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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智能交通系统技术领域，涉及一

种公交设备匹配方法，具体步骤为：(1)采集乘客

打卡的打卡设备编号、线路编号、线路名称、卡

号、交易日期和时间；(2)采集公交到离站GPS的

历史数据，GPS设备编号、线路编号、线路名称、停

靠站点、到站时间、离站时间；(3)匹配候选集的

生成；(4)时间分布相似性的计算；(5)关联结果

的获取通过步骤(3)、(4)，可以由一天的数据获

得打卡设备p与GPS设备q为同一辆车，为了避免

偶然性，同一车辆的打卡设备号和GPS设备号一

定会在多天数据中出现关联，结合各天数据，取

设备匹配结果的众数，即可得到打卡设备和GPS

设备的对应关系，其设计构思巧妙，应用环境友

好，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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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公交设备匹配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利用不同设备数据的时间分布相似性，

来确定设备间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虽然两种设备之间缺少对应关系，但这两份数据记录

了同一辆公交车的行驶行为，因此两种设备的数据分布越相似，它们越有可能对应同一辆

车，具体设置方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采集乘客打卡的历史数据：

采集通过公交车IC卡系统收集乘客上车打卡的历史数据；

(2)、采集公交到离站GPS的历史数据：

采集通过公交车GPS定位系统收集的到离站历史数据；

(3)、匹配候选集的生成：

若打卡设备和GPS定位设备对应同一辆公交车，则第一次打卡时间和发车时间必然在

时间上相近，若某打卡设备中首次打卡时间出现在某GPS定位设备的首次发车时间之后Δt

之内，才认为车辆p和q有可能为同一车辆，从GPS定位设备中找出候选的打卡设备集合，Δt

最佳值为1小时；

(4)、时间分布相似性的计算：

正常情况下乘客打卡时间应处于公交车到站时间之后，离站时间之前，但也会出现由

于车内拥挤等原因，乘客打卡延迟的情况，另外考虑到数据上传过程中某些延迟情况，对

GPS数据中的到离站时间进行如下处理：

其中，Tk为处理后的站点k的到离站时间， 为原始到站时间， 为原始离站时间，Δt1

为数据质量调整阈值，Δt2为打卡延迟调整阈值，取值范围为8‑12秒；

同一辆车的乘客打卡时间应落在公交车到离站的时间区间内，令 为线路li的打卡设

备与GPS设备之间的关联率，关联率越高，p和q越有可能对应同一辆车，关联率定义为：

(5)、关联结果的获取：

通过步骤(3)、(4)，能够由一天的数据获得打卡设备与GPS设备为同一辆车，为了避免

偶然性，同一车辆的打卡设备号和GPS设备号一定会在多天数据中出现关联，结合各天数

据，取设备匹配结果的众数，能得到打卡设备和GPS设备的对应关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交设备匹配方法，其特征在于采集乘客打卡的历史数

据包括GPS定位设备的每一次到离站记录：GPS设备编号、线路编号、线路名称、停靠站点、到

站时间、离站时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交设备匹配方法，其特征在于公交到离站GPS的历史数

据包括打卡设备的每一次打卡记录：打卡设备编号、线路编号、线路名称、卡号、交易日期和

时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交设备匹配方法，其特征在于Δt1的取值范围为4‑6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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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公交设备匹配方法，其特征在于Δt2的取值范围为8‑1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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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公交设备匹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交通系统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公交数据的统计方法，特别是一种

公交设备匹配方法，用于城市公交数据同化处理和智能公交系统，能够有效统计公交客流

数据。

背景技术：

[0002] 公交客流量是城市公交网络规划和管理的重要数据，能够挖掘公交客流的时空分

布规律，有助于公交线路的管理、调度和优化。随着公交IC卡收费系统的普及，不仅方便了

市民出行支付乘坐公交，也为公交系统收集客流信息提供了高效的途径。通常情况下，可以

通过公交车GPS数据和IC打卡数据的结合获取市民出行客流OD，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熟的

