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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GPS 数据存在位置精度偏差而且易受噪声干扰, 大规模数据挖掘前需要进行轨迹特征提取.
本文提出基于 GeoHash 的空间编码技术 GeoHashTree 对时空点进行索引, 提高邻域轨迹点查询效
率. 将 GeoHashTree 应用于轨迹聚类, 提出一种改进的基于密度的轨迹聚类算法, 使聚类中最近邻
点查询时间复杂度由 O(n2 ) 降为 O(n log n). 以提取角度变化点为基础, 通过聚类对角度变化点进
行深层次特征提取, 实现特征点的准确识别. 大量真实 GPS 数据上的实验结果表明: 相比传统算法,
基于 GeoHashTree 空间索引结构的轨迹聚类算法时间开销平均提升 90.89%, 同时保证聚类结果的
准确性. 可视化结果表明: 在大规模数据集上, 轨迹特征提取方法能够准确找到角度变化点, 有效挖
掘各类特征点. 此外, 算法不依赖路网数据, 可根据路网实时改变时新增的轨迹数据进行动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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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能手机、车载 GPS 终端等设备将网络与现实结合,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改善生活方式. 其
中, 位置信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大数据分析处理技术快速发展, 位置数据中蕴藏的价值逐渐被人
们所认知和利用 [1] . 在众多位置数据中, 轨迹数据具有独特价值. 不同于签到数据, 轨迹数据是连续、
完整的具有时效性的行为展示, 包含出行规律、社交信息等特征, 因此理解并利用好轨迹数据具有重
要意义 [2] . 轨迹数据可以由配备 GPS 功能的智能设备采集, 数据能够反映个体的出行规律、行为习惯
等特点. 掌握了这些信息, 当我们在使用生活服务类 APP 时, 就可以通过判断、分类, 准确地推送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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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用户需求的信息 [3] . 将单一个体的轨迹信息进行综合, 可以得到群体的移动规律并加以利用. 例如,
动物迁徙行为分析、瞬时人群聚集分析等 [4] . 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群聚集、疏导滞后等因素导致的踩踏
事故时有发生, 如能够实时采集人群的轨迹数据, 通过预测技术, 判断出人群聚集趋向, 可以为集会管
理者及时进行疏导提供指示. 此外, 人群聚集情况的实时分析在人流疏导、实时预警等方面具有重要
价值.
本文研究大规模轨迹数据特征点提取方法的动机主要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1) 在轨迹点获取过程中, 由于 GPS 数据采集设备位置精度的原因, 导航过程中会出现轨迹点偏
离道路的问题, 需要通过轨迹特征的提取来保证系统匹配修正的精度和效率 [5] .
(2) 移动对象数据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如位置的不确定性、对象存在的不确定性、对象运动行
为的不确定性等 [1] , 导致原始轨迹数据会存在一定的噪声点, 会影响轨迹大数据查询、挖掘和预测的
准确性. 因此, 在进行轨迹大数据挖掘前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对原始轨迹数据进行特征提取.
(3) 轨迹数据可以准确地反映道路拥堵情况, 通过对轨迹特征点的提取, 可以反映出交通流量, 进
而影响道路的规划方案, 实现智能交通控制. 此外, 通过对轨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 可以发现功能区设
置的缺陷, 帮助我们完善社区配套设施建设.

