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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路网交通状态的改进犓狉犻犵犻狀犵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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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非线性降维算法Ｉｓｏｍａｐ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提出了一种基于度量多维标定法的空间变换方法。

将原始网络空间中的路网距离转换为新欧氏空间中的近似路网距离，并在此距离度量基础上实现Ｋｒｉｇｉｎｇ方

法。通过对南昌市真实数据进行交通状态估计的实验发现，该方法比现有的基于欧氏距离度量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方

法具有更高的估计精度，能够有效地解决交通领域中大规模路网交通运行状态监控的问题。

关键词：交通地理信息系统；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法；等距嵌入；多维标度法；Ｉｓｏｍａｐ算法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受到交通检测器布设规模的限制，目前的交

通系统中只能采集到部分路段的交通数据。由于

交通中的某些现象和地理学第一定律［１］中关于空

间相关性的描述非常类似，因此，最近几年交通领

域中出现了应用空间分析方法插补交通数据、进

行交通状态估计的研究，这类研究拓展了地理信

息系统在交通领域的应用范围［２４］，其中 Ｋｒｉｇｉｎｇ

方法是最受关注的方法之一。

但是现有研究依然沿用传统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

的欧氏距离作为距离度量［５７］。在交通路网中，由

于受到路网结构的约束，因此，网络距离比欧氏距

离更能够准确地描述路段之间的空间距离［２］。已

有的研究发现，非欧氏距离度量无法确保空间协

方差函数的有效性［８］，这样就会导致基于网络距

离度量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可能无法直接实现。

１　基于近似网络距离的犓狉犻犵犻狀犵方

法

１．１　高斯空间过程和二阶平稳假设

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采用高斯空间过程对数据进行

建模［９］。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用空间协方差函数犆（）

来描述空间的相关性，并要求犣（狊犻）满足二阶平稳

假设。因此，犣（狊）和犣（狊＋犺）的协方差与其所处

的位置无关而只与其距离犺相关：

ｃｏｖ［犣（狊＋犺），犣（狊）］＝犆（犺），犺∈犚，狊∈犚
狀

（１）

　　假设存在有限个满足高斯空间过程的空间变

量的线性组合形式，犣的方差在数学上必须满足

非负的条件，根据式（１）可以推导出空间协方差函

数需要满足条件正定性：

ｖａｒ（犣）＝∑
犻
∑
犼

λ犻λ犼犆（犺）≥０

因此，要保证空间协方差函数的有效性，就是要保

证其满足条件正定性的要求。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确定犺的距离度量，但并不是所有的距离度量都

适用于犺，如Ｃｕｒｒｉｅｒｏ证明了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距离度

量就不能保证空间协方差函数的有效性［８］。

１．２　距离度量和空间协方差函数的有效性

距离度量在数学上可以用向量范数（ｖｅｃｔｏｒ

ｎｏｒｍ）来描述：如果定义向量范数犳∈犚
狀 为距离

函数：犳（犺）＝犱（狓犻，狔犼），其中犺＝狓犻－狔犼，而且距

离函数犱满足以下３个条件：

犱（狓犻，狓犼）≥０（当且仅当狓犻＝狓犼犱（狓犻，狓犼）＝０）

犱（狓犻，狓犼）＝犱（狓犼，狓犻）

犱（狓犻，狓犼）≤犱（狓犻，狓犽）＋犱（狓犽，狓犼）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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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受到各种规划用地的限制，ＧＩＳＴ中一

般采用网络距离函数来衡量路段之间的距离，也

就是从一条路段到另一条路段的最短可达距

离［２］，我们将其称为路网距离（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ＲＮＤ）。根据式（２），路网中任意两条不同

