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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目前市面上的导航软件无法针对用户个性化预测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边缘计算的道路行程

m

时间预测的预测思想，并在之后就系统架构和预测过程进行了详细论述。为了实现个性化预测，本文根据速度变化特征
将用户的行为模式分成了三类，并对每一类行为模式构建了对应的数据集。在基于用户行为模式的预测算法方面，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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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每一类数据集分别应用了ELM模型和LSTM模型，通过对模型的预测表现进行对比确定了最优模型，并将模型及其参
数装载到边缘端。

最终，本文通过大量的实验，将该研究所提供的时间预测和百度地图提供的时间预测进行对比，验证了本文研究

z.

内容的可行性和准确性；以实例证明了本文设计并实现的道路行程时间预测原型系统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道路行程时间预测方法；边缘计算；行为模式分类
中图分类号：T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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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proposes a framework of road travel time prediction based on edge compu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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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elaborates its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prediction process. The navigation software in current market does not make
personalized prediction for users. In order to achieve personalized prediction, users' behavior patterns will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driving speed changes. For each of these three categories, the corresponding data
sets are collected. With regard to predi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users' behavior patterns, the optimal model i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prediction performance of ELM and LSTM models, which are trained with data sets separately. And then,
the optimal model and its parameters are loaded to the ends of edge computing. Finally, a large number of experiments are
conducted by comparing the time prediction presented in this research with that of Baidu Map so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and
accuracy of this framework. The prototype system of road travel time prediction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in this paper is
proved to be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with real cases.
Keywords: road travel time prediction method; edge computing; classification of behavior patterns

1 引言(Introduction)

城市道路交通信息进行大范围处理的智能交通系统便成了时

一直以来，城市道路交通所追求的是人、车、路的密切

代发展所需。边缘计算指的是在网络的边缘来处理数据，这

配合与和谐统一，因此尽可能地提高道路交通运行的效率、

样能够减少请求响应时间、提升电池续航能力、减少网络带

确保交通运行的安全度、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并且改善环境成

宽同时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私密性[1-4]。边缘计算模型框架示

为人类的共同目标。一种能够实现准确、实时、高效率地对

意图如图1所示。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20191014519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基金(N1824100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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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我们将搜集到的不同行人的步行GPS数据在云端
进行数据预处理，将经纬度坐标值序列根据前述方法转换为
速度序列，去掉了无效数据；其次基于用户的速度变化情
况，对不同行为模式进行了分析和分类，基于不同的速度变
化方式来构建数据集；之后主要采用ELM模型和LSTM模型对
不同的行为模式所对应的数据集进行训练，通过调参和模型
评判，得到了每种模式所对应的最优速度预测模型，并保存
图1 边缘计算模型框架示意图

下来，装载到边缘端。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edge computing model framework

边缘端：用户首先需要选定出发点和终点，一旦选定，

相关研究表明，与云计算模型相比，边缘计算的优势主

路径规划将自动完成。用户的初始道路总剩余时间将由冷启

云端移动到边缘端，响应时间由900毫秒缩减到169毫秒。

中，边缘端将实时接收用户的GPS轨迹点，并根据前述方法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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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5]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将人脸识别的计算过程从

m

动机制下的初始速度和路径总长度计算得来。冷启动过程

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算用户的实时速度。冷启动结束后，边缘端将基于之前搜集
到的速度，判断用户的行为模式，调用预先训练好的模型来

时，将部分计算任务从云端卸载到边缘端，整个系统对资源

预测下一阶段的速度，再结合剩余路径距离预测出剩余行程

的消耗减少了30%—40%。

时间，从而实现基于边缘计算的道路行程时间预测的实时周

z.