2

相关工作

轨迹数据往往包含误差, 因此需要对轨迹数据进行特征提取, 包括去噪、校准、分段、化简、地图匹
配等一系列操作 [6] . 其中, 轨迹数据去噪主要过滤错误采样数据和冗余数据, 去除因采样设配硬件问题
产生的漂移点、重复点等, 从而为后续研究排除干扰 [7] . 常用方法包括规则过滤、Bayes 滤波、Kalman
滤波和粒子滤波等, 通过将轨迹数据匹配映射到路网数据中也可以完成轨迹去噪工作. 此外, 在去噪
过程中通常也可以完成对轨迹的校准. 轨迹由于采样经度等因素影响具有偏差, 轨迹校准利用前后轨
迹点, 对轨迹连续性、完整性进行提升, 得到高质量数据.
轨迹地图匹配是轨迹特征提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始轨迹数据仅由单纯的 GPS 点构成, 为了直
观感受轨迹数据, 需要将其匹配到地图数据上. 轨迹数据采集中存在噪声、采样频率低、信号丢失等
不足, 通过将轨迹数据映射到路网数据中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消数据采集中的偏差. 此外, 地图匹配可
以结合多元化的地理信息, 针对轨迹数据, 提供临近点查询、道路规划等功能. Yuan 等 [8] 提出了基于
交叉投票方法的地图匹配方法, 该方法针对低采样率情况下轨迹地图匹配率较低的特点, 采用集成学
习的思想将不同匹配结果相结合, 从而提高了匹配成功率. Shan 等 [9] 提出了地图自动补全与更新系
统, 使用地图匹配算法对轨迹数据集中的数据进行匹配, 可以去除由 GPS 设备本身产生的噪声数据.
目前, 针对轨迹几何特征提取算法的研究较多, 如, Douglas-Peucker 及其衍生算法已经被广泛应
用, 但其计算量较大, 容易造成形状特征失真, 在复杂路网环境下容易导致误匹配 [5] . 针对路网要素特
点, Guo 等 [10] 提取道路要素特征点, 将复杂的路网匹配转化为特征点匹配, 可以解决复杂的多对多匹
配问题. 这一方法需要对道路数据进行预处理, 无法满足系统实时性要求. 针对大规模浮动车数据量
庞大, 地图匹配时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特点, 文献 [11] 提出一种离线计算与在线匹配相结合的浮动车
轨迹实时局部地图匹配方法. 上述特征提取方法在提取效率和准确度上都有着不错的效果, 然而这些
特征提取算法往往仅针对曲线几何特征进行提取, 没有考虑实际车辆行驶过程中由于驾驶习惯不同或
紧急避让等突发事件因素的干扰. 此外, 在道路交叉口处的复杂几何特征计算量相对较大, 效率偏低
会影响后续位置匹配和误差修正的进行 [5] .
为了提取有意义的轨迹特征点, Feng 等 [12] 提出了一种新型轨迹降维方法抽取有意义的轨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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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提高了异常轨迹检测的准确性. Zabalza 等 [13] 将奇异谱分析技术应用于二维轨迹时空点的提
取, 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确定有意义的特征点. Sauer 等 [14] 利用经过索引的轨迹数据高效抽取特征
点, 解决了大规模时间戳稀疏的轨迹数据特征提取不准确的问题. 近年来, 将提取的轨迹特征点应用
于路径规划研究的工作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Chen 和 Zhang 等 [15, 16] 提出一种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
用于发现乘客上下客的热点区域, 构建公交车路线图进而剪枝无效的停车站实现最优的路线规划. 此
外, Chen 等 [17] 提出了一种两阶段包裹投递路径规划方法, 离线计算包裹投递最短路线, 并在线自适
应规划行车路线, 达到实时响应请求的目的.
综上, 现有轨迹特征提取算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包括: (1) 需要进行数据预处理, 数据规模大
无法满足具体应用实时性的需求; (2) 未考虑路网中道路复杂多变性; (3) 地图匹配算法精度不高等问
题. 本文利用 GeoHash 空间索引技术降低邻域轨迹点查询的时间代价, 提高后期轨迹特征提取的效率.
通过计算轨迹角度变化特征点对其进行聚类特征抽取, 保证轨迹挖掘结果的准确性.

