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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自大数据(Big Data或Mega Data)的概念

提出以来，西风东渐，英国人维克托·迈尔-

舍恩伯格(Viktor Mayor-Schönberger)和肯尼

斯·库克耶(Kenneth Cukier)所著《大数据时

代》 (Big Data)[1]在中国出版后，更是一时间

引发热议。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相伴而生

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则是被当作解决各种疑难

杂症的灵丹妙药，各种研究和应用不断涌

现，各行各业争相追捧，道路交通管理行业

也不例外。

近年来在智能交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大数据作为很多智能交通解决方案的基础，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道路交通管理部门

以及相关企事业单位都开始大规模投入，在

规划设计、软硬件配置、软件研发、数据采

集处理、系统运营维护等方面进行大量探索

和尝试，形成了颇多成果，也不乏相对成功

的实际应用案例[2-4]。在成功案例的激励和各

种绚丽的图形化表现形式的吸引下，越来越

多的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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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概念表现狂热，加紧上马各种项目。

与此同时，业界产生了针对大数据应用实际

效果的质疑[5]。

学术领域有关道路交通管理行业大数据

的研究颇为活跃，从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检

索结果来看(以交通和大数据作为关键词进

行检索)，相关论文数量逐年上升，研究角

度逐步多样化，涵盖规划设计、平台搭建、

系统架构、技术应用等方面。但是，相关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系统设计层

面，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较少，重理论、轻

实践的现象突出。

从业界一些示范性的大数据应用项目来

看，依然是新瓶装旧酒，用的还是传统的数

理 统 计 分 析 和 商 业 智 能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的方法，只是冠以大数据的

