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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数据时代，手机数据因普及率高、采集成本低等优点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手机通信运

营商在为手机用户提供通信服务的同时会记录每次服务的时空信息，因此利用手机数据可以挖掘出

用户的位置信息，并应用于城市居民出行OD分布估计。提出以手机数据为基础对城市交通大区之

间OD分布进行估计的方法。利用居民手机数据估计美国旧金山市各交通大区之间的出行分布，并

结合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对估计结果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基于手机数据的出行估计具有较高的可靠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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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stepping into Big Data Era, mobile phone data attrac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by trans-

portation domain because of its high penetration rate and low collecting cost. Mobile phone operators re-

cord temporal and spatial information of users when providing services. This new data stream turns to be a

promising resource to estimate trip distribution pattern due to the fact that each record is able to provide

the space-time inform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o estimate OD distribution among urban mega

traffic analysis zones based on mobile phone data mining. A case study of San Francisco, US is selected to

implement mobile phone data mining-based OD extraction by proposed method. The outcome is further

statistically validated by household survey data.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proposed mobile phone data mining-

based approach is able to generate a promising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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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当一个手机用户使用手机通话、发送(接收)

短信、浏览网页时，为其服务的手机基站以

及服务时间均被记录下来，形成手机账单数

据。手机数据具有采集方便、实时性高等特

点。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海量手

机数据的采集与挖掘已成为可能，大数据分

析开始逐渐成为解决交通调查问题一种崭

新、有效的途径[1-2]。使用手机数据对居民出

行进行预测已取得众多成果。文献[3]发现，

居民出行有很高的可预测性，出行者位置预

测的准确率最高可达93%；文献[4]提出行为

空间(Behavior Space)的概念，并利用特征向

量进行特征行为分析，预测出行者在各个时

段的位置等。这些研究成果为使用手机数据

预测交通OD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对手机

数据的分析挖掘来获取交通信息，越来越受

到研究者的关注[5-7]。

本文利用手机数据提取交通信息，提出

一种有效的方法来估计城市交通大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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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并以美国旧金山市为例，将估计得到

的出行需求OD和实际调查数据进行对比以

验证方法的有效性。

11 ODOD分布估计方法分布估计方法

11..11 利用手机数据估计交通出行的原理利用手机数据估计交通出行的原理

手机账单数据记录了某一时刻、某一基

站向用户提供的通讯服务，可由此获得用户

的时间位置记录。通过Voronoi图确定每个

手机基站所服务的区域，这些由基站所划分

的多边形区域被称为基站小区。

由于手机用户何时何地使用手机存在不

确定性，故用户的位置信息可能存在缺失。

如图 1所示，一个手机用户被观察到先后在

基站小区B和C使用了手机，但是出行的起

点和终点可能位于基站小区A和D，在这种

情况下部分出行信息会缺失。但是，基站小

区A和B可能同属于交通大区 I，基站小区C

和D可能同属于交通大区 II，出行信息缺失

所造成的影响在研究交通大区间出行需求时

会有所减少。因为交通大区覆盖的面积较

大，当用户进行交通大区之间的出行时，大

区之间的较远距离会使出行时间更长，用户

的位置变化会更加明显，在较长时间内用户

使用手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所以实际出行

的起讫点和手机数据记录的出行起讫点会有

更大的可能分别属于同一大区。因此，尽管

使用手机数据只能捕捉到用户出行中的部分

信息，但仍然可以记录大部分交通大区之间

的出行。

11..22 筛选手机用户筛选手机用户

由于需要足够多的时间位置记录才能挖

掘手机用户出行特征，进而保证交通需求预

测的准确性。因此，第一次筛选选取有足够

多时间位置记录的手机用户。

第二次筛选需选取具有住址信息的手

机用户，以便知悉其住址所在基站小区。

21:00—7:00被认为是用户的在家时间。用户

的时间位置记录中在该时段内出现次数最多

的基站小区，可被定义为手机用户住址所在

的小区。如果该时段内用户没有时间位置记

录，则无法确定该用户的住址小区。

11..33 估算基站小区间的出行总量估算基站小区间的出行总量

使用手机数据估计居民出行特征时，需

要观察手机用户在不同时刻的位置，这需要

较长时间内连续的用户位置记录。为获取用

户在不同区域出行的高精度数据，只选取位

置在较短时间窗内发生变化的时间位置记

录。为保证居民出行信息的提取，需选取足

够长的时间窗，并且将一次出行定义为一个

时间窗之内发生的位置变化。

在估算各个基站小区间的出行量时，由

于手机用户只占全体居民的一部分，手机数

据中所包含的用户也只是所有手机用户中的

一部分，所以当对每个基站小区间的居民出

行特征进行估算时需要进行扩缩样。如果一

个用户在选定时段内相邻两次时间位置记录

发生改变(即有不同基站为其服务)，且这两

次位置记录的时间间隔小于一个时间窗，则

认为该用户进行了一次出行。任意两个基站

小区的出行量

Fij =∑
n= 1

N

Tij( )n , (1)