3

问题描述

不同类型的轨迹数据具有不同特征, 随着各类具有 GPS 功能的移动终端的普及, 轨迹数据的获取
变得简单高效. 但由于数据采集精度的误差及移动对象运动的诸多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原始轨迹数据
不能直接用于位置精度要求较高的应用中, 需要对轨迹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取特征点. 本文将城市路网
中的移动对象轨迹作为研究对象, 提取轨迹特征. 首先给出轨迹的定义, 描述如下.
定义1 (轨迹) 给定 GPS 点序列 T ={p1 , p2 , p3 , . . . , pn }, pi =(αi , βi , ti ), 其中, α 表示纬度坐标, β
表示经度坐标, t 表示时间戳, 对于任意 i < j 有 pi .t < pj .t, pi ∈ P , P 为 GPS 点集, 于是称 T 为轨迹.
为了从轨迹数据中获取信息, 通常涉及到轨迹分类、轨迹比较等操作. 例如, 无法找到两条由相同
GPS 点组成的轨迹. 原始的轨迹数据之间并不能直接进行上述操作, 需要对轨迹数据进行转化, 常见
做法是进行地图匹配. 已有地图匹配方法存在两方面不足: (1) 依赖大量的路网数据, 且要求路网数据
尽可能精准, 一旦城市路网规划发生变化, 地图数据无法实时做出改变, 导致匹配精度下降; (2) 路网
匹配计算本身需耗费大量时间, 增加了数据处理的复杂度. 基于路网的轨迹数据包含一定的路网特征,
可以加以利用. 本文从轨迹数据本身出发, 尽可能利用轨迹数据的自身信息完成轨迹特征提取.
通常利用网格对轨迹数据进行空间分割, 根据轨迹相对于网格的位置进行匹配. 基于网格的划分
方法计算效率高, 但存在边界问题 [7] , 即两条轨迹本应被识别为相似轨迹, 但是在划分后的空间中并
不相连. 此外, 基于路网的轨迹数据中常常存在长直路线, 使用网格表示法容易产生较多冗余. 对轨迹
数据直接进行基于位置的聚类是常用的方法. 当移动对象长时间停留在某一位置时, 由于采样频率恒
定, 因此在该处会产生大量的数据点, 通过聚类就可以发现移动对象的兴趣点. 此种方法对于稀疏数
据具有一定效果, 例如基于位置的签到数据等. 但是此方法常常会产生诸多无意义的聚类点, 例如移
动对象在交通路口等待的情况. 另外当移动对象进入室内丢失 GPS 信号时, 该方法也无法正确获取
兴趣点. 因此, 停留点提取算法得到普遍应用. 停留点提取算法在以智能手机为 GPS 终端, 相对稀疏
的轨迹数据上有较好应用, 但是对于车载 GPS 等设备采集的轨迹数据, 其提取效果并不理想.
结合停留点提取算法,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轨迹特征提取方法, 引入角度变化作为特征, 当移动对
象在路网中运动时, 其角度变化多数情况下意味着行驶道路的更改, 假设移动对象在同一道路上的运
动特征保持不变, 于是关注的变化就是行驶道路的变化. 当移动对象行驶角度发生变化时, 认为其运
动特征相应发生改变, 因此角度变化点对应特征变化点, 即轨迹特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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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版彩图) 基于空间编码技术的轨迹特征提取工作原理
Figure 1

(Color online) Working mechanism of trajectory feature extraction based on spatial coding technique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基于 GeoHash 空间编码 [18] 的轨迹特征提取方法, 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 算法
包含 3 个层次: (1) 数据感知层, 将配有 GPS 功能的移动便携设备采集的数据通过轨迹点提取、转换
和加载 (ETL 过程) 存储到轨迹数据库中; (2) 轨迹特征提取层, 首先对轨迹点进行 GeoHash 编码, 构
建 GeoHashTree; 然后, 计算轨迹角度变化较大的偏转点置于特征点集合中; 再者, 利用 8 邻域查找算
法查询临近轨迹点并利用密度聚类思想计算轨迹点之间的距离进而实现轨迹的聚集操作; (3) 应用层,
对提取的轨迹特征点进行可视化输出并应用于基于位置的各类服务中.
经过特征提取后的轨迹数据具有广阔的应用场景, 以智慧交通中交通流预测问题作为概貌进行描
述. 智能交通旨在建立起一种在较大范围内, 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运输和管理系
统. 应用轨迹特征提取点, 可以在路口处预测每天哪一时段, 具体在哪一区域是机动车出行的高峰期.
通过预测交通流可以辅助决策使路网上的交通流量处于最佳状态, 改善交通拥挤和阻塞状况, 最大限
度地提高交通的通行能力, 提高整个公路运输系统的机动性、安全性和运输效率.

4

基于 GeoHash 的区域编码技术

在特征点提取过程中, 需要对特征点进行聚类, 传统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对于轨迹大数据的支持
不足, 因此考虑引入空间编码技术优化聚类过程. GPS 数据主要包含经纬度坐标, 使用传统方法分别
在其精度和纬度值上建立索引, 不能满足轨迹聚类中的邻近点快速查询的需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引入 GeoHash 空间编码技术对轨迹点进行索引, 将二维经纬度数据转化成一维编码字符串, 从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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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纬度空间编码方法举例
Table 1

Example of latitude spatial coding method

Area (◦ )

0-area (◦ )

1-area (◦ )

