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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及检

测系统。其方法为：通过道路监控摄像头抓拍获

得出租车车牌，将所述获得的出租车车牌号以及

道路监控摄像头的位置以及抓拍时间传输到数

据中心；以所述获得的车牌号为索引在数据中心

数据库中检索挂有该车牌号的车辆的GPS数据以

及相应的时间数据；计算该车牌号被抓拍的位置

即道路监控摄像头的位置与数据中心记录的车

辆车牌号的特定GPS数据之间的最短路径，并计

算数据中心记录车辆车牌号的某时间间隔的GPS

数据之间的最短路径，最后判断所得到的两最短

路径之间的大小，判断该出租车是否被克隆。其

系统为：车牌信息传输系统，车牌信息检索系统，

车牌信息匹配系统以及匹配结果传输系统；本发

明实施例具有可靠性、便捷性、高效性、实时性等

特点，而且成本低、可移植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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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道路监控摄像头抓拍获得出租车车牌

号，将所述获得的出租车车牌号以及道路监控摄像头的位置、拍摄时间传输到数据中心；以

所述获得的车牌号为索引在数据中心数据库中检索挂有该车牌号的车辆的GPS数据以及相

应时间信息，形成该车牌号的GPS轨迹；记录与该车牌号被抓拍的时间最接近的数据中心记

录的以该车牌号为索引形成的时间，并计算该时间点的GPS位置与道路监控摄像头的GPS位

置之间的最短路径，并计算数据中心记录车辆车牌号的某时间间隔的GPS数据之间的最短

路径，最后判断所得到的两最短路径的大小，判断该出租车是否被克隆；所述监控摄像头的

位置以及摄像头抓拍时间记为第一类数据，将所述监控摄像头获得的车牌号以及该车牌号

在数据中心检索到的GPS数据以及GPS对应时间为第二类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通过道路监控摄像头

抓拍获得出租车车牌号分为在日间时段与夜间时段，其中在夜间时段，摄像头抓拍车辆时

使用前后补光灯照射车辆进行补光获得较清晰车牌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得的出租车车牌号

及摄像头位置过程为：在出租车车辆经过摄像头处触发路底感应线圈后摄像头进行拍照得

到车辆车牌号，将车辆车牌号与摄像头位置、拍摄时间传输到数据中心，所述摄像头位置为

摄像头的经纬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以获得的车牌号为索

引在数据中心数据库中检索该车牌号的GPS数据以及相应时间信息过程为：每辆出租车与

车牌号以及GPS定位器相互之间一一对应，所以同一时间不可能出现两个不同的GPS位置，

通过车牌号为索引的方法检索到唯一对应的出租车GPS数据以及时间信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计算该车牌号被抓拍的位

置即道路监控摄像头的位置与数据中心记录的车辆车牌号的特定GPS数据之间的最短路径

过程为：先将所述出租车GPS数据按照GPS数据获取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处理，并对数据

进行处理，然后，取所获取的摄像头拍摄时间t与所述清洗完成的GPS数据的对应时间最接

近的GPS数据，将此数据记为 将所获取的摄像头处的GPS点记为(llat,llon)，通过

Dijstra算法计算点 与(llat,llon)之间的最短路径，记为L。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计算数据中心记录车

辆车牌号的某时间间隔的GPS数据之间的最短路径过程是：假设车载GPS设备的采样周期为

tgps(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出租车行业标准要求GPS设备的采样周期为30秒)，按照以第一

数据中摄像头拍摄时间t为起点在第二数据中GPS数据对应时间向后倒推两个周期2tgps，即

t-2tgps。取tgps的2倍具体原因是：当一个GPS设备采样周期结束，两辆车辆之间最大距离为

背向行驶时的距离，由于车辆车速与当前道路车流速度相匹配，所以用其中两辆车车速与

当前车流速度是相匹配的假设其中一辆车是固定不动的,此时可以通过计算一辆车在2倍

GPS设备采样周期结束行驶的距离代替两辆车辆之间最大距离。在所获得的GPS轨迹取t-

2tgps时间点的GPS数据，将此GPS数据记为 计算点 与点

之间的最短路径，记为Lpre，由于GPS数据经过清洗，故有可能存在向后倒推2tgps后

的时间点对应的GPS数据不存在，此时就将与t-2tgps最接近的时间点的GPS位置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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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点 与点 之间的最短路径，记为Lpre。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最后判断所得到的两