在文献[6]中，实验人员在研究可穿戴的认知辅助设备

期更新。当发现用户行为模式改变，边缘端将调用与新模式

转移到边缘端，使得数据在分区、迁移与合并等方面减少了

对应的预测模型；当预测值和真实值有较大偏差时，边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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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7]提出的Clone Cloud模型，将部分处理任务从云端

将做适当调整。

20倍的时间。

综上所述，边缘计算模型更适合在移动边缘端处理用户

2.2.1 基于ELM模型的速度预测建模和预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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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数据，低延迟和高效率更加契合了当今人们在快节

2.2 基于行为模式的速度预测方法

奏时代的日常所需。对于本就强调实时性的“智慧交通”的

分支——道路行程时间预测，边缘计算无疑是一个与之最为
匹配的计算模型。

ELM预测模型整体需要输入的数据为 < v1 , v2 , , vm > ，

如果分段表示的话即为
，其中 m 表示整个训练数据集的长度，

n 表示步长。基于ELM模型的速度预测方法网络图如图3所

of road travel time prediction based on edge

示，其中 x 为输入数据， ω 是输入权重， b 为偏置， β 为输出

computing)

偏重， y 为要预测的速度，通过训练得出输入和输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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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边缘计算的道路行程时间预测框架(Framework

2.1 预测过程及研究架构

关系，其中 ω 和 b 可以随机输入。

预测过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即云端处理部分和边缘端
预测部分。本小节将分别阐述两部分的运作过程。研究架构
如图2所示。

图3 基于ELM的速度预测方法的网络模型

Fig.3 Network model of speed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ELM
图2 系统速度预测示意图

Fig.2 Diagram of system speed prediction

根据图3可知，基于ELM的速度预测方法的训练过程包括
以下几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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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训练集数据、选定激活函数和隐藏层节点个数。不
同的激活函数可能会造成不同的预测结果，所以要选定激活

同的激活函数可能会造成不同的预测结果，LSTM模型中默认
的激活函数是tanh函数。

函数。ELM模型中隐含层神经元个数和预测步长均会影响

LSTM模型中预测步长 n 、层数 l 、神经元个数 s 均会

ELM的预测效果，本文会通过大量的实验来找到最优的神经

影响预测效果，本文会通过大量的实验来找到最优的参数选

元个数 l 和预测步长 n 。

择。

随机设置输入权值和隐藏层节点偏置 b 。在ELM模型的

随机设置权重值 U 、 W 、 ω 。在LSTM模型的学习过程

学习过程中，输入权值矩阵 ω 和隐含层偏置矩阵 b 是随机生成

中，权值矩阵 U 、 W 、 ω 的值均是随机生成的，隐藏层神经

的，这样学习训练的结果很快。

元的个数 s 决定了初始化多少组参数矩阵，因此参数的设置至

当ELM模型中所需要的预测步长 n 、参数节点个数 l 、输
入权值和 b 均确定后即可根据训练集进行训练，首先计算出

关重要。
当LSTM模型中所需要的预测步长 n ，层数 l ，隐藏层神

计算ELM预测模型中隐含层到输出层的输出权值 。将

m

经元个数 s ，输入权重 U 、 W 、 ω 均确定后即可根据训练集进

输入矩阵的广义逆矩阵。

行训练，首先计算出输入矩阵的广义逆矩阵。
计算LSTM预测模型中全连接层到输出层的输出权值 V 。

偏置矩阵 b 是随机生成的，多试验几次，并且用测试集对其

将 V 确定后，整个模型最终确定。因为权重值 U 、 W 、 ω 是

进行测试，计算预测误差，选取最优的预测模型。

随机生成的，需进行多次实验，选取最优的预测模型。

点个数 l ，预测步长 n 和隐藏层到输出层的权值保存下来，以

z.

