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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已经开始建设智能交通系统，开展交通数据采集工作。历经2010年世

博会，上海市交通信息化快速发展，交通大数据的种类越来越多，为基于大数据挖掘的综合交通调

查与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基于2014年上海市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结果，综述上海市交通

大数据资源现状和基于大数据的城市综合交通特征挖掘分析技术方法及主要成果。提出进一步拓展

运用大数据分析城市综合交通特征的应用领域、优化大数据挖掘技术方法和完善大数据采集处理机

制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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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Big Data to Explore Transportation System Characteristics in Shanghai

Chen Huan, Xue Meigen

(Shanghai Urban-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Since 1980s, Shanghai has begun building ITS system and collecting traffic data. Taking the

2010 World Expo as a good opportunity, Shanghai experiences a rapid traffic informatization process in

which a wide variety of data resources turns to be available. This new trend provides a reliable base of us-

ing big data mining technology to conduct transportation survey and analysis. Consequently, the 5th Shang-

hai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urvey has summarized Shanghai transportation big data resource panels,

in the meantime, it demonstrated big data mining-based technology to explore transportation system char-

acteristics as well as highlighting some main findings. This study also suggests a couple of critical solu-

tions associated with this new technology that are: 1) how to extend mor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2) how to

optimize existing methodology, and 3) how to improve data collec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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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道路感应线圈、出租汽车GPS、手

机信令、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等道路交通自

动采集技术的逐渐成熟，利用自动采集数据

挖掘城市交通特征已成为一种趋势。2010年

世博会后，上海市交通信息化快速发展，城

市交通大数据的来源更多样、类型更丰富、

数据量更巨大，包括车牌识别数据、土地利

用遥感影像数据、移动通信数据等。基于大

数据分析城市综合交通特征的资源条件日益

成熟。2014年，上海市开展的第五次综合交

通调查已经广泛应用了新信息技术调查手

段。新调查手段不仅继承了传统信息挖掘技

术，还着重对新增信息化资源展开挖掘，有

效弥补了传统调查手段的不足，已在某些领

域成为主要调查手段。

11 交通大数据主要资源交通大数据主要资源

上海市交通大数据来源于道路交通、公

共交通等交通领域和移动通信、土地利用等

相关领域。

1）全市用地数据。主要为约 23万个用

陈 欢，薛美根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40)

大数据环境下上海市综合交通特征分析大数据环境下上海市综合交通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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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单元的用地遥感数据(见图 1)和房屋建筑