最短路径的大小，判断该出租车是否被克隆具体过程为：判断数据中心记录车辆车牌号的

某时间间隔的GPS数据之间的最短路径Lpre与道路监控摄像头的位置与数据中心记录的车

辆车牌号的特定最短路径L的大小，当Lpre≥L时，则车辆没有被克隆，当Lpre<L，则认为该车

辆为克隆车。

8.一种克隆出租车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车牌信息传输系统，车牌信息检索系

统，车牌信息匹配系统以及匹配结果传输系统；

所述车牌信息传输系统，由道路摄像头将拍摄到的车牌信息传输到数据中心；

所述车牌信息检索系统，以所述摄像头拍摄到的出租车车牌号信息为索引查找数据库

中该车牌号的出租车产生的GPS轨迹信息；

所述车牌信息匹配系统，将所述检索到的GPS轨迹与摄像头拍摄到的位置信息进行对

比，得到对比结果；

所述匹配结果传输系统，将所述匹配信息结果推荐到疑似克隆车数据库中，形成疑似

车辆库供监管部门执法人员进行克隆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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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及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大数据以及计算机技术与交通信息结合判断克隆出租车的

检测方法及检测系统，属于智能交通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出租车作为现代都市随处可见的交通工具，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但是随着出

租车队伍的日渐庞大，出租车行业的监管面临的难题接踵而至，成为扰乱公共交通安全的

毒瘤。出租车行业存在很多违规现象但却得不到有力的监管，例如：议价行为、克隆行为、改

表行为、他人代驾等。其中克隆行为主要是指：不法分子模仿出租车外观对普通车辆进行非

法改装，使用仿照的车牌号上路运行。这些克隆车多存在安全隐患问题。

[0003] 目前监管部门对克隆车的检测主要依靠经验积累的四条准则，如：1)望，主要是观

察车牌外形，从形、色、字的角度对克隆车进行基本判断；2)摸，用手触摸车牌，看是否克隆；

3)问，直接询问司机相关证件以及运营执照等；4)查，记录下车辆车牌号以及车辆外形后在

车辆管理部门进行网上查询车辆的登记档案；目前这些方法主要依靠人力监管，但由于监

管人员不足，监管人员的数量与监管面积不匹配导致监管力度不够，大量克隆车仍活跃在

城市道路上。

[0004] 现有的出租车克隆检测技术主要研究通过硬件检测克隆车辆，结构复杂、装配麻

烦且精确度不能保障。例如：现有的一种出租车克隆行为检测装置分为多个部分，使用时需

要人工将各个部分拼接起来，然后人工携带检查出租车是否被克隆，存在安装、拆卸问题，

使用极不方便。

[0005] 现有专利主要针对非运营车辆克隆车行为检测，由于非运营车辆不包含GPS数据

信息所以当前方法不能高效地利用出租车GPS信息，解决克隆出租车问题。

[0006] 因此，现有的克隆车检测的难点在于，很多克隆车经过非法改造后，与真出租车外

观基本一致，在大量运营的出租车中，单纯凭借人工检查的方法不能直接准确地判断出该

车辆是否是克隆车。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技术解决问题：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及检

测系统，具有可靠性、便捷性、高效性、实时性等特点，而且成本低、可移植性强。

[0008] 本发明技术解决方案：

[0009] 一种克隆出租车检测方法，通过道路监控摄像头抓拍获得出租车车牌号，将所述

获得的出租车车牌号以及道路监控摄像头的位置、拍摄时间传输到数据中心；以所述获得

的车牌号为索引在数据中心数据库中检索挂有该车牌号的车辆的GPS数据以及相应时间信

息，形成该车牌号的GPS轨迹；计算该车牌号被抓拍的位置即道路监控摄像头的位置与数据

中心记录的车辆车牌号的特定GPS数据之间的最短路径，并计算数据中心记录车辆车牌号

的某时间间隔的GPS数据之间的最短路径，最后判断所得到的两最短路径的大小，判断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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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是否被克隆。