将训练模型用的输入权值，隐藏节点偏置 b ，隐藏层节

co

确定后，整个模型最终确定。因为输入权值矩阵 ω 和隐含层

将整个训练模型及其权重参数以.h5的格式保存下来，以

便将来进行预测和调整。

2.3 用户行为模式的分类

2.2.2 基于LSTM模型的速度预测建模和预测过程

cz

便以后进行预测使用。

LSTM预测模型整体需要输入的数据为 < v1 , v2 , , vm > ，

我们的预测希望能够为不同行人的不同行为模式提供更

精确的个性化服务。因此，对行人的用户行为模式规律性的
挖掘具有必要性。本节将结合生活实际的经验，对用户行为

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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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分段表示的话即为

，其中 m 表示整个训练

模式进行分类。由于在道路行程时间预测的问题中，对速度

数据集的长度， n 表示单词输入的数据维度。基于LSTM模型

的预测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对步行者的行为模

的速度预测方法网络图如图4所示，其中 x 为输入数据， o 为

式进行分类是基于用户的速度特征。
根据我们收集到的用户步行数据信息，我们发现均可以

W 代表上一个时刻的输出值在下一次输入之中的权重， ω 是

用三种基于速度变化特征的行为模式来描述用户的整个步行

LSTM层与全连接层之间的权重。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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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 t 表示时序， U 代表输入权重， V 代表输出权重，

2.3.1 用户行为模式的分类
模式一：速度平稳模式。
该步行模式下，行人的速度较为稳定，其速度值并非完
全与X 轴水平，只是其Y 轴上的波动较小。该种模式多出现
在行人在某段路程的步行过程中途，因为行人已经达到了由
起步到加速，且对路况和目的地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会
保持自己的一种最舒适的状态，不会轻易过分改变现有的速
度。这一点与日常生活经验也是相吻合的。

图4 基于LSTM的速度预测方法的网络模型
Fig.4 Network model of speed prediction method based
on LSTM
根据图4可知，基于LSTM的速度预测方法的训练过程包
括以下几个步骤：
输入训练集数据、选定激活函数和隐藏层节点个数。不

模式二：速度匀变模式。
该步行模式下，行人的速度会改变，但是改变方式呈匀
速变化，即其加速度 a 稳定在一定的区间内。当 a > 0 时，步
行者的速度呈匀速上升趋势；当 a < 0 时，步行者的速度呈
匀速下降趋势，此两种情况均可视为匀速变化模式。此种步
行模式可能出现在行人跑步健身过程中，其速度在开始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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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速逐渐加快，在临近结束时又由快速匀速减慢；或者是行
人在行走过程中心里想到了其他事务，速度会不自觉逐渐下
降。这与日常生活经验也是相吻合的。
模式三：速度突变模式。
该步行模式下，行人的速度也会改变，但是改变方式并
非呈匀速状态，而是剧烈突变，即其加速度 a 并非稳定在一
定的区间内。当 a > 0 时，步行者的速度会突然加快；当 a < 0
时，步行者的速度会突然减慢，此两种情况均可视为速度突
变模式。在生活中，这样的速度变化方式是常见的，比如当
一个行人在行进过程中突然发现前方有一位熟人，于是快速
图5 行为模式判别流程图

m

提速并赶上，之后和熟人谈论，并一同慢速前行。在上述所

Fig.5 Flowchart of behavior pattern discrimination

情况。这与生活实际经验相符，也同时印证了上一节所论述

在 实 际 预 测 过 程 中 ， 阈 值 δ threshold 和 kthreshold 通 过 大 量

的行人步行过程的非均质性和弱规则性。

co

描述的情境中，分别发生了速度突然变快和速度突然变慢的

的实验数据得来。本文研究中分别将上述两个阈值设置为

δ threshold = 1.57 ， kthreshold = 0.59 。 于 是 每 当 边 缘 端 收 集 到 m 个

理性，与实际生活经验相符，能够合理刻画出用户的步行过

GPS轨迹点计算出速度值序列之后，便依据上述方法判断用户

程。

所处的行为模式，之后调用对应的已装载的模型对用户接下

2.3.2 用户行为模式的判别

来的速度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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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基于用户速度变化的分类方式具有可行性和合

在实际预测过程中，当用户行为模式发生改变时，边缘
端需要更换对应的装载好的模型去做预测。这就为我们判断

3 实验与分析(Experiment and analysis)
3.1 实验环境与数据
本文的实验环境是安装Windows 10操作系统的工作站，

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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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行为模式的改变提出了要求。本文拟采用最小二乘法直

