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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涉及用于提供位置信息分析机制的

装置、系统和方法。所述位置信息分析机制被配

置为分析位置信息以便提取有关移动设备或移

动设备用户(被统称为目标实体)的上下文信息

(例如，简档)。所述位置信息分析机制能够包括

分析与目标实体关联的位置数据点以便确定与

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特性，并且使用所述特性预

测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属性。一组预测的属性

能够形成所述目标实体的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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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分析目标实体的移动的装置，包括：

一个或多个接口，其被配置为提供与计算设备的通信；以及

处理器，其与所述一个或多个接口通信并被配置为运行一个或多个模块，所述一个或

多个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

从所述计算设备接收对应于目标实体的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

通过对以空间和/或时间界定的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个或多个进行分组，

从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一个或多个会话；

根据会话之间的物理邻近性，确定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的一个或多个集群；

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所述一个或多个集群、以及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

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属性；以及

基于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提供所述目标实体的简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确定所述时间

系列位置数据点的准确性，并且基于所确定的准确性丢弃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

个或多个所述位置数据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基于与其它目

标实体关联的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的所述准确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基于在特定时

间点的与其它目标实体关联的位置信息，确定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在所述特定时间点

的所述准确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通过对以空间

和/或时间界定的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个或多个进行分组，从所述时间系列位

置数据点确定一个或多个会话，并且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

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进一步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将所述

位置数据点、所述会话或所述集群中的一个与所述位置数据点、会话或集群的地理位置所

关联的注释信息相关联，并且使用所述注释信息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

个属性。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基于所述目标

实体在两个或更多集群之间的移动，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至少部分地基

于有关所述目标实体的移动的统计测量和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注释信息来确定归

属位置属性。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至少部分地基

于特定位置与居住地关联的似然来确定归属位置属性。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至少部分地基

于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位置数据点的时间戳来确定归属位置属性。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以批量模式接

收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其中所述计算设备是由服务提供者操作的服务器。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以流模式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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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其中所述计算设备是所述目标实体。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中所述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基于所述一个

或多个属性确定预测模型，其中所述预测模型被配置为预测所述目标实体在将来的行为。

14.一种用于分析目标实体的移动的方法，包括：

由第一计算设备从第二计算设备接收对应于目标实体的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

由所述第一计算设备基于对应于所述目标实体的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与所

述目标实体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属性；

由所述第一计算设备通过对以空间和/或时间界定的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

个或多个进行分组，从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一个或多个会话；

由所述第一计算设备根据会话之间的物理邻近性，确定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的一

个或多个集群；

由所述第一计算设备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和所述一个或多个集群，确定与所述目

标实体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属性；以及

由所述第一计算设备基于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提供所述目标

实体的简档。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确定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的准确性，

以及基于所确定的准确性丢弃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个或多个所述位置数据点。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方法，进一步包括使用与所述一个或多个集群的地理位置

关联的注释信息来注释所述一个或多个集群，以及基于所述注释信息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

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

17.一种非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其上存储有可执行指令，所述可执行指令可操作以

便导致数据处理装置：

从与所述数据处理装置通信的计算设备接收对应于目标实体的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

基于对应于所述目标实体的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一

个或多个属性；

由第一计算设备通过对以空间和/或时间界定的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个或

多个进行分组，从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一个或多个会话；

由所述第一计算设备根据会话之间的物理邻近性，确定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的一

个或多个集群；

由所述第一计算设备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和所述一个或多个集群，确定与所述目

标实体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属性；以及

基于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提供所述目标实体的简档。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非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其中所述可执行指令进一步可

操作以便导致所述数据处理装置确定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的准确性，并且基于所确定

的准确性丢弃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个或多个所述位置数据点。

19.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非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其中所述可执行指令进一步可

操作以便导致所述数据处理装置：

通过对以空间和/或时间界定的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个或多个进行分组，

从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一个或多个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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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话之间的物理邻近性，确定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的一个或多个集群；以及

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和所述一个或多个集群，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一个或

多个属性。

20.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非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其中所述可执行指令进一步可

操作以便导致所述数据处理装置使用与所述一个或多个集群的地理位置关联的注释信息

来注释所述一个或多个集群，并且基于所述注释信息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

或多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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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分析目标实体的移动的装置、系统和方法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根据美国法典第35篇第119(e)条，本申请要求以下临时申请的较早提交日期的权

益：

[0003] ●2013年3月15日提交的标题为“SYSTEM  FOR  ANALYZING  AND  USING  LOCATION 

BASED  BEHAVIOR(用于分析和使用基于位置的行为的系统)”的第61/799,986号美国临时申

请；

[0004] ●2013年3月15日提交的标题为“GEOGRAPHIC  LOCATION  DESCRIPTOR  AND  LINKER

(地理位置描述符和链接器)”的第61/800,036号美国临时申请；

[0005] ●2013年3月15日提交的标题为“SYSTEM  AND  METHOD  FOR  CROWD  SOURCING 

DOMAIN  SPECIFIC  INTELLIGENCE(用于众包领域特定智能的系统和方法)”的第61/799,131

号美国临时申请；

[0006] ●2013年3月15日提交的标题为“SYSTEM  WITH  BATCH  AND  REAL  TIME  DATA 

PROCESSING(具有批量和实时数据处理的系统)”的第61/799,846号美国临时申请；以及

[0007] ●2013年3月15日提交的标题为“SYSTEM  FOR  ASSIGNING  SCORES  TO  LOCATION 

ENTITIES(用于为位置实体分配得分的系统)”的第61/799,817号美国临时申请。

[0008] 本申请还涉及：

[0009] ●与本申请同一日期提交的标题为“APPARATUS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ANALYZING  MOVEMENT  OF  TARGET  ENTITIES(用于分析目标实体移动的装置、系统和方法)”

的第14/214,208号美国专利申请；

[0010] ●与本申请同一日期提交的标题为“APPARATUS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PROVIDING  LOCATION  INFORMATION(用于提供位置信息的装置、系统和方法)”的第14/214,

296号美国专利申请；

[0011] ●与本申请同一日期提交的标题为“APPARATUS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CROWDSOURCING  DOMAIN  SPECIFIC  INTELLIGENCE(用于众包领域特定智能的装置、系统和

方法)”的第14/214,213号美国专利申请；

[0012] ●与本申请同一日期提交的标题为“APPARATUS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BATCH  AND  REALTIME  DATA  PRCESSING(用于批量和实时数据处理的装置、系统和方法)”的

第14/214,219号美国专利申请；

[0013] ●与本申请同一日期提交的标题为“APPARATUS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ANALYZING  CHARACTERISTICS  OF  ENTITIES  OF  INTEREST(用于分析感兴趣实体的特征的

装置、系统和方法)”的第14/214,309号美国专利申请；以及

[0014] ●与本申请同一日期提交的标题为“APPARATUS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GROUPING  DATA  RECORDS(用于对数据记录进行分组的装置、系统和方法)”的第14/214,231

号美国专利申请。

[0015] 上面引用的每个申请(包括临时申请和非临时申请)的全部内容在此引入作为参

考。

说　明　书 1/19 页

5

CN 105532030 B

5



技术领域

[0016] 本公开一般地涉及用于分析目标实体的移动的数据处理装置、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17] 许多服务提供者可以访问许多移动设备的位置信息。服务提供者与配备有诸如全

球定位系统(GPS)之类的地理定位系统的移动设备通信，该地理定位系统被配置为确定关

联移动设备的位置，并且这些移动设备能够与服务提供者共享其位置信息。位置信息对于

服务提供者而言能够很有用，因为服务提供者能够基于移动设备的位置调整服务。例如，推

荐餐馆的移动应用能够基于所确定的运行该应用的移动设备的位置，对推荐的餐馆列表进

行重新排序。

[0018] 尽管近年来对位置信息的使用明显增加，但对位置信息的使用仍然相当有限。位

置信息通常被视为时间无关的测量。因此，尽管服务提供者基于移动设备在特定时间点的

位置调整其服务，但服务提供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移动设备在某时间段内的行进路径。因

此，服务提供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嵌入位置信息中的丰富上下文信息。需要提供用于提取