Code

−90 ∼ 90

−90 ∼ 0

0 ∼ 90

1

0 ∼ 90

0 ∼ 45

45 ∼ 90

0

0 ∼ 45

0 ∼ 22.5

22.5 ∼ 45

1

22.5 ∼ 45

22.5 ∼ 37.5

37.5 ∼ 45

1

33.75 ∼ 45

33.75 ∼ 39.375

39.375 ∼ 45

1

39.375 ∼ 45

39.375 ∼ 42.1875

42.1875 ∼ 45

0

39.375 ∼ 42.1875

39.375 ∼ 40.7812

40.7812 ∼ 42.1875

0

39.375 ∼ 40.7812

39.375 ∼ 40.0781

40.0781 ∼ 40.7812

0

而满足了空间索引需求. GPS 坐标点覆盖整个地球表面, 因此将地球表面视作一完整平面, 南北包括
90◦ N ∼ 90◦ S, 东西包括 180◦ W ∼ 180◦ E.
编码过程可以视作对空间区域的划分过程, 通过划分逐渐逼近实际值. 以经度为例, 将西经 180◦
至东经 180◦ 划分为 [−180, 0] 和 [0, 180] 两个区间, 若待编码点落在左边区间, 则第一位编码为 0, 否
则为 1. 如果坐落在 [0, 180] 区间, 那么进一步将 [0, 180] 区间分为 [0, 90] 和 [90, 180] 两个区间进行第
2 位编码, 以此类推, 递归编码. 编码的总长度根据所需精度进行选择. 纬度编码过程与经度相似, 通
过迭代编码后得到长度相同的经度和纬度编码, 然后依次取纬度第 i 位编码和经度第 i 位编码合成空
间编码的第 2i 和 2i + 1 位 (i 从 0 开始取值). 下面给出一个具体编码示例, 如下所示.
例 1 空间编码过程举例. 以北京的纬度 39.904844 为例进行编码, 表 1 展示了对其进行长度为 8
的逐次逼近的编码过程, 通过不断递归并缩小范围, 最终得到纬度的编码结果为 10111000.
算法 1 GeoHash(lat, lng, n)
1: for each i=0 to n/2 do
2:

la ← (b + t)/2;

3:

if lat > la then

4:
5:
6:

α[i] ← 1, b ← la;
else
α[i] ← 0, t ← la;

7:

end if

8:

ln ← (l + r)/2;

9:

if lng > ln then

10:
11:
12:
13:

β[i] ← 1, l ← ln;
else
β[i] ← 0, r ← ln;
end if

14: end for
15: c ← combine(α, β);
16: return c.

算法 1 给出 GeoHash 空间编码方法的具体实现过程, 其中输入参数: lat 和 lng 分别表示 GPS
点纬度和经度坐标, n 表示初始编码长度, c 表示输出的编码, b 和 t 分别表示当前区域纬度最小值和
最大值, 初始值分别是 −90.0◦ 和 90.0◦ , l 和 r 分别表示当前区域经度最小值和最大值, 初始值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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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和 180.0◦ . 算法第 2 ∼ 7 行实现纬度编码, 第 8 ∼ 13 行实现经度编码. 第 2 行取当前纬度

范围的中点; 第 3 ∼ 7 行判断纬度 lat 在当前范围内所处区间, 其中 n 表示编码长度, 若在右区间则
编码为 0, 否则编码为 1, 然后缩小当前范围; 第 8 行取当前经度范围的中点; 第 9 ∼ 13 行判断经度
lng 在当前范围内所处区间, 若在左区间则编码为 0, 否则编码为 1, 然后缩小当前范围; 第 15 行调用
combine(·) 方法, 将 α 和 β 编码进行合并; 第 16 行输出编码 c. 算法 1 采用二分查找的思想, 其时间
复杂度是 O(log(n)), 其中 n 表示初始编码长度.

5
5.1

基于 GeoHashTree 的轨迹聚类算法
轨迹聚类算法

轨迹聚类通常采用 DBScan 算法 [19] , 当特征点较多时, 迭代计算特征点之间距离的计算开销非常
大, 需要根据数据的特征进行优化. 对于轨迹特征点, 并不需要遍历计算数据集中所有的特征点与当
前点的距离, 因为所提取的特征点所在的簇的分布半径通常在某一街区范围内, 仅需关注小范围内的
相邻特征点. GeoHash 空间编码算法采用类似二分查找的思想, 逐步缩小搜索范围, 最终定位到查找
对象. 本节所提聚类算法的优势在于: 基于 GeoHash 空间编码算法的二分查找特性, 在 DBScan 中引
入空间索引查找邻近点, 仅计算相邻区域内特征点的距离, 从而缩小计算范围, 降低计算复杂度.
轨迹聚类时对 DBScan 中 getNeighbors 进行改进, 使用 searchNeighbors 进行替换查找轨迹邻域
点, 从而在搜索过程中增加空间编码特性. 为了快速地查找邻近特征点, 本文在 GeoHash 空间编码基
础上提出 GeoHashTree, 对数据集中的特征点进行编码和查找. GeoHashTree 是一种类似前缀树的数
据结构, 如图 2 所示, Root 节点作为所有节点的根, 每一层子节点均表示对父节点所包含区域的一次
划分. 图 2 中 GeoHashTree 完成了区域的两次划分, 编码长度为 4, 每一个子节点包含对应区域内所
有轨迹点.
searchNeighbors 算法基本思想是将特征点逐一加入 GeoHashTree 中, 将待查点进行 GeoHash 编

