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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镇化和机动化进程加快、城

市交通更为便捷的同时，包括交通拥堵在内

的各类城市问题也日渐凸显。当前，城市交

通问题主要是由交通需求时空分布不均衡所

致，如何促进城市交通有效运行已成为政府

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

不断发展为城市交通运行改善带来新的契

机，其对城市交通的作用和影响甚至可能超

越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交通与信息化是一个

对中国未来城镇化模式影响非常深远的命题。

11 中国交通信息化的长足发展中国交通信息化的长足发展

11..11 发展状况发展状况

信息化作为改善城市交通运行的技术手

段，在六个方面推动城市交通管理水平的显

著提升，并初步形成了交通信息化产业链。

1）道路交通管理系统。

在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方面，中国已

取得显著进步，北京、南京、青岛、大连等

城市建立了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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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为例，截至 2014年底，建有信号灯 3 993

处，固定式交通违法监测装置 1 663台，电

视监控系统 1 131套，单向交通综合监测断

面714个，交通诱导显示屏399块[1]。

包括通信系统、监控系统、ETC收费系

统等在内的高速公路智能化监控管理系统在

全国逐步实现。全国ETC车道已达 5 500多

条，ETC用户超过 600万。其中，仅北京市

高速公路系统的智能化管理设施即达到1 419

套，国省干线公路设施691套。

2）公共交通管理与服务。

截至 2014年 4月，中国已有 460座城市

为公共交通装备了 IC卡系统，方便乘客出

行。截至 2013年 10月，35个城市实现了跨

区域的 IC卡共用。

轨道交通管理与服务系统方面，北京、

广州、福州、上海等城市均已建成轨道交通指

挥中心，接入全网轨道交通信息，建设自

动售检票系统和票务清分清算中心，建成乘

客信息服务系统、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

系统。

出租汽车监测和保障系统方面，包括北

京、上海、广州等在内的主要大城市均建立

了城市出租汽车调度管理系统。其中，北京

市 6.66万辆出租汽车全部安装了GPS设备，

建成 5个出租汽车监控调度中心，开通 2个

约车服务电话。

3）智能停车管理与服务。

中国的智能停车市场经历 20 多年的发

展，初步建成了城市停车诱导、车位引导、

反向寻车、快速出入等系统。以北京市为

例，对公众服务的停车电子地图系统初见成

效，王府井大街、西单商业区、金融街等 7

个区域停车诱导系统已投入使用，P&R停车

场已达19处[2]。

4）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

已建成交通运行指挥中心。其中，北京市交

通运行协调指挥中心整合接入 26个应用系

统、6 000多项静动态数据、6万多路视频，

涵盖城市路网、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

地面公交、轨道交通、出租汽车、交通枢

纽、航空以及铁路[3]。

5）居民出行和物流信息服务。

包括北京的动态路况信息服务系统和

“实时公交”查询服务系统、广州“行讯

通”、深圳“交通在手”、杭州“杭州公共出

行”等在内，先后在中国主要城市形成了一

大批交通信息服务平台，向公众实时发布路

况、公共交通、地铁、公共自行车等方面的

出行信息，极大方便了市民，提高了出行效率。

物流、快递等企业，通过对货物的实时

位置监控，随时了解货物的状态和所处的位

置。公共物流信息服务平台的建立促进了物