具体软硬件配置如表1所示。

线拟合方式来判断用户的行为模式。

表1 软硬件配置

在每次判断用户的行为模式是否发生改变之前，边缘端
会收集行人的 m 个GPS轨迹数据，并计算出速度值序列。简便

Tab.1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配置项目

配置型号

配置参数

了应用最小二乘法，我们将其转换成坐标 ( xi , yi ) 格式，即为：

硬件配置

Intel(R) Core(TM) i5-8250U

1.80GHz

(0, v0 ), (1, v1 ), …, (m − 1, vm −1 ) 。

软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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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见，不妨设此时得到 m 个速度值分别为： v0 , v1 , , vm −1 ，为

Ananconda3

Spyder

3.3.3

y ϕ ( x=
) kx + b ，根据
假设我们需要拟合的直线方程为 =

实验数据是准确地验证道路行程时间预测模型的关键，

最小二乘法的原理，我们需要让总的最小平方误差 δ 尽可能

实验数据对于实验结果的客观性、准确性、真实性的影响尤

小， δ 的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

为重要。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通过发动周围同学而得

m −1

m −1

=
δ min=
∑ δi

∑ ϕ(x ) − y

2

i

ϕ
=i 0=i 0

i

2

来，通过让他们下载我们的APP，我们能够收集到他们在校
(1)

直线方程的斜率 k 的值如公式

我们最终可以推导出
(2)所示。

园内步行时的GPS数据。当数据量不足时，我们使用数据扰动
的方式围绕已有数据上下波动生成足量数据，以便后续实验
所需。单次的数据量大小约为8kB—38kB不等。GPS数据采集

k=

xy − x ⋅ y
2

x −x

2

频率，也即定位时间间隔为1秒。
(2)

在确定了直线公式后，我们再将 ϕ ( x) 带入公式(1)计算出

在这些原始数据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实现用户模式的
个性化预测，本文根据用户行为模式分类重新构建了新的数

对应的 δ ，然后我们对 δ 和 k 分别设置阈值 δ threshold 和 kthreshold ，

据集，用于对预测方法进行验证。

并据此得出三类行为模式的判别方式。行为模式判别的流程

3.2 评价标准

图如图5所示。

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有以下三种，这些客观的统计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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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能够较为准确地评价本文实验的结果。

3.4 实验结果及分析

3.2.1 平均绝对误差

3.4.1 实验方案一

平均绝对误差(Mean Absolute Error，MAE)，是指所有

我们分别对三种步行模式(速度平稳模式、速度匀变模式

预测值与实际值之差的绝对值之和的平均值，可以更好地反

和速度突变模式)做了实验，确定了参数的设置，从而确定了

映预测值误差的实际情况。具体公式如公式(3)所示。

ELM算法下的最优模型。

=
MAE

1 m
∑ h( xi ) − yi
m i =1

(3)

3.2.2 均方误差

针对速度平稳模式，本文将隐藏层节点个数 l 设置为15，
20，25，30，35，40，45，50；将预测步长 n 设置为3，4，
5，6，7，8，9，10。
如图6所示，横坐标表示隐藏层节点个数，纵坐标表示

与预测值的差值的平方然后求和平均。具体公式如公式(4)所

MAPE评价指标，每一条折线分别对应了一种预测步长的设

示。

置。从图中可以看出，隐藏层节点数为15时MAPE误差值最
2

小。结合具体数据综合考虑，在该种情形下，本文确定模型
(4)

3.2.3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

co

^
1 m
yi − yi
∑
m i =1

参数： n = 10 ， l = 15 。

针对速度匀变模式，本文将隐藏层节点个数 l 设置为15，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MAPE)，所有预测值与实际值之差的绝对值与实际值
之比的平均值，具体公式如公式(5)所示。

20，25，30，35，40，45，50；将预测步长 n 设置为3，4，

z.