码, 查询后输出邻近点集合作为结果, 具体内容如算法 2 所示: 第 1 行利用轨迹数据建立一棵 GeoHashTree; 第 2 行将待查找点 p 进行 GeoHash 编码; 第 3 ∼ 5 行将编码后的待查找点作为输入, 在中

心区域内查找; 第 6 ∼ 10 行根据邻域计算方法, 利用 getNeighbors(·) 函数计算得到中心区域的 8 个
相邻的区域, 其中 e 表示邻域半径; 第 11 行输出查找结果集合 D.
算法 2 searchNeighbors(p, e)
1: create a GeoHashTree;
2: c ← encode(p);
3: for each i ∈ GeoHashTree(c) do
4:

D.add(i);

5: end for
6: for each n ∈ getNeighbors(c) do
7:
8:
9:

for each i ∈ GeoHashTree(n) do
D.add(i);
end for

10: end for
11: retur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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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eoHashTree 数据结构举例
Figure 2

Example of the data structure of a GeoHashTree

算法 3 基于 DBScan 的改进轨迹聚类算法 —— DBScan*(D, e, θ)
1: C ← 0;
2: for each unvisited point p in D do
3:

mark p as Visited;

4:

N ←searchNeighbors(p, e);

5:

if sizeof(N ) < θ then

6:
7:
8:
9:
10:

mark p as Noise;
else
C ← next cluster;
ExpandCluster(p, N, C, e, θ);
end if

11: end for

基于 DBScan 算法给出改进的轨迹聚类算法 DBScan*, 如算法 3 所示. 基于 DBScan 的轨迹聚类
算法分为 DBScan 和 ExpandCluster 两部分. 在 DBScan 中, 遍历轨迹点集合 D 中所有轨迹点, 第 4
∼ 10 行计算点 p 与所有轨迹点的距离, 将距离小于邻域半径 e 的点存入集合 N 中, 如果 N 小于最
少点数 θ 则标记 p 为噪声, 否则以 p 为核心建立新簇 (第 8 行) 并调用 ExpandCluster 算法递归访问
N 中轨迹点 (第 9 行). 改进的 ExpandCluster 算法的不同点在于在查找点 p 的邻近点时利用本文提
出的 searchNeighbors 算法得到 p 的 8 邻域, 并在 8 邻域中查找, 无需遍历 p 的所有邻近点, 找到符合
所有满足小于半径 e 的邻域点.
综上, DBScan* 算法相比 DBScan 算法的优势在于: DBScan 算法在计算过程中需要多次扫描所有
轨迹点, 计算两点之间的距离, 当数据量增大时, 算法计算开销巨大. 针对轨迹点数据的特征, DBScan*
算法引入空间编码技术, 对轨迹点进行编码, 建立查找树. 当需要计算距离时, 利用 searchNeighbors 算
法查找临近范围内的点, 从而大大减少了计算量, 提高了算法的运行速率.
5.2

算法复杂性分析

传统的 DBScan 算法采用基于密度的思想, 算法理论上计算复杂度为 O(n2 ), 其中 n 为轨迹数
据中移动对象数量. 本文针对轨迹点的空间特性, 考虑到聚类对象时分布在平面空间中的经纬度数
据, 引入空间编码方法, 对轨迹点进行编码, 并建立索引数据结构 GeoHashTree, 实现了对空间聚类算
法的改进和优化. 在改进算法中, 当需要通过遍历其他对象来判断另一对象是否为核心对象时, 首先
对所有对象建立查找树, 并对该对象进行编码. 通过查找树, 查找该对象邻近范围内的数据点,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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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HashTree 使得查找范围逐级递减, 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计算量, 提高了算法的时间效率. 在采用空间

索引的情况下, 聚类算法的时间复杂度下降为 O(n log n), 本文将在 7.2 小节实验中证明改进聚类算法
的时间性能优势.

6

轨迹特征提取算法
为了提取轨迹角度变化特征点, 需要完成轨迹点间距离计算和轨迹角度变化计算, 主要定义如下.