量统计数据库。遥感数据包括高分辨率航空

遥感数据、卫星遥感影像、全市分类土地利

用数据库。房屋建筑量统计数据包括单体建

筑名称、占地面积、层数、坐落地址、房屋

类型等建筑属性信息。这些数据主要用来支

撑城市土地利用性质、开发强度分析等多种

应用。

2）移动通信数据。主要指上海市域调

查时段内出现过的移动手机用户(包括本地

及漫游)信令数据，包括短信、通话、LAC

区(位置区，通常包含多个基站蜂窝小区)切

换或每隔 1~2 h定时与基站通讯的记录。经

检测，出现在上海市域的日均手机用户规模

约 1 800万个，平均每个用户一天的轨迹点

记录约为 60~70 条。这些数据主要支撑人

口、职住分布、潮汐交通特征分析等多种

应用。

3）车牌识别数据。上海市车牌识别系

统覆盖全部44个市境出入通道和343个中心

城快速路主要断面，数据内容包括车辆号牌

编码、牌照类型、途经时间、途经车速、车

辆属地及设备断面编号等，主要支撑出入市

境、中心城快速路的车辆使用特征分析等多

种应用。

4）高速公路收费流水数据。覆盖上海

市域全部 104个主线收费站和进出匝道收费

站。数据内容包括驶入驶离收费站编号、车

型、时间、流量等，主要支撑高速公路车辆

使用特征分析等多种应用。

5）运营车辆GPS数据。包括约2.9万辆

出租汽车、1万辆集装箱卡车及普通货车的

GPS数据。数据内容包括回报轨迹点位置坐

标、车速、空重车状态(出租汽车)等，主要

支撑对道路运行车速、出租汽车和货车出行

特征分析等多种应用。

6）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和交通卡

自动刷卡计费系统数据。前者覆盖轨道交通

全网进站、出站闸机的刷卡数据，数据内容

包括进站和出站的车站名称、时间、乘客数

量等，支撑对轨道交通系统客流分析等多种

应用。后者全市日均约有400万张、1 000万

次刷卡数据，交通方式覆盖轨道交通、公共

汽(电)车、出租汽车及轮渡，数据内容包括

刷卡线路、刷卡时间、刷卡金额等，主要支

撑对公共交通运行及乘客换乘特征分析等多

种应用。

22 大数据挖掘技术在综合交通调查中大数据挖掘技术在综合交通调查中

的应用的应用

数据挖掘技术在历次综合交通调查中都

有应用，但第五次综合交通调查在以往调查

和日常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上海

市长期积累的交通大数据资源，特别是更加

广泛地应用了城市用地数据、移动通信数

据，并新增了基于车牌识别系统数据挖掘的

调查。交通大数据挖掘不仅在调查内容上与

传统调查衔接，也为交通模型进行多样数据

校核提供辅助。

本次交通大数据挖掘对每项数据源均进

行了原始数据质量分析和清洗工作，以保证

数据挖掘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将挖掘结果与

经其他渠道统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比

对，也为验证数据挖掘结果的可靠性、固化

数据挖掘技术方法提供了有力支撑。例如，

在车牌识别数据挖掘方面，将市境出入道路

关口识别数据与收费数据比对，将长期在沪

使用外地号牌小汽车规模挖掘成果与居民出

行家访调查、夜间停车调查、在沪购买交通

强制险记录数据进行比对；在移动通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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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3年上海市分类遥感用地类型

Fig.1 2013 Shanghai land use patterns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

资料来源：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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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方面，将夜间用户分布结构与常住人口

普查数据比对，将轨道交通系统内部乘客换

乘特征挖掘成果与轨道交通闸机及运营统计

换乘量和线路乘距数据比对等。经检验，在

城市用地、长期驻沪外地牌照小客车总量、

轨道交通系统内部客流换乘特征、道路交通

运行车速等方面，大数据挖掘可以成为调查

的主要手段；在分析居民出行方式链特征、

潮汐交通特征、职住分布特征等方面，大数

据挖掘是辅助调查的重要校核手段。

22..11 利用遥感影像数据挖掘城市用地特征利用遥感影像数据挖掘城市用地特征

通过内业解译与外业采样核对相结合，

利用全市用地遥感影像和房屋建筑量统计数

据库获得全市用地分类和建筑量分布，是土

地利用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用地数据是交

通调查中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通过对交通

相关用地的遥感数据进行调查挖掘，可以掌

握最新城市用地布局、土地开发强度及变化

趋势，为评估用地总量与布局的合理性、优

化完善交通设施布局提供定量依据。利用上

海市市域红外航空遥感影像，按照规划用地

分类标准，将用地类型解译细分至 23万个

用地单元(见图 2)。2013年底全市建设用地

2 913 km2，较 2008年增长 8%。全市建筑量

12亿m2，中心城区建筑量5.7亿m2。轨道交

通对城市用地发展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轨

道交通车站 2 km半径范围内容积率高于其

他地区。以轨道交通 1 号线为例，中心城

区、近郊区车站 2 km范围内平均容积率分

别为1.17和0.51，其他区域平均容积率仅为

0.57和0.36[1]。

22..22 利用移动通信数据分析人口分布利用移动通信数据分析人口分布

通过跟踪手机用户的移动通信数据，分

析日间、夜间手机用户分布规律性特征，是

获得调查期实有人口分布的重要校核数据。

这项调查技术曾尝试用于近年一些小样本量

调查，但应用于全市性综合交通调查尚属首

次，是弥补调查期实际人口统计误差和辅助

校核就业岗位分布的重要手段。以一定时间

窗内上海市域移动通信用户手机信号出现天

数、累计出现时长以及通信信号出现和消失

时间作为判断标准，研究特定区域内手机用

户信号在不同时段出现的规律性特征，进

而挖掘日间、夜间手机用户的分布情况。

据分析，夜间手机用户分布密度由内向外逐

渐降低，浦西内环线北段人口最为密集(见

图3)。另外，中心区日间固定出现的手机用

户规模明显高于夜间，两者比值达 1.2~1.4，

静安区尤为明显，日间、夜间手机用户比值

达1.5(见图4)。

20
15
10

5
0

图2 2013年轨道交通沿线1 km范围内建筑容积率

Fig.2 Floor area ratio within 1 km buffer area along railway lines in 2013

资料来源：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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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3年手机用户夜间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mobile phone night users in 2013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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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 利用移动通信数据分析通勤与潮汐利用移动通信数据分析通勤与潮汐