帽子而已。因此，在中国交通管理领域大数

据狂热的背后，存在诸多的潜在问题与风

险，应适时对基于大数据的道路交通管理热

潮进行冷思考，确保大数据在道路交通管理

领域中的恰当运用，消除盲目追捧，回归交

通信息化管理的初衷，真正提高交通信息化

管理水平。

为了应对道路交通信息化管理面临的新

形势，本文在针对基于大数据的道路交通管

理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指出道路交通管理信

息化的发展路径应该遵循既要发展大数据，

又要善用“小数据”的原则。在追逐大数据

技术潮流的同时，也要强调小即是美的理

念，充分利用手头已有的“小数据”和技

术，努力夯实科学交通管理的基础。

11 大数据的特征大数据的特征

美国著名的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公司高

德纳(Gartner)将大数据定义为 “需要新处理

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

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

信息资产”。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则归纳出大数据的 4V 特点：Volume

(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

(价值)。虽然不同学者或机构对大数据的具

体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提及了上述 4

项特点。大数据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带来

了思维方式的改变，即使用全样本数据而非

抽样样本数据、关注效率而非精确度、关注

事物的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1]。大数据技术

不仅能够分析结构化的数据，更倾向于对

由视频摄像头、传感器、RFID、GPS 等采

集的非结构化的海量多样数据进行更好的

分析。

22 正确认识交通管理领域中的大数据正确认识交通管理领域中的大数据

大数据技术因其强大的预测能力以及借

助商业智能手段而展现出绚丽的图形化表现

形式，常常被人神化和敬畏。其实，大数据

只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的产物，并非高大上，所用到的数学原理和

统计学知识也并不复杂，只是在数据的处理

量和处理方法上有新的改变。道路交通管理

领域的大数据应用，也只是基于海量的交通

数据，根据交通工程学、运筹学、数学、统

计学等学科的知识，并配合新的海量数据

处理方法来解决道路交通管理领域的实际

问题。

道路交通领域存在各种类型的多源海量

交通数据，涵盖交通流特征参数数据、“车

驾管”数据、交通基础设施数据、交通管理

设施设备数据等，既有静态数据又有实时数

据。交通大数据的意义并非在于收集和存储

海量的数据信息，而是在于对这些隐含交通

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分析和挖掘，

将海量数据潜在的价值挖掘出来，提高数据

的附加值，用以辅助交通管理，减少因交通

拥堵和交通事故带来的损失。大数据技术固

然是先进的、符合时代技术潮流的、能够提

高交通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但是大数据也

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特别是对于那些缺乏

分析技术、信息技术投入和与大数据相适应

的管理文化的机构和部门[6]。因此，在引进

和运用大数据技术的过程中，需要科学理

性，在看到大数据优势的同时，既不能夸大

其作用，也应该看到它的劣势[7]。

22..11 大数据非万能大数据非万能

与其他技术一样，大数据技术显然也不

是万能的。海量数据所具有的价值只是潜在

且不确定的，业界经验认为海量数据库中仅

有约 10%~20%的数据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大数据技术的成功运用，受制于数据基础、

72



基基
于于
大大
数数
据据
的的
道道
路路
交交
通通
管管
理理
反反
思思——

——

小小
即即
是是
美美

李李
翔翔
敏敏

戴戴
帅帅

算法、软硬件等各种因素。例如，数据信息

采集技术的限制、采集方法的缺陷以及样本

量过小等因素，都会极大影响后期分析处

理，使得大数据技术成为无本之源。

中国道路交通管理信息化进程的起步相

比发达国家较晚，在基础数据的规划设计、

采集处理、管理应用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

具体表现在：1)各类交通信息采集设备缺乏

科学统一的选型、安装和运营维护，致使设

备无法返回有效、高质量的数据；2)大量交

通信息采集设备功能没有发挥，例如大量视

频摄像头没有安装流量检测软件导致无法采

集相应的数字信息，只能用作视频监控，造

成资源浪费；3)数据碎片化，没有形成统

一、相互关联的数据库；4)软硬件技术水平

和专业人员配备落后，数据蕴含的价值无法

被挖掘，造成数据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鉴于中国道路交通管理领域信息化建设

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积累的数据量有限，

数据质量相对不高，很多道路交通管理部门

在应用大数据技术时面临诸多挑战。因此，

需要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在大数据的热潮中，

冷静思考大数据技术的限制和应用前提，特

别是在自身底子薄、零基础的情况下，需要

慎之又慎，切忌为了政绩和相关利益企业的

游说而盲目上马大数据项目。

22..22 大数据有成本大数据有成本

与其他众多消费品一样，大数据的采

集、存储和处理是有成本的。除了一些人工

的数据采集方法，大数据的采集主要依赖于

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交通检测器，而大数据

的多样性又依赖于安装在不同位置、不同类

型的交通检测器，这些交通检测器的购置和

运营维护成本较高。此外，交通大数据一般

无法用单台普通计算机存储和处理，需要依

赖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和云存储、虚

拟化技术，而这些技术的开发应用也需要大

量资源。

因此，在追赶大数据潮流、上马交通大

数据项目时，道路交通管理部门需要首先衡

量自身的人力和物力基础，在成本效益分析

的基础上进行考虑。在资金不足或效益远低

于成本的情况下要果断放弃，首先做好基本

的交通管理工作。在资金充裕和效益大于成

本的情况下，要避免不差钱的想法，认真考

虑自身专业人员配备是否到位、是否具有系

统运营维护能力等问题，避免交通大数据系

统建设成为烂尾工程，或建设完毕后因使用

不当而成为摆设，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

22..33 隐私问题成为大数据应用隐患隐私问题成为大数据应用隐患

交通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人们的日

常出行必然会产生一系列与个人相关的交通

数据。在移动互联网、卫星定位导航、车辆

识别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出行所产生的交

通信息数据更容易被采集和存储，而交通大

数据技术的发展也正是顺应这一潮流而生。

在法制化逐步深入和公民个人意识觉醒的今

天，公众对于个人隐私问题较为关切，交通

大数据特别是与个人隐私相关的交通大数据

问题显得颇为重要。

目前，中国尚未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界

定和规范信息时代下的个人隐私，一些涉嫌

侵犯个人隐私的案件多采用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来裁判。因此，现阶段中国交通大数据发