[0010] 所述通过道路监控摄像头抓拍获得出租车车牌号的实施例分为两种情况，在日间

时段与夜间时段，其中在夜间摄像头抓拍车辆时使用前后补光灯照射车辆进行补光获得较

清晰车牌号。

[0011] 所述获得的出租车车牌号以及摄像头位置具体是指在出租车车辆经过摄像头处

触发路底感应线圈后摄像头进行拍照得到车辆车牌号，将车辆车牌号与摄像头位置、拍摄

时间传输到数据中心，所述摄像头位置是指摄像头的经纬度。

[0012] 所述以获得的车牌号为索引在数据中心数据库中检索该车牌号的GPS数据以及相

应时间信息具体是指由于每辆出租车与车牌号以及GPS定位器相互之间一一对应，所以同

一时间不可能出现两个不同的GPS位置，故通过车牌号为索引的方法可以检索到唯一对应

的出租车GPS数据以及时间信息。

[0013] 所述监控摄像头的位置以及摄像头抓拍时间在此发明实施例中记为第一类数据，

将所述监控摄像头获得的车牌号以及该车牌号在数据中心检索到的GPS数据以及GPS对应

时间在此发明实施例中记为第二类数据。

[0014] 将所述第一数据中监控摄像头位置记为(llat,llon)，将摄像头抓拍时间记为t。

[0015] 计算该车牌号被抓拍的位置(llat,llon)即道路监控摄像头的位置与数据中心记录

的车辆车牌号的特定GPS数据之间的最短路径具体是指先将所述出租车GPS数据按照GPS数

据获取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序处理，并对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取所获取的摄像头拍摄时间

t与所述清洗完成的GPS数据的对应时间最接近的GPS数据，将此数据记为 将所获

取的摄像头处的GPS点记为(llat,llon)，通过Dijstra算法计算点 与(llat,llon)之间

的最短路径，记为L。所述计算第二数据中GPS对应时间的某时间间隔的GPS数据之间的最短

路径是指：假设车载GPS设备的采样周期为tgps(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出租车行业标准要求

GPS设备的采样周期为30秒)，按照以第一数据中摄像头拍摄时间t为起点在第二数据中GPS

数据对应时间向后倒推2tg ps，即t-2tg ps，将此GPS数据记为 计算点

与点 之间的最短路径，记为Lpre，由于GPS数据经过清洗，故有可

能存在向后倒推2tgps后的时间点对应的GPS数据不存在，此时就将与t-2tgps最接近的时间

点的GPS位置记为 计算点 与点 之间的最短

路径，记为Lpre。所述最后判断所得到的两最短路径的大小，判断该出租车是否被克隆具体

是指判断Lpre与L的大小，当Lpre≥L时，则车辆没有被克隆，当Lpre<L，则认为该车辆为克隆

车。

[0016] 如图2所示，本发明一种克隆出租车检测系统，包括：车牌信息传输系统，车牌信息

检索系统，车牌信息匹配系统以及匹配结果传输系统。

[0017] 所述车牌信息传输系统具体是指道路摄像头将拍摄到的车牌信息传输到数据中

心，所述车牌信息检索系统具体是指以所述摄像头拍摄到的出租车车牌号信息为索引查找

数据库中该车牌号的出租车产生的GPS轨迹信息，所述车牌信息匹配系统具体是指将所述

检索到的GPS轨迹与摄像头拍摄到的位置信息进行对比，得到对比结果，所述匹配结果传输

系统具体是指将所述匹配信息结果推荐到疑似克隆车数据库中，形成疑似车辆库供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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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执法人员进行克隆车检测。

[001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本发明利用所获取的信息进行相关计算，并

进行判断，将判断结果推送至监管部门，监管部门根据系统提供的可疑克隆车出租车名单，

有针对性的对该车牌号车辆进行监管，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减轻了监管人员工作负

担，保障了公众出行的安全。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出租车克隆行为检测方法原理图；