式中： Fij 指一个时间窗内由小区 i 至小区 j

的手机用户出行总量； N 代表筛选后的手

机用户总量； Tij( )n 代表用户 n 在该时段内

由小区 i 至小区 j 的出行量。

通过数据筛选，被筛选出的每个手机用

户都有一个住址所在基站小区，对各个基站

小区内的手机用户数量进行求和，可以得到

每个小区的手机用户总量。每个基站小区的

居民人口和手机用户间的扩缩样系数

M ( )k = Npop( )k Nuser( )k , (2)

式中： M ( )k 为基站小区 k 内人口数量和手

机用户数量的比值，即小区 k 的扩缩样系

数 ； Npop( )k 为 小 区 k 内 的 居 民 总 量 ；

Nuser( )k 是小区 k 内手机用户总量。由于数据

限制，本文假设手机用户的出行特征能够表

旧金山市

B
II

I

A

D

C

图1 手机用户出行路径模拟

Fig.1 Travel route simulation of a mobile phone user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6-7]绘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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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小区人口的出行特征，不考虑二者的特征

差异。

通过对用户、小区的逐级求和并进行扩

缩样处理，得到基站小区间的居民出行总量

ODall =∑
ij

A∑
k= 1

A ∑
nk= 1

Nuser( )k

Tij( )nk ×M ( )k , (3)

式中： ODall 表示基站小区间的出行总量；

Tij( )nk 代表小区 k 的用户 n 在某时段由小区 i

至小区 j 的出行量； Nuser( )k 是第 k 个小区

的手机用户总量； A为小区总量。

11..44 估算基站小区间小汽车出行量估算基站小区间小汽车出行量

得到基站小区之间的出行总量后，需要

从中挑选出小汽车出行，包括单独驾车出行

和拼车出行。将出行方式划分为小汽车出行

和其他出行方式(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

等)，各个小区的小汽车使用比例[8]

VUR( )i
sta
= Pdriver( )i +Pcarpool( )i S, (4)

式中：VUR( )i
sta
表示小区 i使用小汽车出行

的比例； Pdriver( )i 和 Pcarpool( )i 分别是小区 i 单

独驾车出行和拼车出行的居民人口比例； S
为每次拼车出行的平均人数。

计算得到每个小区的小汽车使用比例

后，将该小区的手机用户按照 VURsta 随机

分为小汽车出行者和其他交通方式出行者，

则小区 i 和小区 j 之间的小汽车出行量

ODvehicle
ij =∑

k= 1

A ∑
nvehicle

k = 1

Nvehicle( )k

T vehicle
ij ( )nvehicle

k ×M ( )k , (5)

式中： ODvehicle
ij 表示小区 i 和小区 j 之间的小

汽车出行量； nvehicle
k 为小区 k 使用小汽车出

行的用户 n ； T vehicle
ij ( )nvehicle

k 为使用小汽车出

行的用户 n 在该时段由小区 i 至小区 j 的出

行量； N vehicle 为小区 k 小汽车出行用户量。

根据研究区域的每日出行总量和出行量

在时间上的分布，可以估算出小区间每小时

的小汽车出行量

ODh
ij =Wh ×

ODvehicle
ij

ODall , (6)