=
MSE

m

均方误差(Mean Square Error，MSE)，是指所有真实值

5，6，7，8，9，10。

如图7所示，横坐标表示隐藏层节点个数，纵坐标表示

MAPE评价指标，每一条折线分别对应了一种预测步长的设

cz

(5)

3.3 实验方案设计

置。结合图像和具体数据，在该种步行模式下，本文确定模
型参数： n = 3 ， l = 25 。

rj
g

本实验首先验证基于速度预测的道路行程时间预测方法

针对速度突变模式，本文将隐藏层节点个数 l 设置为15，

的有效性和准确性，然后验证行程时间计算方法的可靠性和

20，25，30，35，40，45，50，55，60，65，70；将预测步

适用性。以下为实验方案。

长 n 设置为1，2，3，4，5，6，7，8。

实验方案一：针对基于ELM的速度预测模型参数进行实
验，对三种行为模式对应的数据集，分别找到算法中最准确

ww
w.

的参数，确定隐藏层节点个数和预测步长。

实验方案二：将ELM预测模型预测出的速度和真实速度
对比，分析其误差，验证速度预测算法的准确性。
实验方案三：针对基于LSTM的速度预测模型参数进行实
验，三种行为模式对应的数据集，分别找到算法中最准确的

图6 速度平稳模式—ELM模型参数设置实验

参数，确定LSTM层数、每层的隐藏层节点个数、预测步长和

Fig.6 Speed stationary mode-ELM model parameter

迭代次数。

setting experiment

实验方案四：将LSTM预测模型预测出的速度和真实速度
对比，分析其误差，验证速度预测算法的准确性。
实验方案五：对基于每种行为模式的预测，对比基于
ELM和基于LSTM的训练模型的准确度，确定最优模型选
择。
实验方案六：将百度地图的道路时间预测模型与本文提
出的预测模型进行对比，以验证本文提出的预测模型的可靠
性和适用性。

图7 速度匀变模式—ELM模型参数设置实验

Fig.7 Velocity uniformity mode-ELM model parameter
setting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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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8所示，横坐标表示隐藏层节点个数，纵坐标表示

的设置。从图中可以看出，隐藏神经元个数为4时MAPE误差

MAPE评价指标，每一条折线分别对应了一种预测步长的设

值最小。结合具体数据综合考虑，在该种情形下，本文确定

置。结合图像和具体数据，在该种步行模式下，本文确定模

模型参数： n = 3 ， s = 4 。

m

型参数： n = 1 ， l = 60 。

图10 速度平稳模式—LSTM模型参数设置实验

Fig.10 Speed stationary mode-LSTM model parameter

co

图8 速度突变模式—ELM模型参数设置实验

setting experiment

Fig.8 Speed change mode-ELM model parameter

针对速度匀变模式，本文将每层的隐藏神经元个数 s 设

setting experiment

在确定了每种数据集对应的最优参数之后，分别画出基

z.

置为3，4，5，6，7，8，9，10；将预测步长 n 设置为3，4，

3.4.2 实验方案二

5，6，7，8，9，10。

如图11所示，横坐标表示每层的隐藏神经元个数，纵坐

cz

于ELM模型的预测速度和真实速度的对比可视化图。对比结

标表示MAPE评价指标，每一条折线分别对应了一种预测步长

果分别如图9(a)—图9(c)所示。

的设置。从图中可以看出，隐藏神经元个数为6时MAPE误差
值最小。结合具体数据综合考虑，在该种情形下，本文确定

rj
g

(a)速度平稳模式

模型参数： n = 9 ， s = 6 。

(b)速度匀变模式

ww
w.

