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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手机调查方法的已有研究较多集中于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宏观出行特征获取，而手机传感器

数据在个体出行链微观出行特征提取方面具有优势。针对城市居民多采用组合交通方式出行的特

征，研发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实现GPS数据(位置坐标与速度)、加速度计、服务基站、WiFi等传感

器数据采集。运用小波分析、神经网络等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不同交通方式出行数据差异，探索多种

数据挖掘算法用于个体出行参数提取的可行性及效果。结合实际案例，总结应用手机传感器数据进

行出行特征精细化提取的难点和技术关键。最后，探讨精细化个体出行数据在交通模型和理论优化

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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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ing research of cellular-based survey methods mainly focus on travel characteristics at mac-

ro level.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cellular probe data also have great advantages of extracting travel charac-

teristics at micro level – individual travel chains. Considering majority of urban residents' multimodal

travel patterns, a mobile app is developed to retrieve traveler disaggregated data, such as GPS (coordinates

and speed), accelerometer through base station and Wi-Fi connectiv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

in data from various travel modes using wavelet analysis, neural network and other data mining tech-

niques. The feasibility and multiple data mining algorithms used to extract individual travel parameters are

discussed. Based on case studies, the paper summarizes difficulties and key technical points of using cellu-

lar probe data to extract accurate travel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indi-

vidual travel data in transport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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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出行调查方式依赖被调查者主观回忆，

长期存在数据精度低、样本量有限、组织烦

琐困难等缺陷，越来越难以支撑规划师对居

民出行时变规律和个体精细化出行参数的把

握，交通规划方案常常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快速

普及，利用手机采集居民日常出行位置数据

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

计，截至2015年7月，中国手机用户已达到

12.9亿[1]。相对传统调查技术，手机调查方

法具备数据客观精确、时空连续、样本量

大、内容丰富等优势。目前手机出行调查技

术正处于起步后快速发展阶段，技术创新和

应用推广是当前阶段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杨 飞，姚振兴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四川成都 610031)

基于手机传感器数据的出行特征提取方法基于手机传感器数据的出行特征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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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综述研究综述