式中： ODh
ij 表示小区间每小时小汽车出行

量；Wh 表示研究区域每小时出行量。

11..55 计算交通大区间小汽车出行量计算交通大区间小汽车出行量

在获得每个小区间小汽车出行量后，将

每个小区归并到相应的交通大区中，同时对

各个小区间的出行进行归并。若两个基站小

区属于不同交通大区，则二者间的出行记为

交通大区之间的出行；若两个基站小区同属

于一个交通大区，则认为二者间的出行为交

通大区内部出行。最终得到研究区域内的交

通大区OD。

22 旧金山市交通大区旧金山市交通大区ODOD分布估计分布估计

22..11 数据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含手机数据和实

际通勤数据两种。手机数据用来获得用户位

置并估计其出行，实际通勤数据用来检验估

计结果的准确性。由于获得的手机数据覆盖

了美国加州整个湾区，而实际通勤数据只覆

盖旧金山市，因此将旧金山市作为研究对

象。旧金山市是加州第四大城市，人口 85

万，市区面积 119 km2。所使用的旧金山市

路网数据包含高速公路和主干路，共有2 823

条路段和1 144个道路交叉口(见图2)。

本文所使用的手机数据来自文献[6-7]，

由美国某通讯运营商提供，包含 40多万用

户在 3个星期的 3.7亿多条手机记录，涉及

手机基站892个(见图3)。为保证服务区域的

有效性，根据湾区行政边界对位于边界上的

基站小区进行修正。

22..22 ODOD分布估计步骤分布估计步骤

22..22..11 手机用户筛选手机用户筛选

原始手机数据来自于 429 598个手机用

户，对每一个用户建立时间位置记录表(见

表1)。按照手机记录超过10条的标准[6]进行

第一次筛选，共筛选出369 614个手机用户。

表1中，记录1—5为早高峰时段的手机

记录。记录1和记录2的时间差大于1 h，而

旧金山市路网

旧金山市手机
基站小区

图2 旧金山市路网和基站小区

Fig.2 Road networks and base station tracts of San Francisco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6-7]绘制。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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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2和记录3位置未发生改变，故记录1—3

无效；记录3—5有效，记录3—4与记录4—5

分别记为一次出行。记录 8—10 为晚间记

录，72号基站出现次数最多，故将其作为用

户的住址小区。第二次筛选共得到326 565个

用户。

22..22..22 基站小区间出行量基站小区间出行量

高峰时段是一天出行集中的时段，最容易

反映交通存在的问题又不失一般性，故选择

早高峰时段作为研究时段。根据文献[6-7]，

选取早上 6:00—10:00 作为早高峰时段。利

用旧金山市出租汽车GPS数据计算得到每条

路段实际行驶时间，对旧金山市早高峰所有

出行按照最短路径算法选择路径，得到每次

出行所需时间。由图 4可以看出，旧金山市

的出行时间均小于 30 min。在保证出行信

息能够提取的情况下，选取 1 h 作为一个

时间窗，并且定义一次出行是指在规定时段

(6:00—10:00)1 h内发生的位置变化。

使用时间位置记录表计算每个手机用户

的出行量，运用公式(1)，(2)，(3)得到湾区

基站小区间的居民出行总量。

22..22..33 湾区各小区间早高峰小汽车出行量湾区各小区间早高峰小汽车出行量

湾区人口数据中包含每个基站小区驾车

单独出行和拼车出行的居民人口比例，加州

地区拼车出行的平均人数为 2.25人[9]。运用

公式(4)得到每个小区的小汽车使用比例(见

图 5)。由图 5可见，旧金山市小汽车使用比

例低于湾区郊区。

根据计算得到的小汽车使用比例

VUR( )i
sta
确定各个小区使用小汽车出行的手

机用户数量，计算结果四舍五入。通过随机

分配筛选出小区 i 使用小汽车出行手机用户

的数据。在 326 565 个手机用户中，共有

224 359个用户使用小汽车出行。去除非小

汽车出行后，得到小汽车出行用户 nvehicle 的

出行量 T vehicle
ij ( )nvehicle ，运用公式(5)得到小区

间的小汽车出行量。

美国人均日出行次数约为 4次，湾区每

天产生约2 200万人次的出行[9]。根据出行量

在时间上的分布，可以估算出湾区每小时出

行量Wh [10]。经计算，湾区早高峰每小时小

汽车出行量达 847 056车次。依照公式(6)得

到基站小区之间早高峰每小时的小汽车出

行量。

22..22..44 提取与旧金山市有关的出行提取与旧金山市有关的出行

通过以上步骤获得了整个湾区基站小区

间的早高峰每小时小汽车出行量 ODh
ij 。根

据以下条件挑选出与旧金山市相关的出行

ODSF
ij ：起点小区和终点小区均在旧金山市

内的出行 ODSF
In- In ；起点小区和终点小区一

旧金山市手
机基站小区

湾区全部手
机基站小区

图3 湾区及旧金山市手机基站小区

Fig.3 Base station tracts of Bay Area and San Francisco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6-7]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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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用户手机时间位置记录示例

Tab.1 Examples of mobile phone users' space-time records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6-7]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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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旧金山市居民早高峰时段出行时长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travel time for San Francisco residents

in the morning peak period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6]绘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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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D

个 在 市 内 一 个 在 市 外 的 进 出 城 出 行

ODSF
In-Ex ；出行起点小区和终点小区均在旧

金山市外的过境出行 ODSF
Ex-Ex 。

在起点小区和终点小区内随机取一个交

叉口作为出行起讫点，采用Dijkstra算法计

算这些出行所使用的路径。对于进城出行，

将进入旧金山市的第一个基站小区为起点小

区；对于出城出行，将出旧金山市前的最后

一个基站小区作为终点小区；对于过境出

行，选取进入旧金山市的第一个小区和出旧

金山市前的最后一个小区作为起点和终点小

区。最终共得到与旧金山市有关的小汽车出

行量 111 143车次，其中市内出行和进出城

出行共 106 609 车次，市内出行 33 340 车

次，过境出行4 534车次。

22..22..55 基站小区基站小区ODOD归并到交通大区归并到交通大区

交通大区一般会以行政区域划分，或者

以明显的山川河流划分[11]。由于旧金山市没

有更小的行政区划，也没有对交通产生明显

影响的山川河流界限，因此按照方位大致将

几个基站小区合并成一个交通大区 (见图

6)。对各个基站小区间的出行进行归并，得

到交通大区之间的早高峰出行量(见图7a)。

22..33 获得交通调查数据中交通大区通勤获得交通调查数据中交通大区通勤

ODOD分布分布

鉴于早高峰出行近似等于早高峰通勤出

行，所以使用旧金山市的通勤数据来检验手

机数据估计的结果。旧金山市的通勤OD数

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 (www.census.