(c)速度突变模式

图9 三种行为模式下ELM预测值与真实值对比

Fig.9 Comparison of ELM predicted value and real value
under three behavior patterns

由图9可知，ELM速度预测模型对于速度平稳模式和速
度匀变模式的预测较为精确，对速度突变模式的预测略有不
足。

3.4.3 实验方案三

图11 速度匀变模式—LSTM模型参数设置实验

Fig.11 Velocity uniformity mode-LSTM model parameter
setting experiment

由于LSTM模型中的参数十分多，为了简便起见，我们选

针对速度突变模式，本文将每层的隐藏神经元个数 s 设

取了众多实验中的部分情况画出折线图。以下折线图所对应

置为3，4，5，6，7，8，9，10；将预测步长 n 设置为3，4，

的实验中LSTM层数均为两层，迭代次数均为1500次。

5，6，7，8，9，10。

针对速度平稳模式，本文将每层的隐藏神经元个数 s 设

如图12所示，横坐标表示每层的隐藏神经元个数，纵坐

置为3，4，5，6，7，8，9，10；将预测步长 n 设置为3，4，

标表示MAPE评价指标，每一条折线分别对应了一种预测步长

5，6，7，8，9，10。

的设置。从图中可以看出，隐藏神经元个数为8时MAPE误差

如图10所示，横坐标表示每层的隐藏神经元个数，纵坐
标表示MAPE评价指标，每一条折线分别对应了一种预测步长

值最小。结合具体数据综合考虑，在该种情形下，本文确定
模型参数： n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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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2所示，就速度平稳模式而言，LSTM模型的预测
MAPE误差指标更小，表明其预测更为精确，但是其每次的迭
代时间较长。虽然ELM模型的预测误差MAPE较LSTM稍大，
但仍在较好的可接受范围内，因此对于速度平稳模式，我们
最终确定选用ELM模型。
就速度匀变模式而言，ELM模型无论是在MAPE误差还
是在用时方面都较LSTM模型更优，因此在该种模式下，我们
图12 速度突变模式—LSTM模型参数设置实验

Fig.12 Speed mutation mode-LSTM model parameter
setting experiment

选用ELM模型。
就速度变模式而言，虽然LSTM模型每迭代一次的时间较
长，但是其MAPE误差指标较ELM模型显著更小，表明其预

3.4.4 实验方案四

于LSTM模型的预测速度和真实速度的对比可视化图。对比结
果分别如图13(a)—图13(c)所示。

做预测。

co

在确定了每种数据集对应的最优参数之后，分别画出基

m

测值显著更优。因此在该种模式下，我们拟采用LSTM模型来

3.4.6 实验方案六

为了将本文研究模型与百度地图预测模型进行对比，我

z.

们随机选取了五位行人，记录他们在行程的中间一半处时，

(a)速度平稳模式

百度地图提供的道路剩余时间和本文模型预测的道路剩余时
间；同时用秒表记录下了他们实际行走后半程的用时。由于

(b)速度匀变模式

cz

五位行人在行程中的行为模式不固定，因此作出的时间预测
并不十分稳定；此外，百度地图的预测时间精度只能精确到
分钟，而本文研究内容所提供的时间预测能够精确到秒，这

(c)速度突变模式

rj
g

图13 三种行为模式下LSTM预测值与真实值对比

Fig.13 Comparison of LSTM predictions and real values

可能也是本文的预测结果更加精确的原因之一。具体的统计
和对比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百度地图与本文研究结果对比表

in three behavior patterns
3.4.5 实验方案五

ww
w.

在对三种行为模式所对应的数据集分别进行了ELM和

LSTM模型实验后，我们确定了每种模式下分别对应的最优
ELM模型和最优LSTM模型。为了在边缘端进行预测，我们需

Tab.3 Research results compared to Baidu Map
测试数据

百度地图预测剩余时间(s)

本文研究预测剩余时间(s)

行人1

540

556

行人2

780

791

行人3

1080

970

行人4

1740

1746

行人5

1860

1849

MAPE误差值

3.951888

2.301508

要对比每种模式下的两种最优模型并确定每种模式下对应的
唯一最优模型，并将模型通过格式转换装载入边缘端。
每种步行模式所对应的最优ELM模型和最优LSTM模型
的预测表现对比如表2所示。

表2 每种模式下的ELM与LSTM模型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ELM and LSTM models in each pattern
最优ELM模型

由表3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基于边缘计算的道路行程时

最优LSTM模型

间预测方法与百度地图内嵌的导航时间预测相比，本文提出

MAPE误差指标 迭代一次用时(s)

