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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技术与新思维必将引发城市交通学科的重大变革，首先是城市智

能交通领域。从交通系统的基本属性、交通大数据发展特征、城市交通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战略出

发，深入剖析中国智能交通系统研发与应用存在的隐忧和倾向：高端智能决策支持欠缺、车联网技

术研发泛化、理论创新匮乏、系统建设依旧各自为政未形成合力等。强调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

必须服从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最后，提出未来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方

向和系统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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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big data era, new technology and new ideas will certainly lead to a number of

significant changes in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especially for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

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transportation big data, the concepts and strate-

gies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he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potential and noticeable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high-level decision-making support system, overgeneralization of internet vehicle technolo-

gy, insufficient innovations in transportation theory, ITS system construction without integration,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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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随着《大数据时代》一书风靡全球，短

短数年之间，大数据产业风暴带来的信息技

术革命不仅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甚至还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今天，我们正

在从小数据时代的抽样分析向大数据时代总

体数据分析转变；由数据精确化向数据容错

设计转变；由探索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和内

在机理，向注重从海量数据中发掘事物之间

复杂关联关系的转变；机器信息处理方式由

自然思维向智能思维转变。大数据技术基于

复杂关联数据网络，找出隐藏于各类系统中

各个组成部分间以及它与外部环境之间相互

纠缠、互为因果的复杂相关性规律，这一特

性与城市交通问题的研究内容和特点高度契

合，所以城市交通系统作为城市功能开放复

杂巨系统之一，必将成为大数据应用的热点。

毋庸置疑，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

技术与新思维必将引发城市交通学科的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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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城市智能交通领

域。传统的智能交通系统着眼于将先进的信

息、通信、电子、控制、传感等技术综合运

用到交通系统中，在大数据时代思维的冲击

与碰撞下，其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将发生深

度变革。本文旨在辨析当前智能交通系统技

术研发存在的隐忧，通过变革与传统碰撞引

发的一系列思考，厘清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发

展思路，探讨大数据时代城市智能交通系统

发展方向与建设任务。

11 交通系统与交通大数据交通系统与交通大数据

11..11 交通系统的基本属性交通系统的基本属性

交通系统是复杂的开放巨系统，信息不

对称的基本属性决定其高效运转和管理必须

依赖于数据驱动和实时反馈控制。大数据时

代的来临为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从基本构成来说，交通系统分为三大系

统(见图1)：1)交通参与者子系统，包括交通

的规划建设者、管理者、服务对象等；2)交

通网络子系统，包括交通网络的布局、各级

交通网络的级配结构、网络中的路权分配

等；3)出行和运输子系统，包括公共汽车、

轨道交通、小汽车、步行、自行车、货车等。

交通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相互影响和紧

密依存，具有六大属性：1)系统开放性，所

有进出系统的交通参与者均无须约定；2)随

机性，交通参与者进入、退出系统的时间和

地点，介入方式均是随机的；3)系统构成要

素的依存与制衡关联性，系统内部各子系统

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4)系统与外部

环境的依存与制衡关联性，系统与外部环

境，特别是社会经济水平、城市规模、城市

空间形态与功能配置，乃至社会人文均相互

依存和制约；5)需求二重性，短时间内难以

调节控制的刚性原生需求与可调节控制的弹

性派生需求并存，需求还兼具不可预测的随

机性和可预知的规律性；6)信息不对称性，

系统参与者大多是在不了解系统实施整体状

况的情况下介入系统，介入者之间行为信息

无交换。

11..22 交通大数据发展情况交通大数据发展情况

交通以移动为基本属性，随着移动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传统交通信息采集的技术瓶

颈被突破，对交通系统构成要素(人、车、

路、环境、土地、经济等)的采集精度、频

率以及样本量得到显著提升，因此交通数据

也迈入了大数据行列。交通大数据不仅具备

大数据的4V特征(数据量大Volume、种类多

Variety、价值密度低 Value、更新速度快

Velocity)，更有独特的 3C 特征 ( 复杂性

Complexity、时空连续性Continuing、关联性

Connecting)，凸显交通大数据蕴含的人及货

物的流动与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深层交互关系。

截至 2016年 12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7.31亿人，其中以手机用户为主体的移动互

联网用户 6.95亿人，占网民总量的 95.1%[2]。

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发的交通运输服务手机应

用已涵盖个人出行、公共交通、货运、铁

路、民航、租赁、维修等多个领域，据统计

相关热门手机应用约 60余款，累计下载量

超过 50亿人次。中国手机用户 13.06亿户，

以七号信令为主的移动网络信令数据可以作

为一种时空连续的出行探测器[3]。以中国移

动北京分公司的伪码信令数据为例，其数据

涵盖 1 800万用户，每人每天产生 53.8条信

令数据，在白天活动时段，平均每小时产生

信令 3 个，即 20 min 可获取一个时空轨迹

点，以个体为单位的出行特征采集和提取已

经成为现实。而即将在全国范围使用的汽车

电子车牌，不但可以在车辆高速运动下完成

流量和速度检测，更可以完成身份识别、轨

迹识别等，在获得车辆行驶大数据外，还为

未来实现精准化出行调控奠定了基础[4]。

22 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发展隐忧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发展隐忧

