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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

测方法及系统，基于乘客历史AFC数据计算出行

行为指标，进一步分析刷卡乘客出行特征、提取

公交出行模式，在此基础上根据实时的上车站点

信息预测乘客下车站点，从而为出行者提供定制

化、智能化的公交出行服务。该种乘客公交出行

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及系统，能够为乘客提供更为

针对性且智能化的站点预测服务，显著提升信息

服务系统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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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基于乘客历史AFC数据计算出行行为指标，进

一步分析刷卡乘客出行特征、提取公交出行模式，在此基础上根据实时的上车站点信息预

测乘客下车站点，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获取时刻t公交上车刷卡卡号与上车站点a；将全天公交运营时间划分为若干时段，

时刻t∈[Ti,Ti+1]，Ti为时段i的开始时刻；

S2、根据AFC卡号，对乘客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进行汇集处理，计算出行行为指标；

步骤S2中，出行行为指标包括乘客公交出行线路重复系数R、乘客公交出行频次N、乘客每日

首次公交出行的起始站点位置差异系数SF和乘客每日末次公交出行的终点站点位置差异

系数SL，

乘客公交出行线路重复系数R，其计算公式为R＝C/LN，其中C为选定时间范围内该乘客

的公交出行总次数，LN为该时间范围内的该乘客所有公交出行中选择的公交线路数量；

乘客公交出行频次N，即统计在该时间范围内乘客公交出行的天数；

乘客每日首次公交出行的起始站点位置差异系数SF，其计算公式为SF＝TF/NF，其中TF

为选定时间范围内存在该乘客上车刷卡记录的天数，NF表示在该时间范围内的任一天存在

该乘客当日首次公交出行的上车刷卡记录的站点数；

乘客每日末次公交出行的终点站点位置差异系数SL，其计算公式为SL＝TL/NL，其中TL

为选定时间范围内存在该乘客下车刷卡记录的天数，NL表示在该时间范围内的任一天存在

乘客当日末次公交出行的下车刷卡记录的站点数；

S3、基于步骤S2所得的出行行为指标，采用高斯混合模型划分高强度群体及一般出行

群体，进一步分析刷卡乘客出行特征；步骤S3具体为，

S31、基于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值，确定聚类模型，即确定聚类数目以及聚类所采用的协

方差模式；其中BIC＝K  ln(n)‑2ln(L)，K为聚类数目，n为样本数量，L为似然函数；

S32、根据步骤S31选定的聚类模型，对步骤S2的出行行为指标进行聚类处理；

S33、根据步骤S32的聚类结果，对每一聚类群体的人均天出行次数进行统计，若群体的

统计值超过阈值，则对应群体具有高强度出行属性，将其判定为高强度出行群体；否则为一

般出行群体；

S34、根据乘客AFC卡号，从高强度出行群体、一般出行群体中识别该乘客群体归属，从

而分析乘客的出行特征，在高强度出行与一般出行中选其一；

S4、根据步骤S3得出的乘客出行特征进行下车站点进行预测；对于高强度出行乘客，采

用贝叶斯估计模型对其下车站点进行预测；对于一般出行乘客，采用历史数据统计进行预

测下车站点。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历史

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的时间范围不低于1个月。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高强

度出行乘客的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具体为：

在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中筛选出[Ti,Ti+1]时段内存在的a站上车刷卡数据，生成历

史下车站点集合B＝{b1,b2,...,bm}，其中b为下车站点；在某一站点bk下车的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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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Ti,a)表示在[Ti,Ti+1]时段内在a站上车，该乘客在站点bj下车的先验概率p

(B＝bj)＝βj/M，M为该乘客历史公交出行总次数，βj为站点bj下车的公交出行次数；

p(X|B＝bj)＝p(Ti，a|B＝bj)＝p(Ti|B＝bj)p(a|B＝bj)，其中p(Ti|B＝bj)为以站点bj为目标

下车站点前提下在[Ti,Ti+1]时段内上车的概率，依据该乘客公交出行的历史记录，拟合出

其相应的先验概率分布函数；p(a|B＝bj)为以站点bj为目标下车站点前提下在a站上车的概

率，直接根据历史记录统计得到其先验概率；计算在B＝{b1,b2,...,bm}各站点的下车概率，

并将概率值最大的站点作为该乘客在时刻t上车后的预测下车站点bp。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一般