交通特征交通特征

在判断移动通信用户日间、夜间分布规

律的基础上，剔除日间、夜间长时间停留在

同一地点的用户，进而推断居民通勤出行空

间分布特征；同步考虑基站地理空间距离、

实际路径距离等多重因素，获取职住出行距

离特征指标。据分析，上海市平均通勤出行

距离约为8.5 km。郊区进出中心城区的通勤

量占全市通勤出行总量的12%，其中近80%

通勤量来自近郊区与中心城区之间。工作人

口居住特征以陆家嘴和徐家汇地区为例，据

统计约90%的陆家嘴地区工作人口居住在中

心城区，其中居住在浦东的略高于浦西，且

主要集中在轨道交通 6 号线沿线(见图 5a)；

约80%的徐家汇地区工作人口居住在中心城

区，其中近90%居住在浦西(见图5b)。

利用移动通信数据获取用户出行轨迹是

反映人员全方式出行空间分布特征的重要数

据。传统调查一般从系统流量反映某一种方

式的潮汐交通特征，如轨道交通客流、道路

交通车流等，利用移动通信数据可以反映全

方式潮汐交通特征。以内环线为例，工作日

早高峰时段进出中心城区断面的交通需求很

不均衡，进出比约为1.7(见图6)。

22..44 利用移动通信数据分析轨道交通乘利用移动通信数据分析轨道交通乘

客换乘特征客换乘特征

利用地面和地下、不同轨道交通线路所

在移动通信 LAC区编码的唯一性和手机在

跨越 LAC区基站时必然会发生位置信令更

新的特性，基于基站和地铁车站的对应关

系，可以获得乘客在轨道交通系统内部的路

径信息。以往主要通过在轨道交通车站进行

人工问询的抽样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首次采

用移动通信数据进行信息采集，完善了轨道

交通系统模型分配算法的重要数据资源，使

得移动通信数据作为获得乘客真实换乘路径

的主要手段成为现实。基于上述数据也可获

得不同车站间乘客的路径分布，以及换乘站

分方向、分时段的客流量。经计算，使用地

下轨道交通的移动通信用户中，只有单一路

径的用户和有多路径选择的用户比例约为

6:4(见图 7)。在多路径选择情景下，约 70%

的乘客还是以选择最短路径为主。此外，乘

坐轨道交通的乘客中，约 50%无须换乘，

职住比

<0.25
0.25~0.5
>0.5~0.75
>0.75~1
>1~1.25
>1.25~1.5
>1.5~1.75
>1.75~2
>2~2.25
>2.25~2.5
>2.5~3
>3~4
>4

图4 2013年手机用户职住比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job-housing rate for mobile phone users in 2013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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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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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b 徐家汇

a 陆家嘴

密度/(人·km-2)
0
>0~10
>10~20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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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30
>13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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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特定区域工作人口居住地分布

Fig.5 Residential location distribution of employees at specific areas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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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仅需换乘一次(见图8)。

22..55 利用牌照识别数据分析小汽车总量利用牌照识别数据分析小汽车总量

与快速路车辆特征与快速路车辆特征

长期在沪外地牌照小汽车总量调查一直

是历次调查的难点，夜间停车调查、居民出

行家访调查等传统调查手段实施难度大、调

查成本高。本次调查首次利用车牌识别数据

获取长期在上海市使用的外地牌照小汽车总

量。通过与夜间停放车调查数据、居民出行

调查数据和外地车辆在沪保险数据相比对，

验证了利用车牌识别数据作为外地牌照小汽

车总量调查的可靠性。今后可利用牌照数据

资源，捕捉有进出市境道路关口记录和使用

过中心城区快速路的外地号牌小汽车，综合

考虑累计在沪及单次在沪停留时间，判断是

否属于长期在沪使用的外地号牌小汽车。经

计算，2014 年上海市实有小汽车约 320 万

辆，其中外地号牌小汽车近100万辆。

基于牌照识别设备的位置特点，结合高

速公路收费数据，本次调查首次以车牌识别

数据取代市境道路关口人工问询，调查进出

市境车辆在上海市域内的出行分布特征。经

计算，入境车辆进入上海市郊区和市区的比

例约为 7:3，其中进入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

的比例约为2:8。

此外，本次调查还首次利用牌照数据调

查中心城快速路系统的车辆使用特征，获取

中心城区快速路各类车辆的驶入量、使用频

率、行驶距离等特征指标，不同路段车辆的

牌照结构以及车辆的流向分布(见图 9)。经

计算，工作日中心城区快速路(不含外环线)