自智能交通系统理论与技术引入以来，

中国在这一领域已取得显著成就。近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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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子系统

·规划建设者
·管理者
·服务对象
……

交通网络子系统

·网络布局
·级配结构
·路权分配
·管理水平

环境系统

·城市规模
·空间结构
·经济水平
……

出行和运输子系统

·公共汽车
·轨道交通
·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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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
·货车
·……

图1 交通系统构成及与环境系统间的关系

Fig.1 Components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nviron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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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系统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投资

额以年均25%以上的速度增长。2013—2015

年，每年智能交通系统市场规模分别达

407.99亿元，500亿元，659.6亿元，增长率

分别为 28.5%，30%，31.92%[5]。以无人驾

驶、车联网、互联网运输服务等为代表的新

兴技术不仅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也成为许

多地方政府规划建设智能交通系统竞相追逐

的重点和热门方向。2015年更被称为分享经

济元年、无人驾驶汽车元年。

然而，以城市交通系统总体战略大局观

冷静审视，蒸蒸日上的局面背后则是前景迷

蒙、隐忧犹存，令人不禁对城市智能交通系

统发展的方向产生一些疑问：迄今智能交通

研发与应用是否与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契合？

发展方向是否与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战略方

向完全一致？

22..11 智能交通未智能交通未““智智””在高端决策在高端决策

《中国智能交通行业发展年鉴(2015)》以

及政府文件中有关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的评

述，都表明智能交通系统应用的主要方向集

中在交通运营管理、信息服务方面。而体现

大数据价值与力量的战略与规划决策层面上

的智能化应用，却鲜有成功案例。在“三系

统、两支撑”智能交通体系中[6]，有所建树

的也只是面向道路交通管理和出行在途诱导

服务的智能运行管理系统和智能运输服务系

统，而真正面向交通与城市协调发展宏观战

略与规划智能化决策的高端智能决策支持系

统则乏善可陈。当前既存在混淆交通信息化

与智能化，误以信息化代替智能化的错误倾

向；也存在一味热衷于单个子系统(例如道

路、公共汽车运行子系统)个别服务范畴(运

行组织管理和出行在途信息服务)的初级(低

端)智能决策支持，而无意着眼于更为重

要、也更为复杂的综合交通大系统运行动态

智能干预理论技术体系建设的倾向。实现真

正面向全体交通参与者，并基于对大系统内

外环境全因素交互作用机理的智能交通决策

支持系统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22..22 以治标技术治本以治标技术治本

长期以来，车联网、车路协同系统以及

无人驾驶一直是智能交通领域技术研发的主

攻方向，政府与市场投入不断升温。然而这

些研究方向的本质都是基于物联网技术感知

复杂环境，获取大数据的一种手段，旨在处

理人(主要是机动车使用者)—车(主要是小汽

车)—路三者的协同关系。必须承认这些新

兴的物联网技术对于改善行驶安全、在特定

时空范围有条件地提升道路通行能力有一定

作用。但是如果把它看作是平衡交通供需关

系的有效工具，甚至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

治本之策，难免误入与城市交通基本战略原

则相悖的歧途。

众所周知，现代交通战略以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和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力主不断

扩大集约化运输和绿色出行服务供给，改善

人的生存活动空间，提升城市运转活力

(City Mobility)，而不是追随个体机动车无节

制的交通需求、一味增加道路供给。城市运

转活力绝不等同于道路机动能力 (Road

Mobility)。即便仅就道路空间资源的合理利

用和空间活动保障而言，也并非只是处理机

动车道内人—车—路的协同关系，而是要实

时动态地妥善处理道路及周边范围不同空间

层次(空中、地面、地下)、不同交通方式(步

行及自行车出行、多元化的公共客货运输及

个体机动交通)的空间公平分享以及交互衔

接关系。不仅如此，还要处理道路及周边范

围交通与城市整体功能运转的协同保障关

系。因此，车路协同系统不仅未考虑道路功

能结构、拓扑结构的动态改变对车辆驾驶人

行为(即实际需求)的反制作用效果，更忽视

了其他非道路类的交通基础设施配给结构与

分布对道路使用者的潜在影响。

当斯定律(Downs Law)指出：“在政府对

城市交通不进行有效管制和控制的情况下，

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道路

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道路供给”[7]。可

见，在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发展中，把技术与

财力资源过分集中用于车联网、无人驾驶、车

路协同等物联网技术的研发，确实值得商榷。

22..33 重技术研发重技术研发，，轻理论创新轻理论创新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的广