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应用手机移动定位

技术提取个体出行参数主要分为手机信令调

查技术和手机传感器(GPS、加速度计、WiFi

等)调查技术两大方向。

21世纪初开始，逐渐有研究机构致力于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城市居民活动规律和

出行特征。当前该技术已能够采集城市人口

职住分布、通勤出行特征、热点地区人流来

源去向、大区OD量等内容。研究指出，手

机定位调查技术在动态数据获取、数据精度

方面存在明显优势[2]，手机信令调查技术相

对其他评估手段具备数据精确、完整、操作

方便、成本低廉等优点 [3]。上海等城市从

2010年开始陆续开展手机信令调查技术研究

和应用试验，在人口昼夜分布特征、职住平

衡、查核线调查、大区OD调查等方面取得

较好的研究成果[4]。

随着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和普及，手机

GPS、加速度计、WiFi等传感器的精确定位

能力快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手机传感

器数据能够很好地弥补手机基站大尺度定位

问题，对提取精细化交通参数具有更好的帮

助和支撑。2008年，文献[5]提出一种基于

网站信息提示的个体出行调查方法，首先利

用手机 GPS 定位数据识别个体出行活动特

征，进而利用网站信息公布的形式帮助出行

者完成出行活动回忆调查，从而最大限度地

减少被调查者回忆负担。研究表明，该方法

对于个体出行活动的调查效果较好，居民调

查配合意愿较高。2012年，美国俄亥俄州交

通部(Ohio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依托

综合交通调查对克利夫兰市 4 545户家庭进

行手机 GPS 出行数据采集，并要求其中的

1 300户家庭进行网上出行日志填写，这些

出行日志信息主要用来校核出行目的、出行

方式等识别结果[6]，该综合交通调查首次完

全应用手机GPS调查技术取代传统问卷调查。

由于中国居民日常出行经常由多种交通

方式组合完成，国外已有数据提取算法对中

国城市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足，且对于一些

关键数据的处理经验性较强，当交通环境变

化时，方法普适性不理想。同时，当前智能

手机大都配备了GPS、加速度计、陀螺仪、

WiFi等多种传感器芯片，多类传感器数据有

望实现互补融合，弥补单一数据源的局限和

缺陷，若能结合用地性质和GIS地理信息，

手机传感器调查技术用于精细化交通参数提

取将具有很好的行业前景。

22 个体出行精细化特征提取方法个体出行精细化特征提取方法

不同交通方式出行将产生差异化手机传

感器数据，高效的个体出行信息提取算法应

具备准确识别不同交通方式数据规律的特

性。应用手机传感器数据进行个体出行参数

提取通常包含两大步骤：1)通过识别出行停

留点(出行目的地和换乘点)，将全天候手机

传感器数据分割为多个出行数据段，每段出

行又进一步分割为多个单一交通方式出行子

段；2)应用数据挖掘算法识别每一字段对应

的交通方式、出行时间等出行链信息。

22..11 出行停留点识别出行停留点识别

已有研究大多通过设置时间和距离阈值

来判断个体出行停留点，当两个连续定位点

间隔时长超过时间阈值且间距小于距离阈值

时，则认为该个体到达目的地或者换乘点。

该类方法中时间和距离阈值通常根据经验设

定，依赖专业人员对大量样本数据的学习和

判断，方法普适性和可移植性较差，不同案

例中时间和距离阈值差异较大[7-10]。当前还

有待探索更为智能、普适的数据挖掘算法用

于手机传感器数据切割。

由于手机GPS传感器能够以 1 s·次 -1的

频率连续记录个体出行过程中的速度数据，

速度波动特征与信号波的波动特征非常相

似，而个体出行停留点则与信号波奇异点

(突变点)特征非常相似，因此本文提出应用

小波分析算法进行交通停留点识别。

若信号 f ( )t 在某点有突变或某阶导数

不连续，则称信号在此处有奇异性。一般用

Lipschitz 指数(简称 Lip α )来描述信号 f ( )t
的 奇 异 性 程 度 ，设 有 非 负 整 数 n ，

n α n+ 1，如果存在常数 A> 0 以及 n 次

多项式 pn( )t ，对于 t∈ ( )t0 - δ,t0 + δ 使得

|| f ( )t - pn( )t- t0 A || t- t0

α
， (1)

则称 f ( )t 在 t0 处的 Lip 指数取得 α 。如果

f ( )t 在 t0 的 Lip 指数 α 小于 1，则 t0 为 f ( )t
的奇异点，此时，在该点的小波变换系数可

以取得模极大值。因而，小波变换系数模极

大值点也能够反映检测信号的奇异性。当小

波变换尺度连续变化时，出行停留点在时间

—尺度平面上会产生一条垂直于时间轴的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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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值线，小波变换模极大值线能够准确反