定义2 (轨迹点距离) 已知点 A 和 B, ϕ1 , ϕ2 分别表示 A, B 的纬度, λ1 , λ2 分别表示 A, B 的经
度, γ 为地球半径, 则轨迹点 A, B 两点距离定位为
(√
(
)
(
))
ϕ2 − ϕ1
λ2 − λ1
2
2
d(A, B) = 2γ × arcsin
sin
+ cos(ϕ1 ) cos(ϕ2 ) sin
.
(1)
2
2
定义3 (轨迹角度) 已知轨迹点 A, B, C, 上述 3 点构成的角度 ∠ACB 定义为
cos ∠ACB =

d(B, C)2 + d(A, C)2 − d(A, B)2
.
2d(B, C) × d(A, C)

(2)

理想情况下, 算法通过对相邻的三个轨迹点进行计算便可得到该段轨迹的角度, 但是轨迹通常发
生偏转的过程并不会仅包含一个点, 角度偏转的过程可能包含两个或者三个轨迹点, 单纯计算相邻三
个轨迹点的角度并不能得到准确的位置. 为了能够准确计算角度偏转点, 需要以当前点为中心选取角
度计算所需的采样点, 因此定义角度计算点采样间隔 τi , 如下所示.
定义4 (角度采样点间隔) 角度采样点间隔定义为
τi =

2k
a ∑
d(pj , pj+1 ),
2k

(3)

j=i−k

其中, k 为计算平均速度的窗口大小, a 为平均速度与采样间隔的相关系数. 通过计算移动对象在当前
点 pi 的平均速度, 可以得到采样间隔.
定义5 (角度阈值 δ) 轨迹发生偏转的最小角度定义为角度阈值, 用 δ 表示.
本文通过角度计算提取轨迹中角度变化的点, 如算法 4 所示: 第 1 ∼ 9 行从轨迹数据集 T 中提取
角度变化点, 其中 3 ∼ 9 行遍历轨迹数据集, 按照角度采样点间隔 τi 给出的窗口长度, 使用 calAngle
函数计算当前轨迹点与前序后序轨迹点之间的夹角, 若角度值超过阈值 δ, 则认为该点为角度变化点,
将其加入到集合 D 中; 第 10 行对 D 中轨迹点应用 DBScan* 聚类算法 (详见第 5.1 小节) 得到聚类集
合; 第 11 ∼ 13 行遍历聚类所得到的聚类集合, 取集合的中点作为特征点数据加入轨迹特征点集合 W
中; 第 14 行输出 W .
特征点提取算法以提取轨迹角度变化点为基础, 首先粗略提取角度变化点集合, 该集合中的数据
对轨迹角度变化的反应较为直接, 包含了一定数量的噪声. 角度阈值 δ 的设置会对提取效果产生一定
影响. 考虑到轨迹数据所具有的统计特性, 当数据量逐渐增大时, 角度变化点的分布出现聚集, 因此使
用基于密度的聚类方法, 对角度变化点集合进行聚类, 可以很好地弥补提取精度不高的问题, 同时降
低结果对于 δ 的敏感度, 因为随着数据量的增长, 聚类算法所反映出的是轨迹数据集的整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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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4 基于角度变化的轨迹特征点提取算法
1: for each t in T do
2:

P ← t.getPoints(); //P 表示轨迹点集合

3:

for i ∈ [0, |P |) do

4:

τi ← get τi (pi );

5:

if calAngle(p{i−τi } , pi , p{i+τi } ) > δ then

6:
7:
8:

D.add(pi );
end if
end for

9: end for
10: C ← DBScan*(D, e, θ); //e 表示邻域半径, θ 表示最小邻域点数
11: for each c in C do
12:

W .add(getCore(c));

13: end for
14: return W .

表 2 轨迹数据集描述
Table 2

7

Description of trajectory datasets

Parameter

Value

Time interval

2008/02/02 ∼ 2012/02/08

No. of taxies

10357

No. of trajectories

>25000

No. of trajectory points

>15000000

Length of trajectories

>9000000 km

实验及算法性能分析

根据前文所提出的理论, 利用真实环境下采集的 GPS 数据进行实验. 实验分别对基于空间索引
的聚类算法和轨迹特征提取算法进行对比分析, 针对算法的准确率、时间效率等方面进行实验.
7.1

实验环境及数据集描述

实验所用数据集来源于微软亚洲研究院郑宇研究员所领导的 T-Driver 项目 [20] , 数据采集自北京
市真实路网中的出租车 GPS 设备, 包含 10357 辆出租车超过一周的行驶轨迹数据, 具体描述如表 2
所示.
原始轨迹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 按时间排序, 组成轨迹点的属性包括: 采集日期、采集时间、经度、
纬度. 本文中所提到的算法均采用 Java 程序设计语言实现, 利用 Eclipse Juno 集成开发环境. 实验硬
件平台为 Intel(R) Core(TM)2 Duo P8700 2.53 GHz CPU, 3 GB 内存, 操作系统平台为 Windows 7.
7.2