出行乘客的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具体为：

在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中筛选出[Ti,Ti+1]时段内存在a站上车刷卡数据的记录，生

成历史下车站点集合B＝{b1,b2,...,bm}，统计在各站点的下车次数β，将β最大的站点作为

该乘客在时刻t上车后的预测下车站点。

5.一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公交乘客提供依托于智能移动

设备的应用功能，自动实时定位，预测乘客的公交出行上、下车站点以及公交行程时间，包

括定位模块、地图模块、特征分析模块、站点预测模块和出行预测模块；

定位模块：根据乘客实时定位坐标，进行地图匹配，并根据公交站点的坐标，识别出乘

客附近站点，将距离最近的站点预测为上车站点；同时，获取公交车实时GPS定位数据，与站

点坐标进行匹配，确定公交车在每一站点的到站时间；

地图模块：基于离线地图数据构建电子地图底图，实现图层叠加以及基础地图操作功

能；定位模块将定位坐标传输至地图模块，通过叠加图层实现乘客的地图定位；

特征分析模块：根据输入的公交卡号，从数据库中提取该卡号的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

记录，采用刷卡乘客出行特征分析方法，判断乘客的出行类型；

站点预测模块：根据上车站点以及特征分析模块输出的乘客出行类型，采用权利要求

1‑4任一项所述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预测乘客下车站点bp；

出行预测模块：获取站点预测模块输出的上车站点a与下车站点bp，并从定位模块获取

公交车在各站点的到站时间，预测从上车站点a行驶至下车站点bp的公交出行时间。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系统，其特征在于：特征分析模块

中，公交卡号输入方式包括乘客自行输入、AFC刷卡系统对接。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系统，其特征在于：特征分析模块

中，上车站点a的确定方式为：若乘客向系统输入了明确的站点名称，则根据输入数据确定

上车站点；若系统接收到公交AFC刷卡数据，则通过账号匹配检索出该乘客的动态刷卡记

录，读取上车站点；若乘客未向系统输入上车站点，同时也无法获取乘客的刷卡数据，则从

地图模块获取预测的上车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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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地面公交在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分担率平均不足20％，基础设施不足、线网  布局不

够合理、运营管理智能化水平有限等因素都直接影响了公交运营服务水  平，但究其根本，

客流信息基础薄弱是主要原因之一。

[0003] 目前在乘客下车行为分析方面，主要以站点为分析单位，对站点下车客流  量或站

点间的出行OD进行估计。由此获得的指标结果能够满足管理方的宏观  监管与规划需求，却

难以应用到出行者的信息服务中。就出行者而言，定制化  且有针对性的信息是提升其服务

体验的关键。如何对个体的公交出行行为进行  智能化地分析与描述，是当前优化公交服务

质量的重难点。目前的公交服务系 统(APP)可进行站点查询时需要乘客自行输入站点或线

路名称，或需手动设  置常用站点，或直接通过定位查询附近站点。若能够智能化地预测乘

客的下车  站点并进行自动地信息推送，则能显著提升用户体验，提高公交信息服务质量。

[0004] 通过AFC刷卡数据与车载GPS定位数据或公交行程单的时间匹配是当前  公交上下

车站点识别的主要手段；在缺少刷卡数据时，专利CN201611002208.2 《基于IC卡的公交车

辆当日下车站点识别方法与系统》通过换乘分析进行下车  站点识别，CN201610229224 .9

《一种基于智能公交系统数据的公交乘客OD推  算方法》通过相邻刷卡记录间的关联性进行

站点估计。但此类方法都是对已结  束的公交出行行程进行的数据分析，下车站点的估计依

赖于后续的公交出行行 为，无法满足即时预测的应用需求。

[0005] 针对这一缺陷，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公交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和系统，在行程  开始前