路段犔狓和犔狔之间的路网距离犱ＲＮＤ（犔狓，犔狔）显然

满足条件１和条件２，而且因为犱ＲＮＤ（犔狓，犔狔）是

犔狓和犔狔之间的最短距离，很容易证明犱ＲＮＤ（犔狓，

犔狔）≤犱ＲＮＤ（犔狓，犔狕）＋犱ＲＮＤ（犔狕，犔狔）恒成立。

因此，ＲＮＤ也是一种距离度量，但是用Ｃｕｒｒｉｅｒｏ

的方法［８］可以证明，基于路网距离度量的空间协

方差函数并不一定是有效的。

１．３　近似路网距离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采用数学上称为等距嵌

入（ｉｓｏｍｅｔｒｉｃ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的方法来解决，它只需

要进行空间上的变换，而不需要重新推导空间协

方差函数，是一种易于实现的方法。针对本文提

出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将原来路网距离函数犱

所在的空间ζ“嵌入”到一个新的欧氏空间ζ′中

去，并且保证ζ′中计算的欧氏距离近似等于原空

间ζ中的路网距离。

Ｉｓｏｍａｐ
［１０］是Ｔｅｎｅｎｂａｕｍ等提出来的一种实

现了等距嵌入思想的算法，它来源于多元统计学

中的用于分析数据相似性或者差异性的多维标度

法（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ＭＤＳ）
［１１］。但是

Ｉｓｏｍａｐ算法主要针对空间中离散点，而交通路网

中的路段已经具有稳定的空间结构，因此，笔者在

Ｉｓｏｍａｐ算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

改进后的Ｉｓｏｍａｐ算法如下。

１）对交通路网在空间ζ＝（犛，犱）∈犚２ 中进
行建模，其中犛表示的是路段交通数据采集点在

空间中的位置集合，犱表示描述路段之间空间距

离的距离函数。根据前面的描述，采用路网距离，

本文称空间ζ为网络空间（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

２）采用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或者Ｆｌｏｙｄ算法计算交通

路网中任意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１２］，构建路网距

离矩阵犇＝ 犱犻｛ ｝犼 狀×狀。

３）由犇构建矩阵犅＝ 犫犻｛ ｝犼 狀×狀，其中，

犫犻犼 ＝

１

２
（－犱

２
犻犼＋

１

狀∑
狀

犼＝１

犱２犻犼＋
１

狀∑
狀

犻＝１

犱２犻犼－
１

狀２∑
狀

犻＝１
∑
狀

犼＝１

犱２犻犼）

计算矩阵犅的特征值λ１≥λ２≥…≥λ狀 和犽个最

大特征值λ１≥λ２≥…≥λ犽＞０对应的单位特征向

量Γ＝（犲１，犲２，…，犲犽）。这样，就将交通路网映射

到一个高维欧氏空间ψ∈犚
狀 中。

４）在 ＭＤＳ的经典解法中，空间维度犽的选

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过高的维度并不一定会提

高距离拟合的精度，相反还会给计算和数据的显

示带来负面影响。一般可以根据前犽个大于零的

特征值占总体特征值的比例κ来确定
［１１］：

κ＝∑
犽

犻＝１
λ
犻
／∑

狀

犻＝１
λ犻 （３）

　　根据式（３）选择合适的维度犽，将空间ψ降维

到一个新的欧氏空间ψ′＝（犛′，犱′）∈犚
犽，其中犱′

为欧氏距离函数。

５）计算ζ空间中点集犛 在ψ′空间中的新点

集犛′＝ΓΛ
１／２，其中Λ＝ｄｉａｇ（λ１，λ２，…，λ犽）。

根据上述步骤就完成了从网络空间ζ到新欧

氏空间ψ′的转换。由于在新欧氏空间ψ′的欧氏

距离近似等于原网络空间ζ中的路网距离，因此，

称犱^＝犱′（犛′犻，犛′犼）为近似路网距离（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ＲＮＤ）。因为ψ′空间中

的距离函数为欧氏距离函数，显然经典的空间协

方差函数在ψ′都是有效的，这样就可以直接在ψ′

空间实现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实验数据

本文实验数据包括交通数据和路网数据两部

分。交通数据由南昌市某浮动车系统提供，该系

统包含１２００多辆装备有 ＧＰＳ设备的出租车，

ＧＰＳ信号平均发送时间间隔为４０ｓ。根据以前

研究中提出的基于车辆轨迹的路段行程速度提取

方法［１３］，可以从浮动车数据（ＦＣＤ）中提取路段在

固定时段内的行程速度值。另外，对应的南昌市

路网数据共包含４３５５条有效路段，总长度约为

１０２０ｋｍ（图１）。

图１　南昌市道路网数据

Ｆｉｇ．１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另外，为了检验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法在不同时段

的适用性，本文根据交通数据的时序特征将提取

出来的路段行程速度划分为４个时段：选取２００９

０１０５采集的数据作为典型工作日，划分为工作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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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早高峰（８：００～９：００）、工作日平峰（１５：００～１６：