映出行停留信息。

根据小波变换原理，当小波分析尺度较

小时，母小波高速振荡并快速衰减，时间定

位能力最强；而随着尺度的增加，小波将发

生自身膨胀，母小波振荡频率减慢，时间定

位能力变差。因此，小尺度上小波变换模极

大值点对居民出行方式换乘时间定位最准

确，本文出行停留点识别就是通过最小尺度

上小波变换模极大值对应的时间点精确提

取，即模极大值线与时间轴的交点为出行停

留时间点。

小波分析中，一个奇异点处可能出现多

条模极大值线，模极大值线的条数取决于小

波函数的消失矩阶数。对于居民多种方式组

合出行，交通换乘通常可以理解为在某地点

瞬时完成，因此选择小波函数时，函数消失

矩应尽量小一些，最好为 1阶消失矩函数。

同时，小波函数的选择也应兼顾奇异点时间

识别的准确性。本文检验了 Haar 小波、

Daubechies系列小波(D(n))、Gaussian系列小

波(Gaus(n))等不同小波函数的应用效果，结

果显示Complex Gaussian(1)在交通方式换乘

点识别应用中效果最佳。

22..22 出行特征提取出行特征提取

出行时间、出行距离等交通参数能够从

手机传感器数据直接或简单计算获得，交通

方式识别是手机传感器调查技术的主要难

点。应用手机传感器数据进行交通方式识别

的算法主要有逻辑规则算法和智能数据挖掘

算法两大类。

逻辑规则算法通过学习不同交通方式出

行数据特征，设置多组分类指标阈值进行识

别[7-9, 11]。通常这类算法运算较为简单，数据

量大时仍能保持较高的计算效率，但算法过

多依赖分类指标阈值的合适性，且道路交通

条件变化时，固定的分类阈值必然会导致交

通方式识别正确率较低。

为了减少主观经验判定，同时提升交通

方式识别准确率，智能数据挖掘算法得到了

广泛关注。目前能够用于交通方式识别的智

能数据挖掘算法主要有神经网络[12]、模糊逻

辑[10]、随机森林[13]、支持向量机[14]和贝叶斯

网络[15]。智能数据挖掘算法的基本原理是通

过大量自适应学习手机传感器数据与交通方

式对应内在联系，进而构建交通方式判别函

数进行模式识别。根据已有研究，智能数据

挖掘算法一般能够准确识别步行、自行车和机

动车三类方式，而对于机动车中小汽车和公共

汽车方式，由于两者出行特征过于相似，区

分较为困难，识别正确率约为40%~80%[10,13-14]。

近年来，逐渐有学者尝试利用GIS地理信息

匹配技术辅助公共汽车和小汽车的识别，例

如基于公共汽车站匹配的公共汽车模式识

别，公共汽车和小汽车的区分正确率约达到

90%[13]，算法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本文应用非线性识别能力较好的神经网

络算法进行交通方式识别。对于神经网络输

入属性设置，由于不同交通方式出行平均速

度、最大速度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将每分

钟平均速度、最大速度作为神经网络训练输

入属性；拥堵时段机动车流通常表现出断续

前进现象，每分钟速度标准差和加速度方差

能够较好地反映拥堵时段不同交通方式速度

波动差异，同样也作为神经网络输入属性。

交通方式为神经网络模型的输出属性。

33 数据采集与分析数据采集与分析

33..11 数据采集软件数据采集软件

本文基于开发的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软件

(APP)(见图1)进行手机传感器数据采集。与

传统手持GPS仪器相似，智能手机GPS模块

能够连续采集日期、时间、经纬度、卫星

数、水平定位精度(HDOP)等数据；手机加

速度计能够连续记录运动过程中手机平面三

维加速度数据；手机WiFi模块则能够实时

记录沿途WiFi热点名称。

该软件同时考虑了数据采集和商业推广

问题，强化了用户体验。数据采集方式分为

a 主界面 b 数据采集界面 c 活动与奖励页面

图1 手机传感器数据采集软件

Fig.1 Mobile app for cellular probe data collecti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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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速度折线图

b 不同尺度下的小波分析图谱

c 尺度为70时的小波变换系数模值曲线

d 换乘点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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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交通方式换乘点识别结果

Fig.3 Transfer point identification for different travel modes

A
B

C

(重庆火车北站)

出行O点

D

E
F

G
H

(伊美大酒店)

出行D点

图2 手机GPS传感器数据地图匹配结果

Fig.2 Results of matching between mobile GPS data and map

两种：一种为定时性数据采集，即交通相关

部门或企业根据需要在特定时间组织开展居

民出行调查，按照现有抽样模式，安装软件

并完成数据采集，给予被调查者一定的调查

补贴；另一种方式为不定期数据采集，即在

APP上发布各类调查活动，居民根据意愿参

加数据采集，按规定上传完成调查数据后，

给予一定的话费、打车券或公交刷卡次数等

奖励。

33..22 应用案例应用案例

如图 2所示为从出发点(重庆火车北站)