或行程中即可完成对下车站点的估计、预测，从而为乘客提供更为智能  化且有针对性的公

交信息服务。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及系统解决现有  技术

中存在的均是对已结束的公交出行行程进行的数据分析，下车站点的估计  依赖于后续的

公交出行行为，无法满足即时预测的应用需求的问题。

[0007]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0008] 一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基于乘客历史AFC数据计算出行行  为指

标，进一步分析刷卡乘客出行特征、提取公交出行模式，在此基础上根据  实时的上车站点

信息预测乘客下车站点，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获取时刻t公交上车刷卡卡号与上车站点a；将全天公交运营时间划分  为若干

时段，时刻t∈[Ti,Ti+1]，Ti为时段i的开始时刻；

[0010] S2、根据AFC卡号，对乘客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进行汇集处理，计算  出行行为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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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S3、基于步骤S2所得的出行行为指标，采用高斯混合模型划分高强度群体  及一般

出行群体，进一步分析刷卡乘客出行特征；

[0012] S4、根据步骤S3得出的乘客出行特征进行下车站点进行预测；对于高强度  出行乘

客，采用贝叶斯估计模型对其下车站点进行预测；对于一般出行乘客，  采用历史数据统计

进行预测下车站点。

[0013] 进一步地，步骤S2中，出行行为指标包括乘客公交出行线路重复系数R、  乘客公交

出行频次N、乘客每日首次公交出行的起始站点位置差异系数SF和乘  客每日末次公交出行

的终点站点位置差异系数SL，

[0014] 乘客公交出行线路重复系数R，其计算公式为R＝C/LN，其中C为选定时  间范围内

该乘客的公交出行总次数，LN为该时间范围内的该乘客所有公交出行  中选择的公交线路

数量；

[0015] 乘客公交出行频次N，即统计在该时间范围内乘客公交出行的天数；

[0016] 乘客每日首次公交出行的起始站点位置差异系数SF，其计算公式为  SF＝TF/NF，

其中TF为选定时间范围内存在该乘客上车刷卡记录的天数，NF表  示在该时间范围内的任

一天存在该乘客当日首次公交出行的上车刷卡记录的站 点数；

[0017] 乘客每日末次公交出行的终点站点位置差异系数SL，其计算公式为  SL＝TL/NL，

其中TL为选定时间范围内存在该乘客下车刷卡记录的天数，NL表  示在该时间范围内的任

一天存在乘客当日末次公交出行的下车刷卡记录的站点 数。

[0018] 进一步地，步骤S3中，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的时间范围不低于1个月。

[0019] 进一步地，步骤S3具体为，

[0020] S31、基于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值，确定聚类模型，即确定聚类数目以及  聚类所采

用的协方差模式；其中BIC＝Kln(n)‑2ln(L)，K为聚类数目，n为样  本数量，L为似然函数；

[0021] S32、根据步骤S31选定的聚类模型，对步骤S2的出行行为指标进行聚类 处理；

[0022] S33、根据步骤S32的聚类结果，对每一聚类群体的人均天出行次数进行统  计，若

群体的统计值超过阈值，则对应群体具有高强度出行属性，将其判定为  高强度出行群体；

否则为一般出行群体；

[0023] S34、根据乘客AFC卡号，从高强度出行群体、一般出行群体中识别该乘  客群体归

属，从而分析乘客的出行特征，在高强度出行与一般出行中选其一。

[0024] 进一步地，步骤S4中，高强度出行乘客的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具体为：

[0025] 在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中筛选出[Ti,Ti+1]时段内存在的a站上车刷卡数  据，

生成历史下车站点集合B＝{b1,b2,...,bm}，其中b为下车站点；在某一站点  bk下车的概率

为：

[0026]