嵌入位置信息中的丰富上下文信息的有效机制。

发明内容

[0019] 通常，在一个方面，所公开的主题的实施例能够包括一种装置。所述装置包括一个

或多个接口，所述一个或多个接口被配置为提供与计算设备的通信。所述装置还包括与所

述一个或多个接口通信的处理器。所述处理器被配置为运行一个或多个模块，所述一个或

多个模块可操作以便导致所述装置从所述计算设备接收对应于目标实体的时间系列位置

数据点，基于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属性，以及

基于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提供所述目标实体的简档。

[0020] 通常，在一个方面，所公开的主题的实施例能够包括一种方法。所述方法能够包括

由第一计算设备从第二计算设备接收对应于目标实体的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由所述第一

计算设备基于对应于所述目标实体的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

的一个或多个属性，以及由所述第一计算设备基于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

属性提供所述目标实体的简档。

[0021] 通常，在一个方面，所公开的主题的实施例能够包括一种非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

质。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能够包括可执行指令，所述可执行指令可操作以便导致

数据处理装置从与所述数据处理装置通信的计算设备接收对应于目标实体的时间系列位

置数据点，基于对应于所述目标实体的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

的一个或多个属性，以及基于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提供所述目标实

体的简档。

[0022]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确定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

的准确性，以及基于所确定的准确性丢弃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个或多个所述位

置数据点。

[0023]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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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基于与其它目标实体关联的时

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的所述准确性。

[0024]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基于在特定时间点的与其它目

标实体关联的位置信息，确定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在所述特定时间点的所述准确性。

[0025]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通过对以空间和/或时间界定的

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个或多个进行分组，从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一个

或多个会话，以及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属

性。

[0026]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通过对以空间和/或时间界定的

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一个或多个进行分组，从所述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确定一个

或多个会话，根据会话之间的物理邻近性确定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的一个或多个集

群，以及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会话和所述一个或多个集群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

一个或多个属性。

[0027]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将所述位置数据点、所述会话或

所述集群中的一个与所述位置数据点、会话或集群的地理位置所关联的注释信息相关联，

并且使用所述注释信息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

[0028]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基于所述目标实体在两个或更

多集群之间的移动，确定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

[0029]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至少部分地基于有关所述目标

实体的移动的统计测量和与所述目标实体关联的所述注释信息，确定归属位置属性。

[0030]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至少部分地基于特定位置与居

住地关联的似然，确定归属位置属性。

[0031]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至少部分地基于与所述目标实

体关联的位置数据点的时间戳，确定归属位置属性。

[0032]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以批量模式接收所述时间系列

位置数据点，其中所述计算设备是由服务提供者操作的服务器。

[0033]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以流模式接收所述时间系列位

置数据点，其中所述计算设备是所述目标实体。

[0034] 在此处公开的任何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装置、所述方法或所述非瞬时性计算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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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介质能够包括用于以下操作的模块、步骤或可执行指令：基于所述一个或多个属性确定

预测模型，其中所述预测模型被配置为预测所述目标实体在将来的行为。

附图说明

[0035] 当结合以下附图考虑时，可以参考以下详细描述更全面地理解本公开的各种目

标、特性和优点，其中相同的参考标号标识相同的元素。以下附图仅用于例示目的而并非旨

在限制所公开的主题，所公开的主题的范围在随附权利要求中给出，这些附图是：

[0036] 图1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位置信息分析系统的图；

[0037] 图2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一个活动区域(AoA)；

[0038] 图3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一组活动区域(AoA)；

[0039] 图4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AoA之间的移动模式；

[0040] 图5A-5C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AoA周围的用户活动的简档；

[0041] 图6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用于生成目标实体的简档的过程；

[0042] 图7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用于将两个或更多会话聚集为集群的过程；

[0043] 图8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如何将位置数据点分组为会话以及如何将会话分组为

集群的实例；

[0044] 图9A-9G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用于小地理区域的这种划分；

[0045] 图10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目标实体的简档的地理属性；

[0046] 图11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目标实体的简档的归属位置属性；

[0047] 图12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在目标实体的简档中提供的位置实体的列表；

[0048] 图13A-13B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目标实体的简档的DMA属性和Metro属性；

[0049] 图14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目标实体的简档的人口统计属性；

[0050] 图15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目标实体的简档的行为属性；

[0051] 图16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表格形式的目标实体的简档；

[0052] 图17A-17B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用于训练和应用预测行为模型的过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本公开涉及用于提供位置信息分析机制的装置、系统和方法。位置信息分析机制

被配置为分析位置信息以便提取有关移动设备或移动设备用户(被统称为目标实体)的上

下文信息(例如，简档)。在高级别，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包括分析与目标实体关联的位置

数据点以便确定与目标实体关联的特性，并且使用所述特性预测与目标实体关联的属性。

一组预测的属性可以形成目标实体的简档。

[0054] 更具体地说，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分析时间系列(time-series)位置信息(也被

称为位置数据点，或简称为位置信息)。位置信息可以包括地理空间坐标、地址，或者能够标

识位置的任何位置标识符。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分析时间系列位置信息(例如由目标实

体产生的时间系列地理空间坐标)，以便确定与目标实体关联的特征(例如，特性)。随后，位

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使用所确定的目标实体特性来确定目标实体的一个或多个简档。简档

可以包括描述目标实体的一组高级属性，包括基于目标实体的行为的分类。例如，位置信息

分析机制可以生成简档，该简档指示特定移动设备由某人使用，此人的主要居住地在加利

说　明　书 4/19 页

8

CN 105532030 B

8



福尼亚州的贝弗利希尔斯，并且主要工作地点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服务提供者(例如

提供目标实体内容的发布者和开发者)可以使用该简档，以便根据目标实体个性化其应用

并且定制其内容。

[0055] 在某些实施例中，位置信息分析机制使用的实体的特性可以包括有关实体(或实

体的用户)的时间无关的信息。例如，特性可以指示移动设备用户经常去往小学，该用户经

常去往购物中心，并且该用户的公寓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实体的特性还可以提

供时间无关的信息之间的时间关系。参考上面提供的实例，特性可以指示移动设备用户在

早上去往其小孩就读的学校，该用户随后去往购物中心，该用户在下午返回到其小孩就读

的学校，并且该用户随后返回到其在洛杉矶附近的公寓。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使用这些

特性预测有关用户的信息，例如用户并未在一天的全部时间内工作。

[0056] 在某些实施例中，服务提供者可以使用简档预测目标实体的未来行为，并且基于

预测的未来行为，为目标实体提供适合的服务。例如，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使用一个或多

个简档生成预测模型，该预测模型可以预测对应目标实体在任何给定时间可能位于的位置

和/或位置/地点的类型。还可以组合这些简档，以便确定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组目标实体的

特征。

[0057]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公开的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通过使用会话和集群表示时间

系列位置信息，有效地确定目标实体的一个或多个简档。时间系列位置信息包括通常在连

续时间点测量的位置数据点序列。在某些情况下，连续时间点可以具有均匀间隔；在其它情

况下，连续时间点可以具有不均匀间隔。所公开的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将时间系列位置

信息分段，以便生成会话和集群。例如，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将地理空间坐标分组(或分

段)为会话，并且将会话分组为集群。时间系列位置信息的这种基于会话和集群的表示可以

在接收到用于新时间点的额外位置信息时，不需要重新计算或重新处理全部时间系列位置

信息。

[0058]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公开的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将目标实体的位置数据点、会

话和/或集群与注释信息相关联，该注释信息可以提供有关位置数据点、会话和/或集群的

元数据。注释信息可以是用于确定与目标实体关联的属性的特性之一。注释信息可以从外

部源接收，这些外部源例如包括所公开的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访问的网站、数据库或任

何源信息。

[0059] 在某些实施例中，所公开的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基于仅1个位置数据点而提供

简档。但是，随着位置数据点数量的增加，所生成的简档的准确性和内容可以改进。因此，在

某些实施例中，所公开的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基于多于3个位置数据点、5个位置数据点、

10个位置数据点或任何预定数量的位置数据点而提供简档。

[0060] 在某些实施例中，简档中的一个或多个属性可以与置信度得分关联，该置信度得

分指示关联属性的置信度得分或准确性。在某些情况下，置信度得分的范围可以在0和1之

间。但是，可以使用任何其它范围表示置信度得分。

[0061]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所公开的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访问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大量

位置数据点，则所公开的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确定目标实体的时间相关(或具有时间范

围的)简档。例如，所公开的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确定移动设备的用户喜欢晚上11点-凌