基于空间编码的轨迹聚类算法性能分析

本节实验对比传统 DBScan 算法和基于空间索引编码的 DBScan* 聚类算法的时间开销, 如图 3 所
示. 实验数据集规模由 1000 个对象逐渐增加至 8000,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随着实验数据集轨迹数量增
加, 未采用空间索引的 DBScan 算法的时间开销显著增长, 而采用 GeoHashTree 空间索引的 DBScan*
算法则增长平缓, 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 DBScan* 算法相比于 DBScan 算法, 在平均时间开销上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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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GeoHashTree 构建时间代价
Table 3

Time cost of GeoHashTree generation

No. of trajectory points

2500

5000

10000

20000

100000

250000

500000

Time (ms)

15

31

63

98

266

679

2310

90.89% 的提升, 主要原因在于: 采用了空间编码思想, 应用 GeoHashTree 空间索引结构, 该结构使得聚

类过程中邻近点查询算法复杂度由 O(n2 ) 降为 O(n log n), 因此使得聚类算法整体效率得到提升. 图 4
显示了在不同规模数据集上两种聚类算法发现的聚簇个数. 实验结果表明, 采用 GeoHashTree 空间索
引结构的聚类算法与传统聚类算法具有相同聚簇个数, 即两种算法的聚类准确性一致.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采用 GeoHashTree 空间索引的聚类算法在提升时间性能的同时保证了聚类的
准确性. 采用 GeoHashTree 索引结构的聚类算法需要提前建立索引结构, 由此产生的时间开销如表 3
所示.
实验结果表明: 随着数据规模的不断增加, 索引结构建立所需时间开销缓步增加, 当轨迹点的规
模达到 500000 级别时, 时间开销才上升至秒级. 尽管采用 GeoHashTree 空间索引结构的聚类算法需
要额外的时间开销, 但相比于聚类过程, 索引结构建立所需的时间开销非常小, 可以忽略不计.
采用空间索引的 DBScan* 算法同样易受参数的影响, 观察聚类半径和最小邻域点数对聚类结果
的影响, 结果如图 5 和 6 所示. 图 5 显示了聚类半径对聚类结果的影响,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随着聚
类半径的增加, 形成的聚类个数逐渐下降, 这与预期结果相吻合. 针对轨迹数据, 由于其通常受到路网
走向及宽度的限制, 因此轨迹角度变化点的出现范围有限. 结合图 5 特征点提取算法的具体实验, 可
以发现: 聚类半径选择在 100 米范围内具有较为良好的聚类效果. 与传统 DBScan 算法不同, 改进算
法的主要应用场景为轨迹特征点聚类, 因此在参数的选择上可以根据轨迹数据的特征进行分析.
针对最小邻域点数这一参数的选择, 在不同规模数据集上实验结果如图 6 所示, 可以发现: 随
着最小邻域点数增加, 生成的聚簇数量逐渐下降, 这一点在不同规模数据集上表现一致, 与预期结果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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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聚类半径下 DBScan* 算法聚类结果

图 6 不同最小邻域点数下 DBScan* 算法聚类结果

Figure 5 Clustering results of DBScan* algorithm under
diﬀerent cluster radiuses

Figure 6 Clustering results of DBScan* under diﬀerent
minimum number of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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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轨迹数量下特征点提取时间

图 8 特征提取结果与提取窗口大小的关系

Figure 7 Time cost of feature points extraction under
diﬀerent number of trajectories

Figure 8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ture extraction results
and the size of extraction windows

7.3

特征提取算法时间性能分析

本小节实验考察基于 GeoHashTree 空间编码的特征点提取算法的时间效率, 图 7 展示了轨迹特征
提取算法的时间开销与轨迹数量之间的关系. 实验结果表明, 随着轨迹数量不断增长, 特征提取算法保
持线性增长, 证明了本文提出的轨迹特征提取算法具有较好的可伸缩性. 原因在于使用 GeoHashTree
对轨迹点进行索引可以快速查询到给定点的邻近节点, 使得聚类算法的效率得到极大的提升, 保证移
动对象规模增大的时候, 利用聚类操作提取轨迹特征点的时间开销不会剧烈增加.
在特征提取算法中提取窗口值的选取对结果会产生影响, 本节实验考察特征提取窗口取值对结果
的影响, 实验结果图 8 所示. 可以发现随着提取窗口不断增大, 特征点数量不断增长, 即提取算法识别
出了更多的角度变化点, 但是经聚类提取后的聚类结果开始不断增加, 然后趋于稳定. 通过实验可以
发现, 当提取窗口取值介于 9 ∼ 13 时提取算法可以获得最佳提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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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网络版彩图) 聚类结果展示
Figure 9