流信息资源的共享、整合，提供专业化的物

流信息服务，并且有利于推进物流信息标

准化[4]。

6）交通运行研判和决策支持。

通过信息技术进行数据搜集分析，形成

运行报告，供相关部门实时引导交通需求，

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这也是掌握交通系

统中长期运行状况的手段。例如北京市初步

建成了交通运行智能化分析平台，集道路交

通和公共交通运行监测、规律分析和发展预

测于一体，研发交通拥堵指数系统，形成交

通系统运行报告。

上述技术有效调节了城市交通的供需平

衡，极大改善公共交通运行效率和服务水

平，提高城市路网的交通运行效率。

11..22 发展趋势发展趋势

1）信息采集：从单一数据来源向多部

门数据整合发展。

当今的数据采集模式已发生革命性变

化，交通信息采集设备愈加先进，数据来源

也愈加多样化，且采集方法已摆脱传统的静

态、人工、单一的特征，实现向动态、自动

化、多源化、多方法采集方式的转变。

2）数据分析：从传统数据处理向大数

据深度挖掘发展。

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飞速发展，通过

技术手段存储、处理数据的能力 (存储容

量、计算能力、运算速度)迅猛提升，这为

交通运行相关数据在时序积累和深入挖掘方

面创造了契机。同时，随着跨部门数据开放

水平不断提升，基于多元数据融合的信息化

与智能化也在逐渐成为发展趋势。

3）决策支持：从基础数据统计向智能

化决策支持发展。

智能化决策支持发展的转变在很多方面

有所体现。以 6个交通行业的统计为例：道

路交通数据来源于线圈、红外、视频等检测

器；地面公交数据来源于公交 IC 卡刷卡、

GPS、车站信息、调度信息等；轨道交通数

据来源于AFC刷卡、调度信息、车站人流量

等；公共自行车数据来源于自行车刷卡、租

赁点信息；出租汽车数据来源于出租汽车

GPS、计价器收费等；高速公路通行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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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收费系统和检测器。以上均为业务数据

智能化影响决策的实例。

4）信息发布：从普通查询服务向全面

个性化服务发展。

以往的交通信息服务单一，只能搜集道

路流量、静态的公交换乘信息等。现今，交

通信息服务更加全面，各种路况、位置、导

航服务已经非常普及，影响市民的出行习惯。

5）社会关注：从政府引导逐步向互联

网融合。

智能交通与互联网融合产生的新格局、

新模式，为城市交通发展开拓了巨大空间。

例如百度实时路况以及高德导航系统的应

用，既是智能交通与互联网结合的产物，也

是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

以上趋势中，4)，5)为大趋势，虽然尚

处于起步阶段，却将对智能交通产生重大影响。

22 交通信息化与城市交通的关系交通信息化与城市交通的关系

22..11 城市交通的特点和交通信息化研究城市交通的特点和交通信息化研究

重点重点

城市交通与长途运输 (包括铁路、公

路、航空等)同为人与物的活动，技术方案

有一定的共同点，但组织方式有明显差别。

城市交通涉及不同于长途运输的法规体系、

标准体系、信息系统、公共资金和票价政策

等。城市本身具有行政概念，有独立的财政

税收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城市交通是以城

市行政区域的角度为重点，其随机性、综合

性、各种出行方式的交融性更强。而都市圈

交通与城市交通直接关联，但也有实质区

别，其超越了行政边界，以城市中心区(建

成区)与邻近区之间的关系为重点。当前正

处于城镇群发展阶段，城镇群的发展需要跨

行政区的都市圈交通和城际交通共同推动。

交通信息化应更关注各类交通自身的特

点。如何组织城市交通、如何组织都市圈交

通都应是交通信息化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因此，在认识城市交通的本质和服务对象的

