，将子序列的描述统计参数均值

和标准差考虑进来，和ＲＱＡ参数一同组成该序

列统计特征属性，作为聚类的输入矢量。

聚类分析中最优聚类数的选择和聚类结果的

评价问题称为聚类有效性问题，不同的聚类算法

有不同的有效性评价方法［９］。本文采用的ＤＢ指

数、Ｈａｒｔｉｇａｎ指数、Ｃｉｎｄｅｘ指数以及加权ｉｎｔｅｒ／

ｉｎｔｒａ指数是评价基于分割的聚类算法有效性的

典型指标。这几个指标依据不同的测度，如相似

度、离差、间距等，通过最大化类间差异、最小化类

内差异来确定最佳聚类数并进行有效性判断。

２　实例及时变分析

２．１　数据准备

为了得到不同工作日以及非工作日交通流量

变化特征的差异，实验选取美国明尼苏达州市内

３５Ｅ快速路上编号为８９１的电感线圈在２００９０５

２５～２００９０５３１，２００９０６０１～２００９０６０７以及

２００９０６１５～２００９０６２１三个典型周内采集的流

量数据作为３组对比数据。这３周的数据完整记

录了从周一到周日该观测点流量的变化情况。线

圈每３０ｓ记录一次，则每天的数据就构成长度为

２８８０的时间序列。

２．２　流量序列模式提取

在ＶＢ６．０平台上实现了ＣＵＳＵＭ算法对实

验中每一天的流量序列的拐点提取和子序列分

割。最小分割长度阈值为１８０，也即分割后子序

列的长度最长不超过１．５ｈ。最小分割长度阈值

不能太大，否则会使交通流变化的细部被过分平

滑掉。从理论上说，较小的分割长度阈值得到的

子序列数目较多、较短，经过聚类之后能更好地发

现模式变化的细节。但是，如果分割出的子序列

太短，后续的递归矩阵的有效性无法保证。本文

实验所采用的阈值是在实验数据采样频率基础上

通过经验判断得出的。３周２１ｄ共得到５１５条子

序列，对这些子序列分别进行ＲＱＡ，进而得到各

个子序列的５个定量递归参数。

交通流模式提取最终为交通预测以及交通状

态估计提供先验知识，因此，聚类的个数不宜太

多，否则造成预测难度的增加，太少则会掩藏某些

重要模式。实验中取２～１０区间内不同聚类数的

ＤＢ指数、Ｈａｒｔｉｇａｎ指数、Ｃｉｎｄｅｘ指数以及加权

ｉｎｔｅｒ／ｉｎｔｒａ指数得到的最佳聚类数分别为４、４、５、

３（图１小方框对应的数字为每个指标得到的最佳

聚类数）。进一步观察发现，后两种指数在聚类数

从３变化到１０时的曲线比较平滑，变化不大，所

得到的最佳聚类数的指导性不强。因此，综合考

虑，本实验的最佳模式个数确定为４。

图１　聚类有效性指数

Ｆｉｇ．１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

表１为交通流量４个聚类中心的参数值以及

各模式在流量水平、复显性、数据结构以及统计过

程等方面的特征表现。图２为参数归一化之后的

４个聚类中心。通过类中心参数值归一化后的水

３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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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以及各个属性值所代表的统计特性，可以明确 知道该模式下交通流的统计特征。

表１　交通流量４种典型模式参数以及统计特征

Ｔａｂ．１　ＦｏｕｒＶｏｌｕｍ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模式
参数（聚类中心值） 统计特征

均值 标准差 ％ＲＥＣ ％ＤＥＴ ｅｎｔｒｏｐｙ 犔ｍａｘ ｔｒｅｎｄ 流量水平 复显性 结构 统计过程

１ １０．３８０６ ２．９３２８ ９．６７８１ １８．０２８４ ０．４９０４ ３．４６５８ ２３．２６３３
流量较高

波动较大
低

不具有确

定结构

非平稳性

非线性

２ １．４７３８ １．１４２０ ２６．８９０７ ４５．７６６８ １．１３３０ ６．４８５７ ４９．８８１７
流量最低

波动最小
最高

复杂的确

定结构

非平稳性

周期性

３ ４．７３００ ２．０９９６ １３．８８１７ ２５．１５９０ ０．６４５６ ４．１４１２ ２９．１６４３
流量较低

波动较小
较高

结构不

确定

非平稳性

周期性

４ １４．８７２１ ３．１５４９ ８．９３３８ １６．９７５１ ０．４３６４ ３．１８９９ ３２．９９３１
流量最高

波动较大
低

不具有确

定结构

非平稳性

非线性

图２　３组数据聚类后４个类中心归一化参数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Ｆｏｕｒ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ＷｅｅｋｌｙＤａｔａ

　　模式２的流量最小，组成该模式的子序列的

波动也最小（标准差最小），因此，该模式对应了流

量的自由流状态，其定量递归参数中递归率、确定

率、信息熵、最长对角线因子以及趋势量都是４模

式中最大的，其统计特征表现为非平稳过程，具有

较复杂的确定结构，复显性明显，具有一定周期

性。通过后面的时变分析也可以明确看出模式２

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都会出现。模式３中流量以及

序列波动稍有增加，但是５个定量递归参数较之

模式２都有所减小，因此，统计特征上表现为复显

性变小，结构的确定性和复杂性降低，序列仍具有

非平稳性和一定的周期行为，这种模式对应了稳

定流状态。模式１和模式４在参数表现上具有相

似性，都表现为较高流量和较大的序列波动性，都

是非平稳、非线性序列，复显性低，即当前状态在

后续中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这两种模式为白天流

量在拥挤流状态下的表现，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

流量以及序列波动大小，模式４流量和波动性最

大，为交通流拥堵或接近拥堵时的表现。

总之，交通流越拥挤，定量递归参数的值越

小；交通流量越小，定量递归参数的值越大。

２．３　流量模式时变分析

图３是根据本文方法分别对３组实验数据提

取的交通流模式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的时间分布

情况。通过３周数据的对比可以得到交通流模式

时变的共同特征。

工作日凌晨０点到４点半左右的这段时间都

为模式２状态。结合表１中模式２的统计特征可

以确定工作日凌晨０点到４点半的交通流变化具

有较强的复显性、非平稳性以及确定的结构。这

就为预测提供了很好的先验知识，例如，可以用工

作日某一天该时段的数据代替或者通过简单的算

法估计其他工作日缺失的数据。

模式３在工作日全天的时间分布上包含两部

分：“早间段”和“晚间段”。工作日早间段在早晨

５点左右到６点半之间，即分布于早高峰之前。

晚间段分布于晚上２２点到２４点，每天出现的具

体时间有所差异。从表１可知，模式３的结构确

定性、复显性、周期性等特征与模式２相比程度有

所下降，要对该时间段的流量进行预测时应该考

虑加入非线性约束。

模式１和模式４在模式３的“早间段”和“晚

间段”之间交替出现，工作日大概在６点半左右开

始，周末拥挤现象出现的时间比较晚。模式１和

模式４的交替现象说明白天交通流处于拥挤到拥

堵再到拥堵减轻继而拥挤的交替变化过程中。这

种现象直到模式３的晚间段出现，即进入稳定流

后结束。因此，对该时段内的流量进行预测时应

４９３１



　第３６卷第１２期 李清泉等：短时交通流量模式提取及时变特征分析

图３　交通流４种模式在２００９年３周各天的时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ｕｒＶｏｌｕｍ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ｙ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ＳｔｕｄｙＷｅｅｋｓ

考虑流量模式的交替以及非线性等特征而采用特

殊的预测方法，例如分段非线性预测模型等。

工作日和非工作日交通流模式的时间分布具

有明显的差异。最大的不同在于非工作日代表交

通拥挤的模式１和模式４出现的时间明显比工作

日晚，因为周末的早高峰通常比工作日晚１～２个

小时，一般在早上９点左右才会出现明显的拥挤

现象。另外，周六和周日的模式时变特征也有差

异，例如，星期天早上自由流持续的时间比周六

长，夜间稳定流开始的时间比周六要早。这通常

与人的出行行为有较大关系。

获得交通流模式及其在工作日全天的时间分

布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可以了解一天中不同时段交

通流量的统计变化特征，从而为交通预测以及交

通状态判估提供有效的先验知识，例如交通预测

时模型的选择，不同的时变过程需要用不同的预

测方法，而不是仅用单一某种方法。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三步策略提取出交通流量主要存在

４种典型模式，分别对应着交通流量的自由流、稳

定流、拥挤流和拥堵流状态。其中，自由流和稳定

流在全天的时间分布比较固定，自由流出现在凌

晨，随后逐步变为稳定流，稳定流分布于凌晨自由

流之后和早高峰之前的早间段和晚高峰之后流量

趋于缓和的夜间段两部分。拥挤流和拥堵流在白

天会有交替的现象，这符合交通流在一天中波动

变化的规律。另外，在工作日和非工作日，流量模

式在全天中的时间分布会有较大差异，这与该区

域人们上下班等出行行为密切相关。

交通流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路网中不同

位置的流量变化都会有差异。本文结论与数据采

集点相关区域人们的交通出行行为及其所产生的

交通流量密切相关。由于受可用数据的限制，本

文的实例数据虽采自于美国高速公路，其流量变

化相比于中国市内主干道流量变化较平稳，但本

文提出的模式提取策略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特别是基于非等分时段的交通序列数据挖掘能更

好地发现海量交通时序数据中隐含的变化规律。

通过单一交通参数（例如流量）来判断交通状

态可能因信息量不全而使判断结果存在二义性，

例如对于不同容量的城市道路，同一流量水平可

以对应两种截然不同的交通状态。要完全判定交

通状态还需要与其他参数（如占有率等）结合运

用。因此，以流量和占有率二元变量之间的关系

提取交通模式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因素。另外，

从路网的角度来看，交通流的变化是一个系统发

展的结果，因此，研究路网中某一路段或路口交通

模式的变化对路网其他部分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

点，这对交通预测以及交通控制疏导都有重要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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