展过程中还未对个人隐私及数据安全给予足

够重视。例如，成熟的车辆号牌视频识别技

术已经被交通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广泛运

用，车主的号牌信息及出行信息在未被告知

的情况下被记录和存储，个别交通管理部门

和企业在数据的管理和使用过程中不对车主

的号牌信息进行相应隔离，一旦泄露或者被

违法买卖，风险极大。相比之下，在中国香

港地区，由于法律限制，交通管理部门或相

关企业在未经车主允许的情况下，不能够采

集车辆的车牌信息，以确保个人隐私。在这

种情况下，以车辆号牌视频识别技术为基础

的大数据应用就受到限制。在此情况下，如

果仍然想要跟踪车辆的行驶轨迹而不涉及隐

私问题，就需要对车辆视频识别技术进行改

进，由根据号牌识别车辆改为根据外观特征

识别车辆，以确保车主的个人隐私不被侵犯。

因此，交通管理部门及相关企业在收集

可能涉及个人隐私的交通大数据的过程中，

要有前瞻性，提前做好准备，依法依规地采

集、处理、存储、应用和传播数据。虽然交

通管理部门的交通信息数据有的较为敏感，

有的涉及公共安全和公民隐私，但是并不代

表交通信息数据不能公开。交通管理部门要

在保障公共安全和公民隐私的前提下，有勇

气推进信息公开，对涉密信息进行脱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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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积极稳健地逐步开放和共享数据，提供

给更有能力的个人和机构进行分析并加以利

用，以便最大限度挖掘交通数据信息的潜在

价值，助力交通管理。例如，2014年，贵州

省与阿里巴巴集团共同宣布面向全球启动

“智慧交通算法大挑战”。贵阳市向参赛者开

放了海量的脱敏交通数据，包括公共汽车

GPS 数据、出租汽车GPS数据、高德导航数

据，逐步启动大数据商业开发，为交通数据

信息开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3]。

22..44 发展大数据应用需要坚实基础发展大数据应用需要坚实基础

国外发达国家的道路交通信息化管理走

过了一条漫长而坚实的道路，凭借先进的管

理体制、完善的交通管理设施、发展相对较

早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过去的交通管

理工作中逐步积累了大量交通数据。在此基

础上，国外同行开发了各种交通模型、应用

和系统，并将它们成功应用于实践中，持续

且有步骤地推进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近年

来，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原本积累的很

难有效处理的海量交通数据被充分挖掘和利

用起来。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交通管理领

域的信息化建设则呈现跳跃式发展特征。中

国的交通信息化管理起步较晚，科技、设

施、人才、经济基础相对较差，以往积累的

信息数据种类和数量有限，数据质量不高，

利用率较低。在这样的基础上，面对大数据

浪潮的袭来，业界反应不一，有的在现有基

础上适当发展大数据应用迎头赶上，有的没

有基础也要强行上马大数据项目；有的积极

完善数据采集，研发各种交通模型充分利用

大数据技术，有的则在追逐大数据的同时却

做不好基本的交叉口配时应用。

因此，发展大数据技术不能操之过急，

须首先判断自身的科技、设施、人才、经

济、数据的积累，做好科学系统的规划后再

逐步引进和应用大数据技术。此外，在应用

大数据技术的同时，不能只关注成功案例，

还要多关注失败案例，从中汲取教训。

33 善用善用““小数据小数据””