晨1点之间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In-N-Out快餐店吃夜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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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在某些实施例中，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机器学习技术来确定或

完善一个或多个简档中的属性。例如，如果目标实体的简档的特定属性缺失，则位置信息分

析机制可以基于有关目标实体的已知信息，填充(或预测)缺失的信息。在某些实施例中，这

可以使用逻辑回归完成。在其它实施例中，它可以使用其它机器学习技术，例如但不限于随

机森林、线性回归、隐马尔可夫模型和神经网络。

[0063] 用于位置信息分析机制目的的机器学习技术可以包括任何功能(function)，该功

能接收“训练数据”集合(例如，指定为行，每个行包含多个特性标量和一个或多个目标标

量)，并且产生估计器或“模型”，该估计器或模型从不包括训练数据的新数据行的输入特性

来预测目标值。不严格地说，例如可以作为估计器预测新数据行的目标值的能力来衡量估

计器的质量。例如，给出“golfers(高尔夫球员)”和用于已知“golfers”的一组有注释的会

话的实例(即，训练数据)，则系统可以确定“sessions  on  golf  courses(有关高尔夫球场

的会话)”与“golfers”高度相关，并且为“sessions  on  golf  courses”特性分配导致针对

“golfers”的更优目标值预测的值。

[0064] 实际上，多达数百万个此类特性可以交互，以便产生用于预测此类目标的模型。在

某些实施例中，系统可以包括对目标或简档进行聚集或分组的机器学习技术。在这些情况

下，系统可以包括任何功能，该功能接收数据集合(例如指定为行，每个行包含多个特性标

量)，并且产生预测目标集群的估计器或“模型”。例如，此类功能可以帮助标识看似形成组

的类似特性(例如行为模式)。这种分组可以用于建议新目标简档，可以为这些新目标简档

提供后续名称(例如在人类解释集群成员拥有的常见定性方面之后，“cluster  123  of 

similar  things(类似事物集群123)”变成“dive  bar  lovers(廉价酒吧爱好者)”)。此外，

分组可以与期望行为或质量(例如点击广告)相关，并且集群的其它成员可以被标记为是登

广告者所期望的(不必解释什么定性方面使他们这样做)并且是广告的目标。

[0065] 在某些实施例中，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针对每个简档(例如，每个行为分段)使

用单独的估计器。例如，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从可观察的属性(例如“number  of  visits 

to  a  restaurant  per  week(每周餐馆的顾客数量)”或“number  of  visits  to  Starbucks

(星巴克的顾客数量)”)构建特性标量，并且针对不同的变量(例如“user  is  a  food 

connoisseur(用户是美食家)”或“user  is  especially  affluent(用户极其富有)”)使用

单独的估计器。

[0066] 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可选地包括用于清理(或丢弃)不准确位置数据点的智能

数据处理机制。位置数据点可以是断续的并且具有不同的质量。位置信息的质量可以变化，

这是由于位置信息的源和准确性具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可以基于大量源确定位置信息：移

动设备的网际(IP)地址、移动设备附接到的手机信号塔、移动设备附接到的WiFi接入点和/

或移动设备中运行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但是，所确定的位置信息的准确性可以显著变

化。从移动设备的IP地址确定的位置信息通常高度不准确，而从WiFi接入点或GPS确定的位

置信息通常更加准确。为了解决该问题，所公开的位置信息分析机制结合多种数据验证技

术，这些技术在提交位置信息时清理该信息。取决于应用，位置信息分析机制可以可选地丢

弃大约15-25％的位置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与简档构建无关。该数据清理过程可以改进所生

成的目标实体简档的准确性。

[0067] 图1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位置信息分析系统的图。系统100包括服务器102、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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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104、一个或多个客户机设备106和服务提供者118。服务器102可以包括处理器108、存

储设备110、位置信息格式化(LIF)模块112、位置信息分析(LIA)模块114和一个或多个接口

116。

[0068] 服务器102的处理器108可以以硬件实现。处理器108可以包括专用集成电路

(ASIC)、可编程逻辑阵列(PLA)、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或任何其

它集成电路。处理器108还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任何其它适用的处理器，例如组合CPU、应用

处理器和闪存的一个或多个的片上系统，或者精简指令集计算(RISC)处理器。处理器108的

存储设备110可以包括计算机可读介质、闪存、磁盘驱动器、光盘驱动器、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PROM)和/或只读存储器(ROM)。

[0069] 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接收目标实体的时间系列位置信息(例如，对应于目标

实体的移动的时间系列地理位置坐标)，并且将时间系列位置信息分段为会话。此外，LIF模

块112还可以将两个或更多会话分组(或合并)为集群，并且可选地基于来自外部数据源的

信息，将注释信息添加到会话和/或集群。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从与多个目标

实体关联的地理位置坐标中提取对应于单个目标实体的所有地理位置坐标，并且生成对应

于该单个目标实体的会话、集群和/或注释信息。在某些实施例中，注释信息可以包括以下

一个或多个：人口统计信息，例如有关某个位置的位置住房成本统计的人口普查数据(例如

来自公共记录以便知道平均房屋销售价格或租赁成本)；先前在不同时间从该位置处的设

备收集的环境噪声测量；来自源于该位置的社交网络数据(例如推特或社交网络站点帖子)

的情感或关键字；附近企业的名称和类别；来自对附近企业的评论的关键字和评级；犯罪统

计、卫星图像(例如为了判定是否具有水池)；来自公共记录的地界线多边形(例如为了确定

居住地的大小，例如房屋、公寓或共有公寓)；从该位置附近的设备收集的加速度计数据(例

如为了知道是步行交通还是车辆)。

[0070]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以批量模式接收地理位置坐标。在其它实施例

中，LIF模块112可以以流模式接收地理位置坐标。

[0071] LIA模块114可以被配置为分析由LIF模块112生成的会话、集群和/或注释信息，以

便确定目标实体(例如客户机106)的简档。简档可以包括描述目标实体的一组高级属性。取

决于关联的高级属性，简档可以被表征为：行为简档，其描述目标实体的行为特征；人口统

计简档，其描述对应于目标实体的人口统计分组或市场细分，例如年龄范围、社会阶层范围

和性别范围；或者地理简档，其描述关联系列事件的位置或目标实体访问的位置。行为简

档、人口统计简档和地理简档中的一个或多个可以形成针对目标实体的单个聚合简档。

[0072] 在某些实施例中，LIA模块114可以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生成简档。例如，LIA模块

114可以使用随机森林技术来从会话、集群和/或注释信息确定简档属性。

[0073]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和/或LIA模块114可以以存储在非瞬时性存储设备

110(例如非瞬时性计算机可读介质)中的软件实现。存储在存储设备110中的软件可以在能

够执行计算机指令或计算机代码的处理器108上运行。

[0074]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和/或LIA模块114可以以使用ASIC、PLA、DSP、FPGA或

任何其它集成电路的硬件实现。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和LIA模块114两者可以在同

一集成电路(例如ASIC、PLA、DSP或FPGA)上实现，从而形成片上系统。

[0075] 在某些实施例中，服务器102可以从服务提供者118接收目标实体的位置信息。服

说　明　书 7/19 页

11

CN 105532030 B

11



务提供者118可以与一个或多个客户机106通信以便接收与客户机106关联的位置数据点，

并且向服务器102提供所接收的位置数据点。在某些实施例中，服务提供者118可以聚合预

定时间段内的位置数据点，并且批量提供聚合的位置数据点。在其它实施例中，服务提供者

118可以将位置数据点流式传输到服务器102，或者将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聚合的位置数据点

发送到服务器102。服务提供者118可以包括软件服务提供者、应用提供者、通信服务提供

者、发布者或任何其它类型的服务提供者。

[0076] 在某些实施例中，服务器102可以例如经由软件应用编程接口(API)与客户机106

直接通信，以便接收客户机106的位置信息。服务器102随后可以分析位置信息以计算客户

机106的简档。然后，服务器102可以递增地或以批量模式，或者当感兴趣的新属性被添加到

简档时，向服务提供者提供所计算的简档。

[0077] 服务器102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接口116。一个或多个接口116提供通信机制以便