到目的地(伊美大酒店)的一次试验出行分析

过程。黄色点串为APP记录的GPS位置点轨

迹，该用户从走出火车车厢 A 点开始打开

APP记录传感器数据，步行至轻轨站B乘坐

轻轨，其中 B—C、D—E 段为地下轻轨出

行，因GPS信号受屏蔽而无法获得数据，用

户在E点下车后步行到达目的地H。该次出

行组合交通方式为步行—轻轨(部分位于地

下)—步行。

图 3为根据前文所述方法获得的交通方

式换乘点识别结果。图 3a为原始GPS速度

折线图，其中有三段速度波动曲线，第一段

和第三段速度波动较小，为步行出行段，中

间速度波动较大的部分为轻轨在地上运行的

数据曲线。图 3b为该样本在不同分析尺度

下小波变换系数模值计算结果图谱，可以看

出，在交通方式换乘点，小波变换系数模值

明显大于其他位置(即亮度增高)。图3c为图

3b中尺度取特定值 70时得到的小波变换系

数模值曲线，交通方式换乘点小波变换系数

的模值最大。图 3d为不同分析尺度下，将

模极大值点相连后获得的模极大值线，随着

尺度的增加，最终只有在交通方式变化点才

能够形成模极大值线。

对比出行日志数据发现，图 3d 识别结

果基本与实际出行一致，其中轻轨在地面和

地下运行的转换点也成功识别。在结束轻轨

出行后步行穿过一个大型立体交叉口下时，

由于GPS信号遮挡产生的波动也顺利识别，

但这只是临时变换点而没有改变交通方式，需

要将前后两段合并整合为同一步行方式段。

本案例的交通方式换乘点识别结果为：

189 s(步行—轻轨)，1 105 s(轻轨—步行)。

对比出行日志发现，交通方式换乘点误差均

在20 s以内，数据采集精度相较于传统调查

方法得到大幅提升。这一案例也部分验证了

在山地城市多GPS信号遮挡环境下算法的适

用性。

44 交通模型优化应用交通模型优化应用

1）构建基于活动的交通模型。

四阶段模型存在明显缺陷，交通领域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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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探索用于交通需求分析的新模型，基于

活动(Activity-based)的交通需求分析成为研

究重点。然而基于活动的交通需求预测模型

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必须有足够精

细、准确的个体出行特征数据作为支撑，传

统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质量远远不能满足交

通需求模型的升级要求。

本文提出的基于手机传感器数据的交通

出行调查技术能够连续、全天候追踪个体出

行活动全过程，通过互补、融合多种手机传

感器数据，未来结合城市GIS、用地性质等

数据，有望获得大样本(甚至全样本)个体出

行链详细参数，包括出行 OD、出行时间、

出行距离、出行方式、换乘时间、换乘点、

出行轨迹、出行目的等，能够为构建基于活

动的新一代交通规划模型提供支撑。

2）提升传统四阶段模型精度。

通过采集个体出行参数，能够利用小样

本精确数据标定优化传统四阶段模型，提升

模型应用效果。例如交通分配阶段，不再根

据路网阻抗，而是真实个体出行轨迹偏好和

规律进行分配，路段流量分配结果将更加符

合实际。再如，精细化的手机传感器数据能

够支撑更加细化的交通小区划分(见图 4)，

基于交通小区细分的四阶段模型能够取得更

好的交通需求预测和分配效果；小样本准确

数据还能够用于四阶段模型应用结果的校正

与优化。

3）优化公共交通线网。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缓解中国大城市交

通拥堵问题的根本手段。当前很多城市公共

交通车站 300 m，500 m覆盖率达到较高水

平，然而这并不意味居民能够方便乘车(如

附近无所乘线路)。因此，准确掌握个体出

行线路轨迹，解决公共交通出行难问题，成

为提升居民公共交通出行意愿，进而提升公

共交通分担率的重要手段。

手机传感器调查技术能够准确追踪并获

得个体从公共交通车站到出发地和目的地的

过程及时空距离，有助于深入了解车站客流

来源去向，掌握公共交通沿线主要客流吸发

点，揭示最后一公里规律特征，对指导轨道

交通与公共汽车接驳、优化已有公共汽车交

通线网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4）指导新区开发建设规模与时序。

大型城市新区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土地利

用和开发项目是按照时序逐步推进的，商业

项目建成后的人气聚集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过

程，面对新区逐渐增长的交通需求不确定

性，交通服务配置较为困难。例如公交线

路、发车频率的确定，以及公共自行车配置

规模等。

传统居民出行调查方法很难获取新区开

发过程中动态的出行需求，而手机传感器调

查技术通过采集进入新区内个体移动轨迹、

基站小区服务人数等信息，有助于摸清新区

范围内以及与新区相关区域的全天候出行活

动特征，从而弹性配置交通配套服务，避免

设施闲置浪费。

5）其他应用。

基于智能手机传感器数据的出行特征精

细化提取方法还可用于掌握大型交通枢纽客

流的集散交通方式和流向分布，为交通枢纽

精细化交通组织设计提供科学依据。此外，

还能够用于监测地区人员活动强度，对大型

活动期间公共场所安全人流密度监测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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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Comparison of desire lines between traffic zones and sub-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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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支撑，预防踩踏事故等。

55 结语结语

本文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深入探

索利用手机传感器数据挖掘提取个体交通出

行链信息的技术流程和实现方法，提取的精

细化个体出行数据可应用于构建基于活动的

交通模型、传统四阶段模型校正、公共交通

线网布局优化、新区交通规划、公共安全预

警等方面。基于此成果，可以进一步探索在

多种道路交通环境条件下，手机传感器数据

提取出行信息的可行性及效果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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