[0027] 其中，X＝(Ti,a)表示在[Ti,Ti+1]时段内在a站上车，该乘客在站点bj下车 的先验

概率p(B＝bj)＝βjM，M为该乘客历史公交出行总次数，βj为站点bj下车的公交出行次数；

p(X|B＝bj)＝p(Ti，a|B＝bj)＝p(Ti|B＝bj)p(a|B＝bj)，  其中p(Ti|B＝bj)为以站点bj为目

标下车站点前提下在[Ti,Ti+1]时段内上车的概  率，依据该乘客公交出行的历史记录，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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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相应的先验概率分布函数；  p(a|B＝bj)为以站点bj为目标下车站点前提下在a站上车

的概率，直接根据历 史记录统计得到其先验概率；计算在B＝{b1,b2,...,bm}各站点的下车

概率，并将 概率值最大的站点作为该乘客在时刻t上车后的预测下车站点bp。

[0028] 进一步地，步骤S4中，一般出行乘客的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具体为：

[0029] 在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中筛选出[Ti ,Ti+1]时段内存在a站上车刷卡数据  的

记录，生成历史下车站点集合B＝{b1,b2,...,bm}，统计在各站点的下车次数β，  将β最大的

站点作为该乘客在时刻t上车后的预测下车站点。

[0030] 一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系统，公交乘客提供依托于智能移动设备的  应

用功能，自动实时定位，预测乘客的公交出行上、下车站点以及公交行程时 间，包括定位模

块、地图模块、特征分析模块、站点预测模块和出行预测模块；

[0031] 定位模块：根据乘客实时定位坐标，进行地图匹配，并根据公交站点的坐  标，识别

出乘客附近站点，将距离最近的站点预测为上车站点；同时，获取公  交车实时GPS定位数

据，与站点坐标进行匹配，确定公交车在每一站点的到站 时间；

[0032] 地图模块：基于离线地图数据构建电子地图底图，实现图层叠加以及基础  地图操

作功能；定位模块将定位坐标传输至地图模块，通过叠加图层实现乘客 的地图定位；

[0033] 特征分析模块：根据输入的公交卡号，从数据库中提取该卡号的历史公交  上下车

刷卡记录，采用刷卡乘客出行特征分析方法，判断乘客的出行类型；

[0034] 站点预测模块：根据上车站点以及特征分析模块输出的乘客出行类型，采  用上述

任一项所述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预测乘客下车站点bp；

[0035] 出行预测模块：获取站点预测模块输出的上车站点a与下车站点bp，并从  定位模

块获取公交车在各站点的到站时间，预测从上车站点a行驶至下车站点  bp的公交出行时

间。

[0036] 进一步地，特征分析模块中，公交卡号输入方式包括乘客自行输入、AFC  刷卡系统

对接。

[0037] 进一步地，特征分析模块中，上车站点a的确定方式为：若乘客向系统输  入了明确

的站点名称，则根据输入数据确定上车站点；若系统接收到公交AFC  刷卡数据，则通过账号

匹配检索出该乘客的动态刷卡记录，读取上车站点；若  乘客未向系统输入上车站点，同时

也无法获取乘客的刷卡数据，则从地图模块 获取预测的上车站点。

[003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9] 一、该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及系统，基于乘客历史AFC数据  计算出

行行为指标，进一步分析刷卡乘客出行特征、提取公交出行模式，在此  基础上根据实时的

上车站点信息预测乘客下车站点，从而为出行者提供定制化、  智能化的公交出行服务。

[0040] 二、本发明基于AFC历史数据计算公交乘客出行行为指标，采用高斯混合  模型分

析群体出行特征。对于高出行强度乘客，采用贝叶斯估计模型对其下车  站点进行预测。本

发明的乘客公交出行预测系统能够根据估计或预测的上车站  点信息进行智能化的下车站

点以及行程时间预测。

[0041] 三、在公交服务中，该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及系统，能够为  乘客提

供更为针对性且智能化的站点预测服务，显著提升信息服务系统的用户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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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43] 图2是实施例中聚类模型BIC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

[0045] 实施例

[0046] 一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如图1，基于乘客历史AFC数据计  算出行行