gov)，由街区尺度上的居民家庭位置和工作

位置构成[12]。由于居民出行会采取不同出行

方式，例如单独驾车、拼车、公共交通、自

行车和步行等，根据出行方式划分数据，可

以利用类似于公式(4)的方式得到每个人口小

区的小汽车使用比例

VUR( )i
tract
=Pdriver( )i + Pcarpool( )i S, (7)

式中：VUR( )i
tract

表示人口小区 i 的小汽车

出行量； Pdriver( )i 和 Pcarpool( )i 分别为人口小

区 i单独驾车出行和拼车出行的居民人口比

例 ； S= 2.25 。 根 据 每 个 人 口 小 区 的

VUR( )i
tr act

可以确定每个小区居民的出行方式。

为了方便将人口小区(即街区)归纳到交

通大区中，这些通勤OD被投影到旧金山市

路网的道路交叉口上。投影规则为选取距离

每个街区形心最近的道路交叉口，然后基于

旧金山湾区每小时出行总量Wh ，调整早高

峰通勤OD中小汽车出行量，最终得到早高

峰每小时的小汽车通勤OD[13-14]。

实际调查获得的通勤出行总量为140 986

车次，其中市内出行和进出城出行共124 595

车次，市内出行31 293车次，过境出行16 391

车次。最后，将旧金山市路网中 1 144个交

叉口归属到 9个交通大区中，得到基于人口

普查数据的旧金山市交通大区通勤出行量

(见图7b)。

22..44 检验检验

将得到的结果分为全部出行、市内出行

和进出城出行以及市内出行三种情况进行T

检验。由于过境出行量只涉及旧金山市主要

出入口道路所在的少数几个小区，故本文不

对过境出行进行检验。T检验可以检测两个

样本差异的显著性，在此用来检验交通调查

数据与手机数据估计结果的差异。本文取显

著性水平 α = 0.05，两个样本设定为配对样

本。由表 2可见，三种情况下 p值均大于显

著性水平 0.05，故可以认为没有显著差异，

北

VUR
1

0.8

0.6

0.4

0.2

0

图5 湾区各基站小区小汽车使用比例

Fig.5 Private vehicle using rate within each

tower station tract in the Bay Area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9]计算绘制。

图6 旧金山市交通大区划分

Fig.6 Mega Traffic Analysis Zones in San Francisco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6-7]绘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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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Comparison between obtained OD with surveyed OD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http://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提供的数据绘制。

从而验证了手机数据估计结果的可靠性。

对大区之间出行量进行对比，发现大部

分估计值与调查值相差不大，但也存在个别

偏差较大的情况，例如图 7右侧中间大区与

一些大区间的出行量相差较大。原因可能在

于该大区手机数据采样率较低，对估计结果

影响较大。

33 结语结语

本文介绍了一种利用手机数据估计OD

分布的方法，对旧金山市早高峰时段的交通

大区OD分布进行估计，并与实际调查数据

进行对比，证明了使用海量手机数据估计城

市OD分布的可行性和可靠度。利用手机数

据预测居民出行，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低

成本的途径来实现城市交通调查。手机数据

具有实时性强、覆盖率高等优势，可以实现

城市交通问题的及时反馈、实时处理，进一

步提高交通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但是，由于

手机数据本身稀疏、无规律，以及本文使用

的数据采样率偏低、时间跨度短、忽略了扩

缩样误差等原因，部分大区间交通需求预测

存在较大偏差。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对该

方法进行改进，提高运用手机数据估计城市

通勤OD的准确性：1)使用采样率更高、时

间跨度更大的手机账单数据；2)运用浮动车

GPS数据等多元数据对方法进行修正；3)使

用记录更加详细、数据密度更高的手机信令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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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全部出行

市内出行与进出城出行

市内出行

p值

0.191

0.340

0.693

95%置信区间

(-186.006 37, 916.648 35)

(-238.605 96, 683.889 91)

(-171.239 75, 114.378 64)

t值

1.319

0.961

-0.397

表2 T检验结果

Tab.2 T-test results

注： α= 0.05。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网站(http://www.census.gov/programs-surveys/acs/)提供的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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