００）、工作日晚高峰（１８：００～１９：００）；选取２００９

０１１１的数据作为为典型周末时段（１１：００～１３：

００）。表１显示了路段行程速度数据在不同时段

的统计特征。另外，由于行程速度数据反映的是

车辆的整体通过速度，因此，本文近似地以路段的

中点来表示行程速度采集的位置。

表１　路段行程速度数据在不同时段的统计特征

Ｔａｂ．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ｋＴｒａｖｅｌＳｐｅｅｄ

Ｄａｔ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ｄ

珔狏 σ 狏ｍａｘ 狏ｍｉｎ 样本数

早高峰 ３５．１９ １１．２２ ８７．１２ １３．７２ １６７０

平峰 ３５．７３ １１．８０ ８２．８ １１．４３ １６３０

晚高峰 ３３．６３ １１．２４ ８２．２３ １５．１５ １４９９

周末 ３６．７５ １０．７２ ６９．３ １７．５ １５３７

注：珔狏表示平均行程速度值，σ表示标准差；狏ｍａｘ表示最大行程速度

值；狏ｍｉｎ是最小行程速度值（单位都是ｋｍ／ｈ）。

２．２　近似路网距离

首先采用节点弧段模型对交通网络在网络

空间ζ中建模，然后采用Ｄｉｊｋｓｔｒａ算法计算路网

距离矩阵犇＝ 犱犻｛ ｝犼 ４３５５×４３５５。接下来，需要将路

网映射到一个高维欧氏空间ψ后，再根据式（３）计

算从犽＝１到犽＝１５的比例值κ。从图２的结果分

析，κ值在从犽＝１到犽＝２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上

升，随后的上升幅度就比较缓慢；另外，当犽＝２时

ＳＴＲＥＳＳ指数为０．０１１６９，这属于拟合度非常好

的级别，因此，认为将ψ降到二维空间可以获得较

好的距离拟合效果。最后，可以计算出原网络空

间中的路段在新空间中的位置。

图２　比例值κ从犽＝１到犽＝１５的变化曲线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ｒｖｅｏｆκＶａｌｕｅｆｒｏｍ犽＝１ｔｏ犽＝１５

２．３　结果分析

我们分别采用基于欧氏距离度量和近似路网

距离度量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对无采样数据的路段进

行插补计算。由于本文的实验数据是大规模城市

交通路网，而且交通数据的分布存在着空间异质

性［３］，因此本文采用的是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Ｋｒｉｇｉｎｇ方

法，趋势函数采用基于坐标的二次函数形式［７］。

为了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采用了交叉检验

法进行评价，其基本思想是先从样本数据中去除一

个样本，用剩余的样本对该位置进行估计，然后放

回该样本。重复这个步骤，最后可以根据每个位置

的观测值和插补值比较的结果来评价估计精度的

优劣。本文采用了平均绝对误差、平均相对误差和

均方根误差这３个常用统计量作为评价标准。

表２显示了插补计算后有采样数据路段的交

叉检验结果，其清楚地显示出基于ＡＲＮＤ度量的

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较基于欧氏距离度量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有更高的精度，其平均绝对误差、均方根误差和平

均相对误差都分别控制在５ｋｍ／ｈ、７ｋｍ／ｈ和１５％

以下，这基本可以满足城市交通监控的精度要求。

３　结　语

　　针对基于网络距离度量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无法

确保用于描述空间相关性的空间协方差函数的有

效性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维标度法的空间

变换算法，将网络空间中的路网距离转变为欧氏空

间中的近似路网距离，并将其应用于Ｋｒｉｇｉｎｇ插值

方法中。通过对真实交通数据实验发现，基于近似

路网距离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比原有的基于欧氏距离

的Ｋｒｉｇｉｎｇ方法具有更高的估计精度，而且能够适

用于不同的典型交通时段。另外，从运算效率来分

析，尽管该方法受到路网规模的影响，但从本文采

用的中型城市路网来看，针对预先构建好的路网距

离矩阵进行运算，其运算时间可以达到实时要求

（控制在３０ｓ以下，而实时交通系统的要求一般为

５ｍｉｎ）。本文方法能够有效地对无交通检测器采

集数据的路段交通状态进行估计，弥补了由于交

通检测器布设规模限制所带来的监控大规模路网

交通运行状态困难的问题，这对于交通领域ＧＩＳ

Ｔ中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一些参考作用。

表２　不同距离度量下有采样路段的交叉检验结果

Ｔａｂ．２　Ｃｒｏｓｓ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ｏａｄＬｉｎｋ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ｅｔｒｉｃ

早高峰 平峰 晚高峰 周末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ＡＲＮＤ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ＡＲＮＤ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ＡＲＮＤ Ｅｕｃｌｉｄｅａｎ ＡＲＮＤ

ＭＡＥ ５．６９８ ４．８３８ ７．３７３ ４．６０１ ６．０２１ ４．６７２ ５．２６８ ４．２０１

ＲＭＳＥ ９．０３７ ６．７８６ １１．９４６ ６．１９２ ９．８１６ ６．１８４ ８．１８５ ５．４９４

ＭＲＥ １６．７％ １４．７％ ２０．３％ １３．７％ １８．９％ １５．０％ １４．８％ １１．７％

　　　　　　　注：ＭＡＥ表示平均绝对误差（单位：ｋｍ／ｈ），ＲＭＳＥ表示均方根误差（单位：ｋｍ／ｈ），ＭＲＥ表示平均相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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