为指标，进一步分析刷卡乘客出行特征、提取公交出行模式，在此基  础上根据实时的上车

站点信息预测乘客下车站点，具体步骤为：

[0047] S1、获取时刻t公交上车刷卡卡号与上车站点a；将全天公交运营时间划分  为若干

时段，时刻t∈[Ti,Ti+1]，Ti为时段i的开始时刻。

[0048] S2、根据AFC卡号，对乘客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进行汇集处理，计算  出行行为

指标；其中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的时间范围不低于1个月；出行 行为指标包括：

[0049] (1)乘客公交出行线路重复系数R，其计算公式为R＝C/LN，其中C为选  定时间范围

内该乘客的公交出行总次数，LN为该时间范围内的该乘客所有公交  出行中选择的公交线

路数量。

[0050] (2)乘客公交出行频次N，即统计在该时间范围内乘客公交出行的天数。

[0051] (3)乘客每日首次公交出行的起始站点位置差异系数SF，其计算公式为SF＝TF/

NF，其中TF为选定时间范围内存在该乘客上车刷卡记录的天数，NF表  示在该时间范围内的

任一天存在该乘客当日首次公交出行的上车刷卡记录的站 点数。

[0052] (4)乘客每日末次公交出行的终点站点位置差异系数SL，其计算公式为  SL＝TL/

NL，其中TL为选定时间范围内存在该乘客下车刷卡记录的天数，NL表  示在该时间范围内的

任一天存在乘客当日末次公交出行的下车刷卡记录的站点 数。

[0053] S3、基于出行行为指标，采用高斯混合模型划分高强度群体及一般出行群  体，进

一步分析刷卡乘客出行特征；具体步骤为：

[0054] S31、基于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值，确定聚类模型，即确定聚类数目以及  聚类所采

用的协方差模式；其中BIC＝Kln(n)‑2ln(L)，K为聚类数目，n为样  本数量，L为似然函数。

[0055] 实施例中选用了四种备选协方差模式，分别为：(1)每种聚类类别采用各  自的协

方差矩阵；(2)所有聚类类别均采用统一的协方差矩阵；(3)每种聚类  类别采用各自的对角

协方差矩阵；(4)每种聚类类别采用各自的常数值协方差；  BIC结果如图2所示；根据BIC值

选择的聚类数为5，协方差模式为(1)。

[0056] S32、根据步骤S31选定的聚类模型，对步骤S2的出行行为指标进行聚类 处理。

[0057] S33、根据聚类结果，对每一聚类群体的人均天出行次数进行统计，若群体 的统计

值超过阈值，则对应群体具有高强度出行属性，将其判定为高强度出行  群体；否则为一般

出行群体。

[0058] S34、根据乘客AFC卡号，从高强度出行群体、一般出行群体中识别该乘  客群体归

属，从而分析乘客的出行特征，在高强度出行与一般出行中选其一。

[0059] S4、根据乘客出行特征进行下车站点进行预测；对于高强度出行乘客，采  用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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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估计模型对其下车站点进行预测；对于一般出行乘客，采用历史数据 统计对其下车站点

进行预测。

[0060] 步骤S4中，高强度出行乘客的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具体为：

[0061] 在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中筛选出[Ti,Ti+1]时段内存在的a站上车刷卡数  据，

生成历史下车站点集合B＝{b1 ,b2 ,...,bm}，其中b为下车站点；在某一站点bk下车的概率

为：

[0062]