基于大数据的交通管理本质上是交通信

息化管理的一种途径或者应用。目前，中国

的道路交通管理面临新形势，对交通信息化

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在新型

城镇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机动化、城镇化进

程加速，交通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运用信

息化技术手段缓解交通拥堵成为必由之路。

此外，在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新常态、国家预

算法出台、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变革的背

景下，大大减少了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投入的

随意性，规范了投入的力度，以及提高了科

学性。

为了应对道路交通信息化管理面临的新

形势，在反思基于大数据的道路交通管理的

基础上，交通信息化管理的发展路径应该遵

循既要发展大数据，又要善用“小数据”的

原则。这里的“小数据”指相对大数据而言

数据量较小、种类较少的样本数据，主要根

据传统的数理统计学原理抽样得来。基于

“小数据”的交通管理，即是运用有限样本

量的抽样数据，在充分研究事物因果关系的

基础上，开发、标定、运用各种交通模型以

辅助科学交通管理。在大数据采集和处理技

术出现之前，基于交通流参数的交通科学

化、精细化管理都是依赖于对交通“小数

据”进行分析和运用。例如，美国道路通行

能力手册(HCM)中，大量的交通工程学模型

都是通过充分运用“小数据”进行标定和不

断完善。这些基于“小数据”而建立起来的

交通工程学模型，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极

大地推动了交通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的发展

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即是美。

由于中国交通信息化管理起步较晚，各

方面基础相对薄弱，因此，站在大数据时代

的门口回望，依然会发现中国基于“小数

据”的交通管理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因此，最重要的是首先盘活存量，善用手头

已有的“小数据”，努力夯实科学交通管理

的基础。

1）充分利用“小数据”并促进现有交

通管理技术的科学运用。

要重视对现有交通数据的充分利用和挖

掘，加强专业人才和配套资金的投入。例

如，目前很多交叉口的信号配时仍然不合

理，很多是由于缺乏科学的交叉口流量调查

基础、缺乏规范动态的配时调整机制、缺乏

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对配时软件和模型的不正

确使用或降低难度的简单使用。在缺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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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交叉口信号配时的情况下，即使引进

先进的大数据技术，交通管理的效果也难以

显著提升。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只有科学地进

行交叉口流量调查，充分利用好“小数

据”，科学深入地应用信号配时技术，才能

真正夯实科学交通管理的基础。

2）切勿盲目追求技术的升级改造。

大数据潮流的背后更多的是投资人、技

术与服务供应商、咨询公司以及新闻媒体的

热炒，但实际上真正运用大数据的政府管理

部门和企业却颇为迷惑。业界很快发现，很

多所谓大数据技术解决方案其实是新瓶装旧

酒，并未给之前的交通信息化管理带来革命

性变化。传统的数据库技术和算法模型已经

能够基本满足需要，并非一定需要运用诸如

MapReduce、Hadoop等大数据技术。此外，

在很多交通管理部门缺乏基础交通数据和专

业人员的情况下，即使上马大数据项目，也

很难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与其投入大量的

资源引入不实用的大数据技术，倒不如踏踏

实实地用好已有资源，切勿盲目追求技术的

升级改造。

3）循序渐进提升交通信息化管理水平。

海量的非结构化大数据中确实蕴含巨大

的潜在价值，不断更新的大数据相关技术也

是进行数据挖掘、辅助交通管理决策的利

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从基础弱、底子薄

的状态一下跃变到追逐技术潮流的巅峰。交

通管理技术的变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当

稳健推行，认真研究交通参与者的切实需

求，充分运用已有交通管理技术和方法，切

勿急功近利。在交通信息化管理的基础和条

件仍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需要先用好手头

的“小数据”，在充分运用好传统交通信息

化管理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循序渐进，逐渐

引入大数据技术。无论大数据概念如何火

爆，交通信息化管理的发展都应该回归理

性，以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为出发

点，恰当运用各种技术。

44 结语结语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确实能够提升道路交

通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且进一步提高道

路交通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得益于大数据技

术，过去很难进行处理的海量的非结构化、

半结构化多源交通数据变得易于处理，而且

处理能力和速度得到极大提升，可以实现很

多以前无法实现的功能，蕴藏在海量交通数

据中的潜在价值得以被更好发掘。但是，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一个需要坚实基础和循序

渐进的过程，在大数据热潮下，需要回归理

性，正确认识大数据，稳健推进交通信息化

管理的发展。

正确认识大数据，即是要科学、理性、

全面地了解大数据的局限、成本、风险和应

用基础，而非人云亦云、贪大求全地跟风盲

目上马大数据项目。在自身尚未完全准备好

全面拥抱大数据时代时，首先要做好的是秉

承小即是美的理念，善用“小数据”，即重

视当下，加强对现有交通数据信息的充分利

用和价值挖掘，改进和加强科学技术对交通

管理工作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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