方法和分析成果。如舒国辉、戴霄利用公交调度时间表与乘客刷卡时间进行匹配得到乘客

上车站点，下车站点利用两站点模型和站点吸引规律推断乘客下车站点。徐建闽等人对IC

打卡数据和GPS数据进行融合，在总量控制的条件下推导公交OD。

[0003] 然而，由于某些城市在IC卡收费系统建设时未考虑获取客流的分析应用，导致在

IC打卡数据中缺少一些关键信息，造成数据获取困难，为客流的深度挖掘带来很大难度。例

如，IC打卡数据中没有记录车辆编号，且其中的设备编号等与公交车GPS数据中的车辆编号

没有记录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直接通过IC打卡时间对应GPS到离站时间来确定乘

客上车站点。近年来，围绕基于公交IC卡数据的上车站点推算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针对无

GPS数据下单一票制的公交车上车站点推算问题，戴宵等提出了对公交卡乘客的刷卡时间

进行聚类分析判断乘客上车站点的方法，郭婕等在对上车站点进行聚类分析的基础上，重

点分析了相邻车站的时间间隔，于勇等结合公交运营调度时刻表所提供的车辆及其发车信

息，推算各车次到达各站点的时间，提高了上车站点推算精度。针对具有GPS数据情况，陈

君、杨东援将公交IC卡数据与公交GPS数据进行关联，结合调度数据推算公交IC卡乘客上车

站点.徐建闽等利用公交GPS定位数据和GIS电子地图中的车站位置获取公交车的到站地

点。但以上研究在数据不完整情况下准确率难以保证。

[0004] 基于此，本发明寻求设计提供一种公交设备匹配方法，该方法能够基于公交时间

数据，针对缺少对应关系的不同公交设备进行关联同化，填补公交数据的缺失，进而进行车

辆关联、客流计算和公交分析优化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目前各部分公交数据缺少设备对应关系、难以结合使用的

问题，提出一种公交设备匹配方法。该方法通过分析记录在公交设备中的数据的时间分布

相似性进行公交设备的关联同化。通过GPS数据和IC数据，计算出公交GPS设备和IC打卡设

备的对应关系，进而为计算乘客信息和智能公交系统提供数据支持。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涉及的公交设备匹配方法的实现思路是利用不同设备数

据的时间分布相似性，来确定设备间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虽然两种设备之间缺少对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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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但这两份数据记录了同一辆公交车的行驶行为，因此两种设备的数据分布越相似，它们

越有可能对应同一辆车。具体设置方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0007] (1)、采集乘客打卡的历史数据：

[0008] 采集通过公交车IC卡系统收集乘客上车打卡的历史数据，所述历史数据包括打卡

设备的每一次打卡记录：打卡设备编号、线路编号、线路名称、卡号、交易日期和时间；

[0009] (2)、采集公交到离站GPS的历史数据：

[0010] 采集通过公交车GPS定位系统收集的到离站历史数据，所述历史数据包括GPS定位

设备的每一次到离站记录：GPS设备编号、线路编号、线路名称、停靠站点、到站时间、离站时

间；

[0011] (3)、匹配候选集的生成：

[0012] 若打卡设备和GPS定位设备对应同一辆公交车，则第一次打卡时间和发车时间必

然在时间上相近，若某打卡设备p中首次打卡时间出现在某GPS定位设备q的首次发车时间

之后Δt之内，才认为车辆p和q有可能为同一车辆，这样可以从GPS定位设备中找出候选的

打卡设备集合，Δt取值建议为1小时；

[0013] (4)、时间分布相似性的计算：

[0014] 正常情况下乘客打卡时间应处于公交车到站时间之后，离站时间之前，但也会出

现由于车内拥挤等原因，乘客打卡延迟的情况，另外考虑到数据上传过程中某些延迟情况，

对GPS数据中的到离站时间进行如下处理：

[0015]