(Color online) Visualization of clustering results

表 4 不同轨迹数目下特征点提取准确率
Table 4

Feature extraction accuracy under diﬀerent number of trajectories

No. of trajectories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Accuracy (%)

81.3

83.4

84.1

84.8

80.9

76.3

75.8

76.1

7.4

轨迹特征提取有效性分析

图 9 展示了在大规模轨迹数据集上角度变化点提取算法的提取效果, 将计算出的包含角度变化点
的特征点候选集合分成不同的簇, 均匀分布在路网中, 并使用不同深浅进行区分. 可以发现, 特征点大
多集中在路网的路口附近, 这与预期相符, 也就是说算法可以准确提取出轨迹角度变化的特征点, 作为
轨迹转换及轨迹预测的重要条件. 此外, 算法不依赖路网数据, 当实际路网发生改变时, 算法可以根据
新增的轨迹数据进行实时修改, 准确反映路网信息, 避免了由于路网数据陈旧导致的偏差, 因此对于在
此基础上进行的轨迹转换和轨迹预测具有良好的支持. 不依赖路网数据同时可以降低计算复杂度, 节
约存储空间. 对于一条完整的轨迹, 可以使用算法提取的特征点序列进行表示, 从而方便轨迹存储和
预测.
应用本文所提算法提取的特征点大多是路口的转弯点, 如果能够准确提取这些转弯点, 对移动对
象位置精准预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验证转弯处特征点提取的准确性, 本小节观察随着轨迹数据增
加特征点提取算法正确识别出的轨迹点占所有轨迹点的百分比, 实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通过表 4 可以发现: 随着轨迹数量增加, 开始正确识别的转弯点的准确性增大, 当轨迹数量达到一
定规模 (大于 4000 条) 的时候, 特征点提取准确率呈现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 整体预测准确性大于 75%,
在智能交通领域被认为是较好的预测结果. 主要原因在于当轨迹数据增大到一定的规模, 轨迹特征模
式趋于稳定, 应用本文所提算法能够识别出大多数的运动模式, 当轨迹数量持续增加, 由于 GPS 数据
本身受到噪声数据的干扰, 准确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不会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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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大规模移动对象轨迹数据,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轨迹特征提取算法, 为基于机器学习的轨迹
大数据挖掘提供支持. 本文提出一种轨迹点空间索引结构 GeoHashTree, 通过计算角度变化点, 结合
轨迹聚类算法对提取点进行聚类. 将空间索引技术和轨迹聚类方法相结合, 提高了轨迹特征提取的效
率. 大量真实轨迹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基于 GeoHashTree 空间编码结构的轨迹聚类算法在提升
时间性能的同时保证了结果的准确性. 在大规模数据集上, 轨迹特征提取方法能够准确找到角度变化
点. 此外, 特征提取结果可视化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未来工作主要包括: (1) 将轨迹特
征点提取的结果应用于基于机器学习的轨迹预测算法中, 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2) 将所提算法应用于基
于位置的社交数据, 分析个体用户的出行模式, 对用户行为进行聚类分析, 提取群体的出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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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jectory feature extraction approach based on spatial
coding technique
Shaojie QIAO1 , Nan HAN2 , Tianrui LI3 , Xi XIONG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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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54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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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PS data often have position deviations in precision and are apt to be aﬀected by noise; hence, it is
essential to extract features from trajectories before performing large-scale data mining. A GeoHash-based spatial
coding technique called GeoHashTree was used to index spatiotemporal trajectory poin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ﬃciency of nearest-neighbor search. The GeoHashTree was applied in trajectory clustering and an improved
density-based clustering algorithm was proposed to reduce the time complexity of nearest-neighbor search from
O(n2 ) to O(n log n). After extracting trajectory points with changing angles, the proposed clustering approach
was employed to achieve deep-level feature extraction on trajectory points with changing angles, which aims
to accurately identify feature points. Extensive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on real GPS data an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trajectory-clustering algorithm based on the GeoHashTree spatial index structure
can improve time performance by an average of 90.89% as well as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clustering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lustering method. The visualiz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jectory feature extraction
approach can eﬀectively ﬁnd trajectory points with changing angles and discover a varying types of feature points
from large-scale data sets. In addition, the proposed approach does not depend on road network data and can
dynamically update with new incoming trajectory data as road networks change in re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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