在服务器102的内部和外部进行通信。例如，一个或多个接口116使能通过通信网络104与客

户机106和/或服务提供者118通信。一个或多个接口116还可以提供到其它服务器、服务提

供者118或耦合到网络104的计算机的应用编程接口(API)，以便服务器102可以接收诸如地

理位置坐标之类的位置信息。一个或多个接口116以硬件实现，以便以各种介质(例如光、铜

和无线)并且以多种不同协议(其中某些协议可以是非瞬时性的)发送和接收信号。

[0078] 在某些实施例中，服务器102可以使用操作系统(OS)软件操作。在某些实施例中，

OS软件基于Linux软件内核并且在服务器中运行特定应用，例如监视任务和提供协议栈。OS

软件允许针对控制和数据路径单独分配服务器资源。例如，某些分组加速卡和分组业务卡

专用于执行路由或安全控制功能，而其它分组加速卡/分组业务卡专用于处理用户会话业

务。随着网络要求的变化，在某些实施例中可以动态部署硬件资源以便满足要求。

[0079] 可以将服务器的软件分为执行特定功能的系列任务。这些任务根据需要彼此通信

以便在服务器102中共享控制和数据信息。任务可以是执行与系统控制或会话处理相关的

特定功能的软件过程。在某些实施例中，在服务器102中运行三种类型的任务：关键任务、控

制器任务和管理器任务。关键任务控制与服务器处理调用的能力相关的功能，例如服务器

初始化、错误检测和恢复任务。控制器任务可以向用户隐藏软件的分布式性质，并且执行诸

如以下任务：监视从属管理器(多个)的状态，在同一子系统中提供管理器内通信，并且通过

与属于其它子系统的控制器(多个)通信而使能子系统间通信。管理器任务可以控制系统资

源并且维护系统资源之间的逻辑映射。

[0080] 可以将在应用卡中的处理器上运行的个体任务分为子系统。子系统是执行特定任

务或者作为多个其它任务的终点(culmination)的软件元素。单个子系统包括关键任务、控

制器任务和管理器任务。在服务器102上运行的某些子系统包括系统启动任务子系统、高可

用性任务子系统、共享配置任务子系统和资源管理子系统。

[0081] 系统启动任务子系统负责在系统启动时启动一组初始任务，并且根据需要提供个

体任务。高可用性任务子系统与恢复控制任务子系统协同工作，以便通过监视服务器102的

各种软件和硬件组件而维护服务器102的操作状态。恢复控制任务子系统负责针对服务器

102中出现的故障执行恢复动作，并且从高可用性任务子系统接收恢复动作。将处理任务分

发成并行运行的多个实例，以便如果出现不可恢复的软件故障，则不会失去用于该任务的

全部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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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共享配置任务子系统可以为服务器102提供设置、检索和接收服务器配置参数更

改的通知的能力，并且负责存储用于在服务器102中运行的应用的配置数据。资源管理子系

统负责为任务分配资源(例如，处理器和存储能力)，并且负责监视任务的资源使用。

[0083] 在某些实施例中，服务器102可以驻留在数据中心中，并且形成云计算基础架构中

的节点。服务器102还可以根据需要提供服务。托管客户机的模块能够从一个服务器无缝迁

移到另一个服务器，而不会导致程序故障或系统崩溃。可以使用管理系统管理云上的服务

器102。尽管图1将服务器102表示为单个服务器，但服务器102可以包括多个服务器。

[0084] 客户机106(其可以是位置信息分析平台的目标实体)可以包括台式计算机、移动

计算机、平板计算机、蜂窝设备，或者具有处理器和存储器的任何其它计算设备。服务器102

和一个或多个客户机设备106可以经由通信网络104通信。

[0085] 在某些实施例中，客户机106可以包括蜂窝网络的用户设备。用户设备与一个或多

个无线电接入网络通信，并且与有线通信网络通信。用户设备可以是具有语音通信能力的

蜂窝电话。用户设备还可以是提供诸如以下服务的智能电话：字处理、Web浏览、游戏、电子

书能力、操作系统和整字键盘。用户设备还可以是平板计算机，其提供网络接入和智能电话

提供的大部分服务。用户设备使用诸如以下操作系统操作：Symbian  OS、iPhone  OS、RIM的

Blackberry、Windows  Mobile、Linux、HP  WebOS和Android。屏幕可以是用于将数据定位到

移动设备的触摸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屏幕代替整字键盘。用户设备还可以保存全球

定位坐标、简档信息或其它位置信息。

[0086] 客户机106还包括能够计算的任何平台。非限制性实例可以包括计算机、上网本、

膝上型计算机、服务器和具有计算能力的任何设备。客户机106具备一个或多个处理器，这

些处理器处理指令并且运行可以存储在存储器中的软件。处理器还与存储器通信，并且对

接以便与其它设备通信。处理器可以是任何适用的处理器，例如组合CPU、应用处理器和闪

存的片上系统。客户机106还可以提供各种用户接口，例如键盘、触摸屏、轨迹球、触摸板和/

或鼠标。在某些实施例中，客户机106还可以包括扬声器和显示设备。

[0087] 通信网络104可以包括因特网、蜂窝网络、电话网络、计算机网络、分组交换网络、

线路交换网络、局域网(LAN)、广域网(WAN)、全球区域网络，或者任何数量的专用网络(当前

被称为内联网)，和/或可以适合数据通信的任何其它网络或网络组合。此类网络可以使用

任何数量的硬件和软件组件、传输介质和网络协议实现。尽管图1将网络104表示为单个网

络，但网络104可以包括上面列出的多个互连网络。

[0088] 服务器102可以被配置为基于与目标实体关联的位置信息，对特定活动区域

(AoA)—目标实体多次访问的位置—进行标识和分类。服务器102随后统一分析AoA以便确

定行为和参考的模式，并且将这些模式变成地理、人口统计和/或行为简档。图2示出根据某

些实施例的一个活动区域。在图2中，将单个目标实体的不规则和断续的活动202A-202C规

范化为一个活动区域(AoA)204。

[0089] 可以将单个目标实体的AoA聚合成一组AoA。图3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一组AoA。

AoA  204A-204O的大小可以指示该AoA中的活动在预定时间段内的相对频率。在确定该组

AoA之后，服务器102可以分析AoA204之间的移动的一般模式，并且按照重要性对它们进行

排序。图4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AoA之间的移动模式。例如，图4使用线406示出移动设备频

繁地在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402和洛杉矶(Los  Angeles)404之间旅行。两个AoA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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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行频率可以使用桥接两个AoA的线406的粗度示出，或者通过使用颜色编码方案示出。

该分析可以使服务器102能够确定与家庭居住地关联的邮政编码、典型的通勤开始和结束

时间以及日间行为模式，以便通知预测模型。

[0090] 在某些实施例中，可以将AoA周围的用户活动汇总在简档中。图5A-5C示出根据某

些实施例的AoA周围的用户活动的简档。图5A示出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周围的用户活

动的简档，服务器102将圣塔莫尼卡标识为“家”。简档可以包括地图502，该地图指示促成

AoA  506的一个或多个位置数据点504。简档还可以包括时间表508，该时间表指示促成AoA 

506的位置数据点504在AoA  506附近出现的时间点。简档可以进一步包括促成AoA  506的位

置数据点504的概要510。图5B同样示出在被标识为工作地点的洛杉矶(Los  Angeles)周围

的用户活动的简档。图5C示出与预定准则关联的用户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预定准则是“在

匹配附近餐馆的位置处从正午到凌晨1点洛杉矶(Los  Angeles)周围的用户活动。(user 

activities  around  Los  Angeles(Los  Angeles)from  noon  to  1PM  at  locations 

matching  nearby  restaurants.)”。此类预定准则允许服务器102推断用户在预定位置处

的活动。

[0091] 除了这些AoA的位置、排序和企业类别及其相对重要性之外，服务器102可以在用

户简档中提供所有城市、区域、国家、都会区域和DMA的排序明细。更具体地说，服务器102可

以被配置为判定特定位置是否在与特定城市、区域、国家、都会区域和/或DMA对应的多边形

(或感兴趣区域)中，并且作为用户简档的一部分而提供所确定的信息。例如，服务器102被

配置为使用诸如纬度/经度对之类的位置信息，以便标识包含与所述位置信息关联的位置

的所有“区域”(例如，多边形)。这允许服务器102接收与这些区域的每一个关联的属性，例

如包括区域的名称、包含区域的地区的名称，以及与区域或地区关联的任何元数据(例如平

均收入、人口统计信息)。该信息允许内容提供者使用基于位置的上下文信息，以便当不存

在地理信号时有效地定制内容事件。

[0092] 图6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用于生成目标实体的简档的过程。在步骤1中，LIF模块