[0063] 其中，X＝(Ti,a)表示在[Ti,Ti+1]时段内在a站上车，该乘客在站点bj下车 的先验

概率p(B＝bj)＝βjM，M为该乘客历史公交出行总次数，βj为站点bj下车的公交出行次数；p(X

|B＝bj)＝p(Ti，a|B＝bj)＝p(Ti|B＝bj)p(a|B＝bj)，  其中p(Ti|B＝bj)为以站点bj为目标下

车站点前提下在[Ti,Ti+1]时段内上车的概率，  依据该乘客公交出行的历史记录，拟合出其

相应的先验概率分布函数；  p(a|B＝bj)为以站点bj为目标下车站点前提下在a站上车的概

率，直接根据历  史记录统计得到其先验概率；计算在B＝{b1 ,b2,...,bm}各站点的下车概

率，并将 概率值最大的站点作为该乘客在时刻t上车后的预测下车站点bp。

[0064] 步骤S4中，一般出行乘客的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具体为：

[0065] 在历史公交上下车刷卡记录中筛选出[Ti ,Ti+1]时段内存在a站上车刷卡数据  的

记录，生成历史下车站点集合B＝{b1,b2,...,bm}，统计在各站点的下车次数β，  将β最大的

站点作为该乘客在时刻t上车后的预测下车站点。

[0066] 实施例中的下车站点预测结果示例如下表：

[0067] 卡号 上车站点ID 上车刷卡时间 下车站点ID 

215301* 8101000D 18:12:13 81010021 

215300* 81011313 19:00:03 81011318 

215300* 81012505 16:04:13 81012512 

215300* 81001809 5:38:51 81001812 

215301* 81012614 12:14:16 81012610 

215301* 8101000F 13:07:27 81010004 

310483* 8101021E 19:46:39 81010217 

215301* 81010219 9:29:28 81010210 

310483* 81010811 14:09:09 8101081A 

310483* 8101121D 10:34:20 81011205 

[0068] 实施例还提供一种采用上述乘客公交出行预测方法的乘客公交出行预测系  统，

该系统为公交乘客提供依托于智能移动设备的应用功能，自动实时定位，  预测乘客的公交

出行上、下车站点以及公交行程时间，包括定位模块、地图模  块、特征分析模块、站点预测

模块和出行预测模块。

[0069] 定位模块根据乘客实时定位坐标，进行地图匹配，并根据公交站点的坐标，  识别

出乘客附近站点，将距离最近的站点预测为上车站点；同时，定位模块获  取公交车实时GPS

定位数据，与站点坐标进行匹配，确定公交车在每一站点的  到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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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地图模块：基于离线地图数据构建电子地图底图，实现图层叠加以及基础  地图操

作功能；定位模块将定位坐标传输至地图模块，通过叠加图层实现乘客 的地图定位。

[0071] 特征分析模块根据输入系统的公交卡号，从数据库中提取该卡号的历史公  交上

下车刷卡记录，采用刷卡乘客出行特征分析方法，判断乘客的出行类型；  公交卡号输入方

式包括乘客自行输入、AFC刷卡系统对接。

[0072] 站点预测模块根据上车站点以及特征分析模块输出的乘客出行类型，采用  下车

站点预测方法，预测乘客下车站点bp；其中上车站点a的确定方式为：若  乘客向系统输入了

明确的站点名称，则根据输入数据确定上车站点；若系统接 收到公交AFC刷卡数据，则通过

账号匹配检索出该乘客的动态刷卡记录，读取  上车站点；若乘客未向系统输入上车站点，

同时也无法获取乘客的刷卡数据，  则从地图模块获取预测的上车站点。

[0073] 出行预测模块获取站点预测模块输出的上车站点a与下车站点bp，并从定  位模块

获取公交车在各站点的到站时间，预测从上车站点a行驶至下车站点bp 的公交出行时间。

[0074] 该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及系统，基于乘客历史AFC数据计算  出行行

为指标，进一步分析刷卡乘客出行特征、提取公交出行模式，在此基础  上根据实时的上车

站点信息预测乘客下车站点，从而为出行者提供定制化、智 能化的公交出行服务。

[0075] 本发明基于AFC历史数据计算公交乘客出行行为指标，采用高斯混合模型  分析群

体出行特征。对于高出行强度乘客，采用贝叶斯估计模型对其下车站点  进行预测。本发明

的乘客公交出行预测系统能够根据估计或预测的上车站点信  息进行智能化的下车站点以

及行程时间预测。

[0076] 在公交服务中，该种乘客公交出行下车站点预测方法及系统，能够为乘客  提供更

为针对性且智能化的站点预测服务，显著提升信息服务系统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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