的预测模型在实际行人道路行程中预测误差更小，证明了该

模式
MAPE误差指标

用时(s)

速度平稳

0.007822

0.009113

0.0025248

4.823418

速度匀变

0.1309978

0.048095306

0.265568

10.63039

速度突变

3.879985

0.010153794

1.468811667

10.2550495

方法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4 边缘端预测APP的实现(Implementation of edge
prediction app)
边缘端APP部分主要涉及的文件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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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边缘端APP主要文件列表

前速度和下一阶段预测速度，如图14(d)所示。

Tab.4 List of main files on the edge APP
文件名

对应的功能

MyLocationListener.java

实现定位功能

WalkingRouteOverlay.java

绘制路线功能

MainActivity.java

道路行程时间预测

其中，MainActivity.java中所装载的云端模型均事先用
tensorflow lite转换为.tflite格式。
(a)定位

此外，边缘端APP会将收集的GPS轨迹数据均以txt文

(b)选择目的地

档形式存储在SDCard/Android/data/com.MmapXXX/

m

cache/tem.txt位置，以供我们进行训练或实验。

co

我们以前文实验数据作为测试用例进行分析。APP测试
用例选择东北大学(浑南校区)学生宿舍五舍为出发点，目的地
为东北大学浑南校区风雨操场，各种参数设置如表5所示。

z.

表5 道路行程时间预测测试参数表
Tab.5 Parameter table of road travel time prediction test
模式

参数名

参数值

无

冷启动收集速度值个数m

12

无

阈值 δ threshold

1.57

无

阈值 kthreshold

0.59

(c)显示目的地

(d)生成路线

图14 实验测试过程APP界面展示

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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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针对步行用户个性化的速度模式进行预测的问题，本文提

ELM模型隐藏层节点l

15

出了一种基于边缘计算的道路行程时间预测的框架，旨在根

ELM模型预测步长n

3

ELM模型隐藏层节点l

25

ELM模型预测步长n

2

ELM模型隐藏层节点l

8

训练集占比

0.67

据用户前一阶段的速度值序列来预测该用户在下一阶段的速
度，从而实现对于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预测。
在云端处理方面，明确了研究思路之后，本文首先对用

户的行为模式基于速度变化特征分成了三类，分别是：速度

速度匀变模式

无

为了解决目前百度地图的道路行程时间预测无法很好

ELM模型预测步长n

ww
w.

速度匀变模式

5 结论(Conclusion)

rj
g

速度平稳模式

Fig.14 APP interface displayed during experimental test

平稳模式、速度匀变模式和速度突变模式；之后通过对GPS

针对边缘端APP的测试，首先对参数进行设置，然后对
原始GPS轨迹数据进行处理，按照前文所述三种用户行为模
式类别分别构建数据集，处理结果保存在对应路径下的文件
内。之后针对不同行为模式在云端对模型进行训练，将选出
的最优模型利用tensorflow lite等工具转换格式并装载到边缘
端APP。
完成云端的数据和模型处理后，针对边缘端Android
APP进行测试，初始定位在东北大学浑南校区五舍，如图
14(a)所示；之后可以键盘输入出发地点和目的地，也可在界
面上触屏点击，如图14(b)所示；系统以红色标注提示目的地
所在位置，如图14(c)所示；路径生成并显示在APP上，然后
界面下方会显示当前路程剩余距离、当前路程剩余时间、当

轨迹数据进行预处理，就每一类行为模式构建了对应的数据
集。在具体的模型方面，本文对每一类数据集分别应用了
ELM模型和LSTM模型，通过对模型的预测表现进行对比确定
了最优模型及其参数选择。之后通过随机选取的行人数据，
将本文研究所提供的时间预测和百度地图所提供的时间预测
进行对比，验证了本文研究内容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在边缘端部分，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个Android APP，
在将云端预训练好的模型装载到APP中之后，系统会在判别
用户行为模式之后调用对应的模型对用户速度进行预测。
此外，本文就用户行为模式的判别和系统冷启动处理等
关键问题做了阐述，并给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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