112可以从服务提供者或移动设备106接收与一个或多个移动设备106关联的位置信息。在

某些实施例中，位置信息可以包括目标实体的(1)地理空间坐标，(2)时间戳和/或(3)标识

符(ID)中的一个或多个。例如，单个位置数据点可以是[42.3583°N,71 .0603°W(Boston) ,

10:30  AM  Jan.10,2012,John  Doe’s  mobile  phone]，这指示某人的移动电话在2012年1月

10日的上午10:30位于波士顿。位置数据点中的地理空间坐标可以采取坐标对的形式(例如

[经度,纬度])，或者目标实体为了指示位置所采用的其它形式。使用具有该性质的多个位

置数据点创建简档。在某些实施例中，服务提供者或目标实体可以对位置信息的标识符进

行预散列，以便目标实体的实际用户对服务器102保持匿名。

[0093]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批量(例如，以聚合形式)接收位置信息。例如，

服务提供者或目标实体可以随时间聚合位置信息，并且向LIF模块112批量(例如，基本上同

时)提供聚合后的位置信息。在其它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在位置信息变得可用时(例

如，以流模式)接收位置信息。例如，LIF模块112可以在位置信息变得可用时，通过代表性状

态传输(REST)接口从服务提供者或一个或多个目标实体接收位置信息。在某些实施例中，

LIF模块112可以在位置信息变得可用时批量接收位置信息。例如，LIF模块112可以批量接

收第一移动设备的位置信息，并且LIF模块112可以以流模式(例如，在位置信息变得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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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接收第二移动设备的位置信息。

[0094] 在LIF模块112接收位置信息之后，LIF模块112可以预处理位置信息。具体地说，

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量化接收的位置信息的空间维度。例如，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

为将地理空间坐标(例如，纬度/经度对)量化为预定精度的坐标。再如，LIF模块112可以被

配置为将地理空间坐标量化为地理散列表示。

[0095] 在某些实施例中，因为位置信息可以由各种源(例如，设备上GPS系统、Web浏览器、

具有地理标记的图像和企业登记)生成，所以某些接收的位置数据点可能不足够准确。如果

位置数据点中的地理空间坐标不足够准确，则LIF模块112可以丢弃位置数据点，并且丢弃

的位置数据点不经受进一步处理。这种清理过程(例如，从进一步处理中发现和删除位置数

据点的过程)可以跨多个用户标识符执行，并且可以跨多个数据集进行以获得更准确的结

果。

[0096] 在某些情况下，已知某些位置数据点已坏或不准确。例如，如果数据点对应于核电

站的中心，或者对应于没有进入路径的沙漠，则数据点已坏或不准确的可能性很高。因此，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维护应该被丢弃的数据点特征的黑名单。例如，LIF模块

112可以将与已知地理实体(例如邮政编码和城市图心(centroid))或已知蜂窝塔位置的坐

标对齐的位置数据点标识为列入黑名单，因为这些位置数据点对于感兴趣应用而言可能太

粗糙。

[0097] 在某些实施例中，如果表示位置数据点的准确性的置信度得分低于预定阈值，则

LIF模块112可以丢弃位置数据点。可以基于各种信息确定位置数据点的置信度得分。在某

些情况下，如果特定位置在特定时间点被过度表示(例如，许多ID同时与同一地理坐标关

联)，则位置数据点的置信度得分(指示目标实体在该特定时间点位于该特定位置处)可以

很低。

[0098] 例如，如果某城镇具有25,000名居民，并且如果聚合位置信息指示22,000个目标

实体同时位于特定位置处，则指示目标实体位于该特定位置处的位置数据点可能不准确。

因此，此类位置数据点可以与低置信度得分关联。再如，如果与特定位置关联的位置数据点

的数量多于整组位置数据点的0.1％，则与该特定位置关联的位置数据点不准确的可能性

极高。因此，此类位置数据点可以与低置信度得分关联。换言之，如果与特定位置关联的位

置数据点的数量大于预定阈值，则与该特定位置关联的任何位置数据点可以被视为不准确

并且与低置信度得分关联。

[0099] 在某些实施例中，用于丢弃位置数据点的预定阈值可以适合于位置信息数据集的

特征。例如，用于与小城镇关联的数据集的预定阈值可以不同于用于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

矶关联的数据集的预定阈值。

[0100]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应用各种过滤器以便进一步丢弃不需要的数据

点。例如，可以从进一步处理中排除没有足够数据量的目标实体。

[0101]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减少位置数据点中的噪声。因为预计目标实体

的移动是平稳的，所以以特定位置为中心的任何快速移动都可以被视为噪声，该噪声可以

源于位置感测设备的不理想特征，例如GPS抖动。因此，LIF模块112可以将时间噪声建模为

高斯分布并且对位置数据点进行时间平均，以便从位置数据点中删除时间抖动。例如，如果

目标实体每天晚上7点去往同一家星巴克，并且如果目标实体在晚上7点的位置信息指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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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在同一家星巴克附近，则LIF模块112可以对GPS坐标进行时间平均，以便平均后的GPS坐

标更密切地对齐同一家星巴克。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对与感兴趣位置时间点

相隔预定时间窗口内的位置数据点进行平均。例如，LIF模块112可以对与感兴趣位置数据

点相隔5秒窗口内的位置数据点进行平均。在其它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对属于前几天

或前几个月的同一时间点的位置数据点进行平均。例如，在上面的星巴克实例中，LIF模块

112可以对与过去5天的晚上7点关联的位置数据点进行平均，以便删除今天的与晚上7点关

联的位置数据点的噪声。

[0102] 在步骤604中，LIF模块112可以可选地从预处理后的位置信息确定会话和集群。会

话是用于从位置数据点中删除冗余的抽象。该抽象可以将LIF模块112与来自同一目标实体

的类似或相同位置数据点的快速重新提交相隔离。例如，如果LIF模块112在彼此一秒内从

同一目标实体并且从同一位置接收第一位置数据点和第二位置数据点，则LIF模块112可以

将这些数据点折叠为单个会话，因为第二数据点未提供任何感兴趣的信息。查看会话的另

一种方法是该会话标记了事件。LIF模块112基本上将位置数据点流分组为高熵事件。

[0103] 基于会话的该视图，会话可以包括来自同一目标实体(例如，同一标识符)的以空

间和/或时间界定的一组位置数据点。因此，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对以空间和/或时间

界定的任何位置数据点进行分组，并且使用该组中时间最早的位置数据点表示所有分组后

的位置数据点。例如，会话可以包括(1)与洛杉矶中心的距离在5英里之内和/或(2)跨度在

10分钟之内的一组位置数据点。因此，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对(1)与洛杉矶中心的距离

在5英里之内和/或(2)跨度在10分钟之内的所有数据点进行分组，并且使用该组数据点中

最早的位置数据点表示所有这些数据点。

[0104] 在某些实施例中，可以使用多个参数表示会话。多个参数之一可以表示对应于会

话的时间段；多个参数之一可以表示对应于会话的地理界限。因此，例如，单个会话可以包

括当特定用户的移动电话在特定时间间隔(例如，从2012年6月12日的上午10:00到上午10:

15)期间在特定位置(例如，在100-120号大街之间)时收集的所有位置数据点。因此，LIF模

块112可以使用多个参数将位置数据点分组为一个或多个会话。在某些实施例中，空间和/

或时间的界限可以由服务器102的操作者提供。在其它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使用诸如

K平均聚集之类的聚集技术，自动确定空间和/或时间的界限。

[0105] 在某些实施例中，会话可以包括事件。地理位置坐标序列的熵的快速变化可以指

示两个不同事件之间的转变。因此，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确定地理位置坐标序列的熵