基础上研究信息化的总体设计意义重大。

22..22 对城市交通本质的认识对城市交通本质的认识

城市人口集中必然产生人的需求，人的

需求包括就业需求和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本

质是产业发展和就业岗位，包括相应的物

流。生活需求指基本生活需求和教育、医

疗、休憩等社会服务需求。

城市交通的研究对象，是服务人的需

求，组织城市可持续的高效、安全、低耗

(低能耗低污染)运行，包括城市内部交通、

城市对外交通、城际交通。

22..33 城市交通正经历深刻变革城市交通正经历深刻变革

1）出行次数、距离、方式的改变。

现今大城市居民出行次数增多、出行距

离显著增长，出行方式呈现多样化态势。从

20世纪 80年代后期到 21世纪前后，中国大

城市日人均出行次数和单次出行平均距离增

长15%~30%[5]。

2）出行目的多样化，出行结构持续调整。

出行目的日渐多样化，通勤、通学等基

本需求所占比例减少，购物、休闲出行等生

活需求日益上升。这种变化是客观的，交通

信息化需要研究其内在规律，以此筹划交通

模式以及城市交通的组织方式。

3）城镇群交通需求快速增长。

城镇化发展已经从以城市为主体转变为

以城镇群为主体。10年前，中国主要有三大

城镇群：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目前已

经出现很多潜力区域，如成渝经济区、山东

半岛、中原经济区等。一方面城镇群的布局

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交通格局相互关联，另一

方面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方向。

4）互联网改变人的需求和交通行为。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和电子商

务)时代的来临，人的需求和交通行为产生

改变，这将深刻地影响城市运行效率，甚至

带来革命性变革。首先，网购代替了部分到

商业中心的购物模式，使得原有的购物出行

被物流运输代替，这种运输属于集约型的物

流输送。其次，互联网交通信息系统的建立

会对出行结构进一步调整，甚至会影响服务

业布局和城市布局。

此外，居住郊区化对智能交通的发展具

有促进作用。郊区居民为了减少出行时间需

要更多的实时信息来决定和调整出行方式和

出行路径。这些改变都对城市布局的调整有

直接影响。

22..44 用系统论和信息化的方法研究城市用系统论和信息化的方法研究城市

交通交通

1）城市内部交通研究重点：适应人的

需求和出行方式的快速路系统、地面道路系

统、公共交通系统、停车系统、公安交通管

理系统和物流等 6个子系统。而大数据、信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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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是处理好六大系统衔接、分配关系的重

要方式。

2）城市对外交通研究重点：城市内部

交通系统与公路、铁路、民航、内河航运、

海运、管道运输等交通运输系统的衔接(即

场站问题)，以使城市交通运行更为便捷有效。

3）城际交通研究重点：适应城镇群内

部联系需要的快速交通。这里的快速交通并

非是轨道交通系统或地面公交系统的一般延

长。以北京市区到延庆为例，在价格相当的

情况下，铁路与地面公交相比时耗更少。这

种趋势也是今后城市交通需要研究的一个关

键问题。

信息化手段的介入，就是要重新配置城

市交通的要素，更有效地推进 6个交通子系

统与对外交通、城际交通的相互协调发展。

信息化发展为解决城市交通甚至城市发展问

题提供了新的方法。

33 城市交通信息化的顶层设计城市交通信息化的顶层设计

33..11 城市交通信息化发展目标城市交通信息化发展目标

城市交通信息化的发展目标不能停留在

智能交通技术自身的先进性，更应当与城市

整体发展目标相一致，以此来研究信息化与

城市交通的结合。只有这种结合，才能将城

市转型发展提高至一定高度。城市交通信息

化的顶层设计，就是要把智能交通技术提升

为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33..22 综合考虑不同诉求进行顶层设计综合考虑不同诉求进行顶层设计

1）公众层面关注个人出行，需要服务

于个人出行的有关信息的获得、影响个人出

行的系统运行效果的提升等。

2）企业层面关注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的完善、基础公共信息的开放性、企业运

营效率、对用户吸引力和满意度提高等。

3）政府层面关注整体发展水平、系统

整体效果、公众整体的满意程度等，特别是

要把交通信息化技术作为实施公共交通优先

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智能交通是提高城

市交通效率的手段之一。中国经历了智能交

通各子系统各自高速发展的阶段，但目前交

通信息数据较为分散，其应用仅局限于行业

自身，造成交通数据这一社会资产不能完全

有效的利用。

33..33 做好顶层设计是政府的责任做好顶层设计是政府的责任

1）建立信息公开分享机制，推进信息

服务一体化的开放平台模式，推进交通信息

化服务管理制度的研究。其中，建立信息公

开分享机制要有法律保障。

2） 推进交通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方针、

发展方向研究，关注互联网经济与交通信息

化技术的融合，引导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活

力。对于推进交通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方针和

发展方向，政府应在宏观层面上向社会发

布，使得企业和个人得到利益，特别是企业

的方向性需要靠自身和社会两个途径引导。

3）推进与实用技术的焦点问题相结合

的交通信息化解决方案研究和推广工作。重

点做好出行信息收集和应用，做好信息化推

动六大交通子系统的相互协同发展机制。

4）政府按照服务人的需要做好上述三

部分的综合，充分发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政府的责任是建立信息化时代的城市交通运

行秩序，全面统筹汇集信息化资源，推进制

定信息利用规则和建立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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