[0020] 图2为出租车克隆行为检测系统图；

[0021] 图3为车辆被抓拍数据流程图；

[0022] 图4为车辆信息检索系统与数据信息匹配系统流程图；

[0023] 图5为疑似克隆车运行轨迹与监控位置图；

[0024] 图6为正常出租车运行轨迹与监控位置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6] 如图1所示，本发明技术实施步骤如下：

[0027] 现当今，城市交通道路基本覆盖摄像头，且配备补光灯，通过补光灯在夜间进行补

光可以准确获得车辆车牌号信息。如图3所示，当车辆经过摄像头处感应线圈后触发感应线

圈摄像头即进行拍照，将所述获得的出租车车牌号以及监控摄像头的位置、拍摄时间传输

到数据中心，将所述监控摄像头的位置记为(llat,llon)，拍摄时间记为t，以所述获得的车牌

号为索引在数据中心数据库中检索相关GPS数据以及相应时间信息，将获得的相关GPS数据

进行清洗，具体原因为：当出租车经过立交桥或者高大建筑物、隧道时，GPS信号传输会受到

影响导致缺失或者失真，具体操作为通过限定GPS范围在北京市内来保证GPS信号的准确

性。经过数据预处理之后，所获每辆出租车的GPS信息不会出现大面积缺失，只会出现非常

短时数据缺失。这是由于出租车行业管理要求出租车必须保证GPS设备的正常运行，不能随

意关闭或人为破坏GPS设备，否则将对出租车承运人和出租车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0028] 其次，由于出租车与出租车牌以及GPS装置一一对应，同一时间一辆出租车不可能

产生两个不同的GPS位置信息，故而，可以得知每辆出租车只能产生一条GPS轨迹。将所述清

洗后的GPS数据按照对应时间信息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序产生出租车行驶轨迹，如

图5所示，为克隆出租车的运行轨迹与监控位置示意图，由图上可以看出正常出租车运行轨

迹与摄像头位置不匹配，而图6可以看出，正常车辆的GPS轨迹与摄像头位置是匹配的。

[0029] 其次，通过取所获取的摄像头拍摄时间t与所述清洗完成的GPS数据的对应时间最

接近的GPS数据，将此数据记为 将所获取的摄像头处的GPS点记为(llat,llon)，通

过Dijstra算法计算点 与(llat,llon)之间的最短路径，记为L。

[0030] 其次，如图4所示，取与所获取的摄像头拍摄时间t最接近的所述清洗完成的GPS数

据的对应时间点，将该时间点记为tGPS，按照tGPS向后取2tgps秒(以北京地区为例，GPS发射周

期为30秒)得到一个时间点，记该时间点为t-2tgps，将此GPS数据记为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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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点 与点 之间的最短路径，记为Lpre，由于GPS数据经过清洗，故

有可能存在向后倒推2tgps秒后的时间点对应的GPS数据不存在，此时就将与t-2tgps最接近

的时间点的GPS位置记为 计算点 与点 之间的

最短路径，记为Lpre。其中，所述取2tgps秒的原因是：一个GPS传输周期的车辆行驶距离意味

着车辆行驶最大波动范围，在实际情况中，两车背向行驶时车辆最大波动范围可视为车辆

在两个GPS传输周期内的行驶距离。

[0031] 最后，判断所得到的两最短路径的大小，判断该出租车是否被克隆具体是指判断

Lpre与L的大小，当Lpre≥L时，则车辆没有被克隆，当Lpre<L，则认为该车辆为克隆车。

[0032] 将可疑克隆车辆存放在可疑车辆库中，执法人员根据可疑车辆库中的车牌号码进

行执法检查，经过实际验证，本发明实施例的准确度为89％。

[0033]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可以分为三个模块，如图2所示，包括车牌信息传输系统，

车牌信息检索系统，车牌信息匹配系统以及匹配结果传输系统。

[0034] 以上对具体实施方式描述，本领域相关技术人员可以清楚了解各实施方式可以借

助软件实现，并将实现结果应用到某平台使用，如：手机应用APP、电脑软件。基于这样的理

解，上述技术方案本质上可以说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部分可以用通过在手机以及电脑上

搭载软件的形式展示出来。

[0035] 综上所述，应该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

行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转换；而这些修改或转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技术方案

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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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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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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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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