的快速变化。

[0106]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使用地理多边形来从地理位置坐标序列标识会

话。例如，地理多边形可以与洛杉矶中的特定建筑物关联。如果用户在地理多边形内，则与

地理多边形关联的所有以时间界定的位置数据点可以被视为属于同一会话。LIF模块112可

以使用分层机制来快速判定位置数据点是否与特定地理多边形相关联。例如，LIF模块112

可以使用如在上面的“APPARATUS ,SYSTEMS ,AND  METHODS  FOR  PROVIDING  LOCATION 

INFORMATION(用于提供位置信息的装置、系统和方法)”中公开的多边形匹配机制。

[0107] 在会话处理期间，位置数据点可以与仅一个会话关联。相反，一个会话可与任何数

量的位置数据点关联，前提是这些数据点满足空间和/或时间会话参数。例如，会话可以包

括单个位置数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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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 在会话处理之后，会话中的位置数据点可以表示特定ID访问的事件或地点。

[0109]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能未从位置数据点标识任何会话。例如，LIF模块

112可以跳过会话标识步骤。这种情形与其中会话包括单个位置数据点的情形相同。因此，

以下对使用会话确定集群和/或属性的讨论还可以适用于其中LIF模块112未标识任何会话

的情况。

[0110] 在LIF模块112从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标识一个或多个会话之后，LIF模块112可以

基于所标识的会话确定一个或多个集群。集群可以包括表示随时间的重复行为的会话的分

组。在概念上，具有新地理空间位置的任何会话可以对应于新集群，并且可以将之后的会话

添加到现有集群之一，前提是这些之后的会话满足特定地理准则。因此，LIF模块112被配置

为通过标识在地理上靠近集群中心的会话，将一个或多个会话分组为单个集群。例如，某人

的移动电话第一次移动到新位置(例如，200号大街)时，可以将与该新位置关联的位置数据

分组为新会话。如果该同一移动电话随后返回到该位置(200号大街)，则可以将与该第二访

问关联的数据分组为另一个会话。然后，可以将两个会话分组为单个集群，因为这些会话与

同一位置关联。

[0111] 图7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用于将两个或更多会话聚集为集群的过程。在步骤702

中，LIF模块112可以可选地以时间顺序对会话进行排序。例如，LIF模块112可以对会话进行

排序，以便由较早的位置数据点表示的会话在由较后的位置数据点表示的会话之前出现。

尽管该排序步骤不是必需的，但这允许LIF模块112也对集群进行时间排序。

[0112] 在步骤704中，LIF模块112可以将第一会话指定为第一集群。在步骤706中，LIF模

块112可以分析后续会话，该会话在此被称为候选会话。具体地说，LIF模块112可以确定候

选会话的中心和现有集群的代表性会话的中心之间的距离。在步骤708中，LIF模块112可以

判定在步骤706中计算的距离的最小值是否小于预定阈值。如果是，则在步骤710中，LIF模

块112可以将候选会话与对应于最小距离的集群相关联。如果否，则在步骤712中，LIF模块

112可以针对候选会话创建新集群，并且将候选会话指定为新集群的代表性会话。

[0113] 在步骤714中，LIF模块112可以重复步骤706-712，直至每个会话均与集群关联。

[0114] 在某些实施例中，在步骤706中，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计算候选会话的中心和

现有集群中的所有会话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而不是候选会话的中心和现有集群的代表性会

话的中心之间的距离。现有集群中的所有会话的中心可以包括由现有集群中的会话形成的

图心(centroid)的中心。当将会话添加到集群时，LIF模块112可以重新计算集群中的所有

会话的中心。在某些实施例中，集群可以用作图2-5中示出的AoA。

[0115] 图8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如何将位置数据点分组为会话以及如何将会话分组为

集群的实例。将理解，图8提供一种简化后的情况。在图8中，每个会话对应于一个位置和时

间。实际上，位置数据可能不以均匀时间间隔提供，因为用户通常更随机地从一个位置移动

到另一个位置，并且不会以恒定速率发送数据。会话可以包括许多个体数据点，如会话1示

出那样。此外，在图8中，以地址(例如，200号大街)的形式提供位置信息。但是，位置信息通

常采用(经度，纬度)地理坐标的形式。会话和集群处理通常基于此类地理坐标。在下面讨论

的“注释”处理步骤(步骤606)期间，可以添加地址(例如，200号大街)或其它更高级位置描

述符。

[0116] 通常基于集群包含的会话数量对集群加权。因此，对于特定ID，通常具有表示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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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最多的地理位置的主集群，后跟任何数量的辅助集群。在图8中，集群1是主集群，并且

具有最高权重。集群2和3是辅助集群。

[0117] 集群可以被构造为补偿小的局部移动(例如，与位置数据点关联的噪声)，同时还

准确地确定与该移动关联的特定位置。实现该目的的一种方法是将地理位置分为例如50×

50平方米的重叠图块。图9A-9G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用于小地理区域的这种划分。图9A-

9G中示出的每个图块是50×50平方米。示出的图块彼此偏移图块的一半长度，即偏移25米。

使用图9A-9G中示出的重叠排列，所限定的区域中的任何点都将落入四个图块内。例如，坐

标为(10,10)的点落入图9A、9E、9F和9G中示出的图块内。再如，坐标为(49,49)的点落入图

9A、9B、9C和9D中示出的图块内。将理解，图块可以在保持重叠模式的情况下延伸到图9中示

出的范围之外，以便覆盖更大的地理区域。

[0118]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微调所确定的集群。在某些情形下，目标实体可

以由于两个不同原因访问两个邻近位置。例如，在上班路上，目标实体有规律地访问纽约的

格林威治街300号以便喝杯咖啡，并且在回家路上，目标实体有规律地访问纽约格林威治街

301号以便获取食物。如果位置数据不准确，则可能将两个实体合并为单个集群，并且无法

分离合并后的实体。

[0119] LIF模块112可以通过基于与会话关联的各种特征(而不是仅基于位置坐标)聚集

会话来解决该问题。例如，LIF模块112可以基于路径或坐标的时间进展或访问时间来创建

集群。更具体地说，在步骤706-712中，LIF模块112可以通过不仅考虑物理邻近性，而且还考

虑其它类型的相关信息(例如，时间信息)来标识集群。在其中两个邻近位置具有不同语义

显著性的情况下，该特性很有用。例如，当同一建筑物(因此同一纬度/经度对)处的两个楼

层由两个不同公司经营时，该特性很有用。

[0120] 为此，在步骤706中，LIF模块112可以量化会话的时间以及地理坐标(或者，如果

LIF模块112未标识会话，则量化位置数据点的地理坐标)。具体地说，LIF模块112可以被配

置为标识公共时间模式。例如，会话或位置数据点与“工作日结束”或“星期六早上”关联。然

后，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将会话或位置数据点添加到上次访问的集群或最近N个访问

的集群。

[0121]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使用最大似然模型聚集事件。LIF模块

112可以被配置为基于沿着任意信息轴(例如，时间、先前位置)的信息增益来表征集群。然

后，当LIF模块112接收到要添加到集群之一的新事件时，LIF模块112确定该新事件与集群

相关联的似然，并且选择具有最大似然的集群。

[0122] 更具体地说，为了基于信息增益表征集群，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接收当前在

集群中的所有数据点，并且量化与这些数据点关联的字段值(例如，属性)。然后，LIF模块

112可以构造这些量化后的字段的直方图，并且将它们解释为统计分布。随后，当LIF模块

112接收新事件时，LIF模块112可以通过以下操作确定应该将新事件添加到的集群：量化新

事件中的字段，基于先前构造的直方图确定新事件属于该集群的概率(例如，P(event|

cluster))，并且选择概率最高的集群。在某些实施例中，为了避免其中概率P(event|

cluster)是0的情况，LIF模块112可以将本底噪声(noise  floor)添加到针对每个集群构造

的直方图。

[0123]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使用最大似然模型合并两个或更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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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某些情况下，LIF模块112可以被配置为基于集群之间的联合熵来合并集群，该联合熵

可以基于库尔贝克-莱布勒(KL)散度来测量。在其它情况下，LIF模块112可以使用任何分层

聚集技术合并集群。

[0124] 在步骤606中，LIF模块112可以可选地使用来自外部数据源的信息来注释会话和/

或集群。在该步骤中，使用外部数据源丰富会话和集群，此过程称为注释。例如，将描述与位

置关联的周围企业类别或人口统计信息的信息附加到该位置处的对应集群或会话。共同

地，这些注释创建用于充实目标实体简档的丰富数据集，并且充当进一步注释的基础。

[0125]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以从外部数据库接收注释数据。在其它实施例中，