[0016] 其中，Tk为处理后的站点k的到离站时间， 为原始到站时间， 为原始离站时间，

Δt1为数据质量调整阈值，取值范围为4‑6秒，Δt2为打卡延迟调整阈值，取值范围为8‑12

秒；

[0017] 同一辆车的乘客打卡时间应落在公交车到离站的时间区间内，令 为线路li的

打卡设备p与GPS设备q之间的关联率，关联率越高，p和q越有可能对应同一辆车，关联率定

义为：

[0018]

[0019] (5)、关联结果的获取

[0020] 通过步骤(3)、(4)，我们可以由一天的数据获得打卡设备p与GPS设备q为同一辆

车，为了避免偶然性，同一车辆的打卡设备号和GPS设备号一定会在多天数据中出现关联，

结合各天数据，取设备匹配结果的众数，即可得到打卡设备和GPS设备的对应关系。

[002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取得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2] 针对缺少车辆对应关系的问题，提出了依据乘客打卡时间与公交车到离站时间重

叠性的关联率进行车辆匹配的算法，得到了车辆关联关系。解决了以青岛市为例的部分城

市由于IC卡数据质量原因不能对公交数据进行后续客流挖掘的困难，弥补了公交数据的不

足，使数据满足使用要求，为公交系统的管理、分析和优化提供了数据保障，且达到了良好

的实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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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涉及的算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实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本实施例涉及的一种公交支线设置方法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27] (1)、采集乘客打卡的历史数据：

[0028] 采集通过公交车IC卡系统收集乘客上车打卡的历史数据，所述历史数据包括打卡

设备的每一次打卡记录：打卡设备编号、线路编号、线路名称、卡号、交易日期和时间；

[0029] (2)、采集公交到离站GPS的历史数据：

[0030] 采集通过公交车GPS定位系统收集的到离站历史数据，所述历史数据包括GPS定位

设备的每一次到离站记录：GPS设备编号、线路编号、线路名称、停靠站点、到站时间、离站时

间；

[0031] (3)、匹配候选集的生成：

[0032] 若打卡设备和GPS定位设备对应同一辆公交车，则第一次打卡时间和发车时间必

然在时间上相近，若某打卡设备p中首次打卡时间出现在某GPS定位设备q的首次发车时间

之后Δt之内，才认为车辆p和q有可能为同一车辆，这样可以从GPS定位设备中找出候选的

打卡设备集合，Δt取值建议为1小时；

[0033] (4)、时间分布相似性的计算：

[0034] 正常情况下乘客打卡时间应处于公交车到站时间之后，离站时间之前，但也会出

现由于车内拥挤等原因，乘客打卡延迟的情况，另外考虑到数据上传过程中某些延迟情况，

对GPS数据中的到离站时间进行如下处理：

[0035]

[0036] 其中，Tk为处理后的站点k的到离站时间， 为原始到站时间， 为原始离站时间，

Δt1为数据质量调整阈值，建议为5秒左右，Δt2为打卡延迟调整阈值，建议为10秒左右；

[0037] 同一辆车的乘客打卡时间应落在公交车到离站的时间区间内，令 为线路li的

打卡设备p与GPS设备q之间的关联率，关联率越高，p和q越有可能对应同一辆车，关联率定

义为：

[0038]

[0039] (5)、关联结果的获取

[0040] 通过步骤(3)、(4)，我们可以由一天的数据获得打卡设备p与GPS设备q为同一辆

车，为了避免偶然性，同一车辆的打卡设备号和GPS设备号一定会在多天数据中出现关联，

结合各天数据，取设备匹配结果的众数，即可得到打卡设备和GPS设备的对应关系。

[0041] 实施例2

[0042] 本实施例使用青岛市公交GPS和IC打卡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青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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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集团和青岛交运集团。数据的时间范围为2017年3月14日‑18日、9月11日‑17日。使用上述

算法步骤，得到的部分GPS定位设备和IC打卡设备对饮关系如表1所示：

[0043] 表1  9月11日‑17日的321路公交线路设备匹配结果

[0044]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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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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