全日驶入车辆中25%为外地牌照，午间平峰

外地牌照车辆比例达32%；其中，中环线比

例最高，午间平峰外地牌照车辆占驶入车辆

总量的40%。

33 大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展望大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展望

33..11 拓展应用领域拓展应用领域

1）利用互联网数据分析城市人口结构

特征。

利用移动通信数据处理技术获取城市人

口分布特征已成为现实。然而若要分析交通

源出行特征，还需要掌握城市人口结构特

征，该数据很难通过人口普查外的其他手段

1.5:1

2:1

1.5:1

1:1

2:1
2:1

2:11.5:1

图6 早高峰时段内环各断面手机用户进出比值

Fig.6 Enter-exit ratio of mobile phone users on the

inner ring road in the morning peak period

资料来源：文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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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轨道交通乘客换乘次数

Fig.8 Transfer times of rail transit passengers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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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轨道交通乘客换乘路径

Fig.7 Transfer demand paths of rail transit passengers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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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将是一种必然选

择。例如，利用线上购物、网站访问、电视

收视等数据综合分析不同区域的家庭成员结

构等。

2）利用移动通信数据分析居民出行特征。

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传统人工调查

的样本规模和实施难度均有所增加。随着

3G，4G移动通信数据的引入，用户的轨迹

点信息将大幅增加，这为分析用户出行强

度、出行空间分布及出行路径特征创造了有

利条件。

3）利用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全市车辆出

行分布特征。

随着地面高清卡口车牌识别数据的引

入，车牌识别数据覆盖的空间范围将从市境

出入道路关口和中心城区快速路断面拓展至

行政区边界的道路。通过扩大地面车牌识别

数据的采集可进一步掌握跨越行政区车辆出

行分布特征。

4）利用车载GPS和公交 IC卡刷卡关联

数据分析公共汽(电)车线路客流OD特征。

公交 IC 卡刷卡数据仅能反映刷卡时间

和刷卡线路信息，无法获得上下客车站信

息。由于大部分公共汽(电)车都已安装了

GPS系统，可将GPS数据和公交 IC卡数据

关联起来，再通过公交 IC卡刷卡时间与公

共汽(电)车GPS轨迹点回报时间的对应，获

得公交 IC卡刷卡的地点信息。最后通过GPS

轨迹点与公共汽(电)车站的空间对应关系，

分析公共汽(电)车线路客流的上客特征。在

此基础上，通过对一段时间内公交 IC卡刷

卡数据的分析，获得乘客上客的规律性特

征，利用一天内乘客本次出行的下客车站很

有可能是下次回程的上客车站的一般规律，

进一步分析公共汽(电)车线路客流OD分布

特征。

33..22 优化技术方法优化技术方法

1）优化数据挖掘技术，增强交通大数

据关联性分析。

优化、改进已有大数据挖掘技术方法，

包括车辆GPS数据在高架道路、地面道路重

叠区域的识别方法，移动通信数据一次出行

的判断方法，移动通信数据交通方式的判断

方法等。此外，交通大数据挖掘的价值不仅

限于对单源数据的分析，各类数据的关联性

分析可进一步提升交通大数据挖掘的应用价

值，例如城市用地与移动通信数据的关联分

析等。

2）形成一整套关于交通大数据分析与

扩样的系统流程。

有些信息数据可以直接反映母体特征，

例如中心城区快速路车牌识别数据。有些信

息数据虽然数据量巨大，但本质上仍然属于

抽样调查数据，例如利用移动通信数据分析

城市人口分布，如何进行科学扩样是大数据

挖掘需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难点。根据本次调

查经验，受移动用户市场占有率、手机持有

率等多重因素的区域差异性影响，用同一系

数对全市数据进行统一扩样可能会产生较大

误差。目前移动通信数据以反映结构性特征

指标为主，下一步需按区域确定扩样系数，

以使移动通信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反映总量

特征。

3）丰富成果展现形式，形成大数据可

视化产品。

传统大数据挖掘成果一般是基于信息分

析技术的一整套程序包的运算结果，通常以

成果数据库的形式体现，再进一步由人工转

化成可视化图表，处理周期较长。如何突破

传统调查成果的展示模式，基于固化的数据

采集、分析处理、成果展示流程，形成界面

友好、功能实用的软件产品是今后交通大数

据挖掘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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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心城区快速路本地牌照和外地牌照车流分布

Fig.9 Distribution of traffic volumes with local and non-local plates

on expressways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资料来源：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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