LIF模块112可以分析网页上的文本以便生成注释数据。

[0126] 在某些实施例中，可以进行某些内部优化以便减少LIF模块112对外部数据源执行

的查询数量。这些内部优化可以包括合并附近会话，以及通过内插结果重用旧查询。

[0127] 在步骤608中，LIF模块112可以向LIA模块114提供与目标实体关联的会话、集群

和/或注释数据，以便LIA模块114可以基于会话、集群和/或注释数据，确定目标实体的一个

或多个简档。

[0128] 在某些实施例中，LIF模块112可能未从会话和/或位置数据点标识任何集群。例

如，LIF模块112可以跳过集群标识步骤。这种情形与其中集群包括单个会话或单个位置数

据点的情形相同。因此，下面的对使用集群确定属性的讨论还可适用于其中LIF模块112未

标识任何集群的情况。

[0129] LIA模块114被配置为分析在某时段内的位置数据点、会话、集群和/或注释数据以

便构建目标实体的一般描述，并且以简档的形式提供一般描述。简档可以是JavaScript对

象表示法(JSON)散列。简档可以包括(1)描述目标实体的一个或多个属性值和(2)与一个或

多个属性值关联的一个或多个置信度得分。在某些实施例中，属性值可以包括(1)活动区

域，其按照企业类型分类并且按照国家、都会区域和DMA汇总，(2)人口统计信息，其包括家

庭收入(如果提供)，和/或(3)行为特征和分类。简档可以被专门设计为增强服务提供者和

个体用户之间的交互。简档可以帮助服务提供者提供正确的本地新闻和更相关的信息，以

便按照位置定制信息内容，并且确保仅在正确时间为用户提供上下文最相关的信息。

[0130] 在某些实施例中，简档的地理属性可以提供目标实体最活跃的位置的概述。可以

以不同物理标度(例如以超本地、区域和/或国家标度)表示位置。简档还可以包括与用户活

动关联的特定超本地地点，例如包括超本地地点的图心、关联的邮政编码、超本地地点的类

型和/或区域的商业密度。图10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简档的地理属性。简档的地理属性包

括“活动区域(AoA)”项，该项包括AoA的标识符、AoA的中心、AoA中的商业密度(其测量AoA的

对应于商业区域的部分)、与AoA关联的邮政编码，AoA的排序(例如，与AoA关联的频率或重

要性)，以及超本地地点的类型(例如，远离，其指示AoA不是主要活动区域。)

[0131] 在某些实施例中，简档还可以包括指示目标实体的归属位置的属性。LIA模块114

可以被配置为通过以下各项确定归属位置(也被称为简档的归属属性)：分析目标实体在

AoA之间的移动模式、特定位置(例如，对应于特定位置的AoA)是否已知是(或可能是)居住

地(例如包括房屋、公寓和共有公寓)、位置周围的商业/居住密度、特定位置(例如，对应于

特定位置的AoA)相对于其它AoA的频率，和/或与移动模式关联的位置数据点的时间戳。在

某些实施例中，归属位置可以被表示为邮政编码。在其它实施例中，归属位置可以被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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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坐标，例如GPS坐标或纬度/经度坐标对。

[0132] 图11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目标实体的简档的归属(home)位置属性。归属位置属

性可以指示对应于归属位置的图心(或AoA)的中心、AoA中的商业密度，以及邮政编码。在某

些实施例中，归属位置属性中的邮政编码可以与归属位置本身关联。在其它实施例中，归属

位置属性中的邮政编码可以与家所在的AoA关联。此类实施例可以改进用户的隐私性。在某

些实施例中，商业密度可以被表示为百分比。例如，归属位置的图心中的居住区域的百分比

可以是81.1％(如图11中指示)，并且归属位置的图心中的企业的百分比可以是4.6％。商业

密度在确定用户居住地的市区/郊区/农村上下文中可以很有用。

[0133] 在某些实施例中，LIA模块114可以被配置为提供其中用户活跃的位置实体的列

表。位置实体可以包括国家、区域和/或所在地(城镇)。LIA模块114可以以相对显著性的顺

序提供此类位置实体的列表。在某些情况下，LIA模块114可以基于在特定位置实体处花费

的时间量，确定与位置实体关联的显著性。例如，当用户90％的时间待在家中时，家可以是

重要的位置实体。在某些情况下，LIA模块114可以基于与特定位置实体关联的注释的信息

性如何，确定与位置实体关联的显著性。此外，在某些情况下，LIA模块114可以基于与特定

位置实体关联的行为如何重要，确定与位置实体关联的显著性。例如，当用户90％的时间待

在家中，但用户还在早上和下午花费10分钟待在学校时，该位置实体可以很重要，因为它可

以告诉我们用户可能是父母亲。

[0134] 图12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在目标实体的简档中提供的位置实体列表。每个位置

实体可以与特定地理标度关联。例如，图12示出三个位置实体，第一实体与“countries(国

家)”关联，第二实体与“regions(区域)”关联，并且第三实体与“localities(所在地)”关

联。每个位置实体可以与唯一标识符(图12中被称为“factual_id”)关联，并且可以与位置

数据点(例如纬度/经度坐标对)关联。此外，位置实体中的一个或多个项可以与置信度得分

关联。

[0135] 在某些实施例中，当目标实体与美国内的位置关联时，简档还可以包括其它地理

概要。其它地理概要可以包括尼尔森的直接营销区域(DMA)和/或其中用户活跃的Metro(正

式地为MSA，如美国人口普查定义的)。图13A-13B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目标实体的简档中

的DMA属性和Metro属性。

[0136] 在某些实施例中，LIA模块114可以确定目标实体的简档的人口统计属性。具体地

说，LIA模块114可以基于用户的归属位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以街区群级别聚合)和/或基

于用户的活动，确定人口统计属性。图14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目标实体的简档的人口统

计属性。人口统计属性可以包括收入水平、性别、年龄、家庭类型和种族。此外，一个或多个

人口统计属性可以与置信度得分关联。

[0137] 在某些实施例中，LIA模块114可以确定目标实体的简档的行为属性。行为属性可

以将目标实体分类为一个或多个类别，这些类别可以用于在线广告。仅当置信度得分足够

高以使目标设备有资格存在于这些类别中时，才对目标设备进行分类。图15示出根据某些

实施例的目标实体的简档的行为属性。行为属性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预定类别和置信度得

分，该置信度得分指示目标实体与一个或多个预定类别关联的似然。预定类别可以包括：目

标实体是否由商业旅行者拥有，目标实体是否由休闲旅行者拥有，目标实体是否由频繁旅

行者拥有，目标实体是否由医疗保健提供者拥有，目标实体是否由大学生拥有，目标实体是

说　明　书 16/19 页

20

CN 105532030 B

20



否由对购车感兴趣的人拥有，目标实体是否由常看电影的人拥有，目标实体是否由休假者

拥有，目标实体是否由直播体育爱好者拥有，和/或目标实体是否由富裕客户拥有。可以跨

数据集应用标准类别，以便查找共享趋势或模式的ID组。

[0138] 在某些实施例中，LIA模块114可以基于与目标实体关联的会话、集群和/或注释数

据，确定目标实体与特定类别关联的似然(也被称为类别置信度得分)。例如，有注释的集群

可以指示ID(目标实体)被偏置以便在更昂贵的人口统计区域中操作，并且有注释的会话可

以指示ID从一个位置行进到另一个位置。

[0139] 在某些实施例中，可以定期地更新简档中的属性以便简档不会变得陈旧(或过

时)。例如，LIA模块114可以被配置为定期地重新计算简档的属性。此外，LIA模块114可以被

配置为在属性变老时减小属性的置信度得分值(例如，根据生成或计算属性的时间点)。

[0140] 在某些实施例中，LIA模块114可以使用交叉验证机制，以便判定目标实体是否与

特定属性或类别关联。在高级别，LIA模块114被配置为提取表示目标实体在任何给定时刻

在做什么的特性。从附近地点(如果有)、时间本地化后的事件(例如音乐会)和地标生成这

些特性。例如，当目标实体正在去往洛杉矶道奇体育场时，并且如果在该时间点道奇体育场

正在举办摇滚音乐会，则目标实体可以优先地与摇滚音乐相关。再如，LIA模块114可以通过

确定目标实体在夜间(例如在晚上8点以后)返回到的位置或停留时间最多的位置，确定归

属位置。

[0141] 为此，LIA模块114例如可以将企业类别、企业名称中的每个字以及有关事件的高

级类别信息确定为个体特性。随后，LIA模块114例如同等地对这些特性进行加权，并且使用

结果向量的范数(例如，L1范数)来执行交叉验证。

[0142] 对目标实体的行为进行分类中的一个挑战是确保LIA模块114不会与模型过拟合。

例如，假设LIA模块114发现目标实体仅在7月17日星期五的下午15:38在星巴克的旁边。尽

管在该时间点对应于目标实体的目标实体物理位置是非常强的信号，但花费精力缩小该观

察的时间片范围不是特别有意义。因此，LIA模块114可以考虑描述该观察所花费的工作量，

以及当LIA模块114就目标实体得出结论时的观察结果的强度。因此，例如，如果LIA模块114

连续四个星期五观察到目标实体在每个星期五下午4点在星巴克的旁边，则这是更有价值

的洞察。

[0143] 在某些实施例中，LIA模块114被配置为基于特定空间-时间位置数据点(或集群)

在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出现次数，确定目标实体的行为类别。为此，LIA模块114被配置

为(1)将位置数据点或集群的时间分量投影到循环空间(例如，24小时时间跨度，忽略日

期)，(2)确定位置数据点或集群的特定[空间,投影时间]表示在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

出现次数，以及(3)确定时间系列位置数据点中的最高K个[空间,投影时间]。更具体地说，

LIA模块114被配置为(1)将每个位置数据点表示为一对[空间,投影时间]，(2)构造此类对

的频率表，并且可选地按照降频对频率表中的项进行排序，以及(3)标识该频率表中频率大

于预定阈值(例如2)的对。

[0144] 作为分类处理的结果，要指出的有用属性的其它实例是：

[0145] ●特定的人是习惯性的星巴克顾客。尽管这个人去过国家的许多地方，但不管他/

她的当前位置，他/她经常在上午8:30-9:00之间去星巴克。

[0146] ●特定的人一贯地在高端、昂贵的商店购物，并且从不去低端、廉价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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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7] ●特定的人喜欢汉堡包，并且可能去他所在位置方便到达的并且提供汉堡包的任

何餐馆。

[0148] ●特定的人是纽约扬基队的球迷；这个人参与扬基队的主客场比赛，并且还去销

售体育纪念品的商店。

[0149] 其它类型的分类是可能的，并且通常将取决于位置数据的质量以及已注释到位置

信息的注释的类型。

[0150] 在某些情况下，LIA模块114可以批量执行简档计算。例如，服务提供者可以具有用

于许多用户和设备的数月或数年的地理空间信息，并且LIA模块114可以批量处理这些信息

以便提供对所覆盖的时间跨度的分析。在其它情况下，LIA模块114可以在新位置数据点变

得可用时执行简档计算。例如，服务提供者可能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位置数据点的详

细日志，而是可以实时访问短暂的位置数据点流或前一天的位置数据点的滚动日志。在这

些情况下，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在新位置数据变得可用时断续地将新位置数据发布到LIF

模块112来使用LIF模块112和LIA模块114。

[0151] 在某些实施例中，可以以批量或实时模式处理位置数据点。在实时模式下，LIA模

块114可以将新信息与过去信息对照以便构建新简档。这种对照可以通过任何数量的方式

发生，例如键/值查找或表连接。在某些情况下，LIA模块114可以执行新信息的初步处理，以

便确定简档更新的优先级。例如，当LIA模块114确定移动设备当前位于体育活动附近的感

兴趣的边界框内时，LIA模块114可以标记对应于移动设备的用户是用于接收简档更新的高

优先级目标。

[0152] 在LIA模块114完成简档计算之后，LIA模块114可以向服务提供者提供计算的简

档。在某些实施例中，服务提供者可以批量接收计算的简档。在其它实施例中，服务提供者

可以递增地查询LIF模块112和/或LIA模块114以便根据需要获得计算的简档，或者可以以

预定间隔接收批量简档更新。

[0153] 在某些实施例中，LIA模块114所生成的简档可以仅可由向LIA模块114提供位置信

息的应用来访问。此外，在由LIF模块112和/或LIA模块114接收之前，可以对LIF模块112和/

或LIA模块114接收的目标实体进行散列或加密，从而提供用户的匿名性。这些特性可以允

许LIF模块112和/或LIA模块114考虑向LIF模块112和/或LIA模块114提供位置数据点的目

标实体的隐私性。

[0154] 在某些实施例中，可以以表格形式提供计算的简档。图16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

表格形式的目标实体简档。

[0155] 在某些实施例中，LIA模块114可以被配置为基于所计算的简档学习预测模型，该

预测模型可以预测与所计算的简档关联的目标实体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预测模型可以

是非参数模型。

[0156] 图17A示出根据某些实施例的学习预测模型的过程。在步骤1702中，LIA模块114被

配置为将目标实体表示为特征向量。特征向量可以指示与目标实体关联的各种特征。例如，

特征向量可以包括目标实体的所计算的简档中的属性。再如，特征向量可以包括指示目标

实体由男性还是女性操作的元素。当目标实体由男性操作时，特征向量中的元素可以具有

值“1”；当目标实体由女性操作时，特征向量中的元素可以具有值“0”；以及当目标实体由未

知性别操作时，特征向量中的元素可以具有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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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7] 在步骤1704中，LIA模块114可以可选地将目标实体的特征向量与目标实体的位置

数据点相关联以便形成特性向量。例如，目标实体的特征向量可以与目标实体的位置数据

点串接以便形成特性向量。在某些情况下，位置数据点可以被表示为各种空间和时间分辨

率。例如，可以使用具有预定精度(例如，20到40位精度之间的任何精度)的地理散列来表示

位置数据点的空间坐标，并且可以以各种时间分辨率(例如，15分钟到6小时之间的任何时

间)来表示与空间坐标关联的时间信息。

[0158] 在步骤1706中，LIA模块114可以聚集对应于数据集中的所有目标实体的所有特性

向量，并且对每个集群中的特性向量进行平均以便针对每个集群形成平均向量。连同平均

向量一起，LIA模块114还可以维护对应于每个集群的多个目标实体。集群的平均向量以及

可选地对应于该集群的多个目标实体可以形成用于行为特征的非参数预测模型。

[0159] 在某些实施例中，跳过步骤1704，并且针对步骤1706使用特征向量作为特性向量。

[0160] 在某些实施例中，LIA模块114可以使用预测模型预测与所计算的简档关联的目标

实体的行为。图17B示出使用预测模型预测与所计算的简档关联的目标实体的行为的过程。

在步骤1752中，LIA模块114被配置为确定目标实体的特性向量。可以根据用于在步骤1704

中训练预测模型的格式向量来格式化特性向量。在步骤1754中，LIA模块114可以检索预测

模型，并且在步骤1756中，LIA模块114被配置为确定目标实体的特性向量与预测模型中的

集群之间的关联。可以通过以下操作确定关联：查找要应用于集群的平均向量的一组权重，

以便将特性向量表示为集群的平均向量的加权平均值。该组权重可以标识特性向量和预测

模型之间的共享信息量。

[0161] 如在本申请中使用的，术语“一”或“一个”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或多个。此外，诸如

“至少一个”和“一个或多个”之类的引导短语的使用不应被解释为暗示由不定冠词“一”或

“一个”引入的另一个元素将对应元素限制为仅一个此类元素。这同样适用于定冠词的使

用。

[0162] 将理解，所公开的主题并未将其应用限于构造细节以及在以下描述中给出或在附

图中示出的组件的布置。所公开的主题能够具有其它实施例，并且能够以各种方式实现和

执行。此外，将理解，在此采用的措辞和术语用于描述目的而不应被视为限制。

[0163] 因此，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将理解，可以很容易地使用本公开所基于的概念

作为设计用于实现所公开主题的数个目的的其它结构、方法和系统的基础。因此，重要的是

权利要求被视为包括此类等效构造，只要这些等效构造不偏离所公开的主题的精神和范

围。

[0164] 尽管在前面的示例性实施例中描述和示出了所公开的主题，但应理解，本公开仅

通过实例的方式做出，并且可以对所公开的主题的实施细节进行许多更改而不偏离所公开

的主题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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