泛应用被列入“十三五”时期规划中，引发

智能交通行业对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仿佛一

夜之间依靠新的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城市交

通面临的种种窘境。

在此一定要避免否定理论作用的经验主

义。不要忘了不管数据的规模如何，大数据

总会受制于自身的局限性和人的偏见。有人

认为采用大数据挖掘，不需要对数据提出任

何问题，数据就会自动产生知识。这种观点

非常不可取。无论是大数据技术，还是为智

能交通系统研发的感知、仿真技术，都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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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系统基础理论与基本方法的传承、创新

和应用服务。大数据和“第四科学范式”的

出现，并非一概否定传统理论(例如，系统

内部结构机理、与外部环境的依存交互制约

关系、需求二重性等)和传统方法(例如，基

于数理统计的模型应用)。同时，大数据改

变了数据的内涵，也改变了计算的内涵，针

对个人和群体行为研究的社会计算 (social

computing)和高频度、高粒度的个人活动与

社会状态记录数据的获取，无疑将大大拓宽

交通研究的视野，必然引发交通战略、规

划、决策理论上一系列的变革与创新。而目

前在这方面的理论创新，特别是在交通与城

市互动关联理论的创新上还处于空白状态。

22..44 各自为政各自为政，，未形成合力未形成合力

目前，智能交通系统建设中各个子系统

多采取分而处之的策略。例如，智能交通信

号控制系统与公共汽车智能运营调度系统通

常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并未统筹融合。表面

原因是多源异构数据处理存在一定困难，数

据共享与公开受到政策掣肘。但更深层的原

因是对城市交通系统内在的依存与互动关联

性认识不足，没有借助大数据量化手段探究

各交通子系统内部之间的相关关系及影响因

素。也正是基于此，智能交通系统处理城市

交通供给与需求平衡关系还只局限于对交通

子系统各自运行状态的干预，并未进行有机

融合、建立反馈控制、形成治理合力。

33 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方向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方向

大数据时代，智能交通系统建设面临的

种种隐忧源于在技术变革与传统思维碰撞的

过程中，对新技术产生盲目崇拜，以至于对

经典理论方法的价值产生疑惑，陷入“大数

据时代，理论已终结”的认知误区，迷失发

展方向。大数据的科学研究是第三研究范式

还是第四研究范式姑且不论，它本质上主要

研究事物相关关系和总体态势，但并非完全

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探求和对事物演变机理的

分析，不能改变和颠覆现有对于城市交通属

性的基本认识，更不能背离城市交通发展战

略方向。因此，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必

须服从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需要。

33..11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着眼点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着眼点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主要着眼于交通发展

模式，即如何处理好几大关系：系统外延扩

充与内涵改造的关系；交通与土地使用、空

间布局的协调关系；交通供给规模与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适配关系；交通发展与城市环

境、资源的协调关系。同时，把交通结构和

城市空间布局两大结构调整作为实施城市交

通发展战略的基本途径。

在制定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时针对交通系

统服务的开放性和系统介入的随机性，首先

要考虑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保障参与者行

为决策的正确性。针对交通系统的内在交互

制约性，要以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为着眼

点。而针对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交互性，要以

交通、城市功能配置、城市空间三者的相互

依存关系为着眼点。针对交通需求二重性

(随机性与可控性)，着眼于交通结构合宜性

及“头尾并重”的需求管理体系(对已经出

现的交通需求实行“尾部”控制，对交通需

求的源头实行宏观调控)[8]。

33..22 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方向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方向

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必须服从于城

市交通系统的整体发展战略。在智能交通系

统建设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顶层设计，顶层

设计是解决系统发展目标、方向、任务的问

题。因此智能交通系统顶层设计必须与城市

交通系统的发展战略相一致，即智能交通系

统发展的目标、方向、任务符合城市交通系

统的需求。

城市进入大数据时代，智能交通系统的

发展目标应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全面感知、泛

在互联、普适计算、集成应用与人工智能应

用为支撑，实现对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的智

能化协同，对人的各类个性化活动与物流需

求做出智能响应、实现城市智慧管理和运

行、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理论与技术创新的主要着眼点应该置

于：各类交通参与者(战略—政策—规划—

建设决策者、系统运行管理者、系统服务对

象)行为主体个性特征及空间环境适应性的

研究；交通运行环境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联

适配关系研究。

44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智能交通建设任务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智能交通建设任务

44..11 动态监测与趋势跟踪评估判别动态监测与趋势跟踪评估判别

大数据具备高频率特性，这使得解决城

市交通系统中所有参与者行为决策正确性的

问题成为可能。众所周知，要解决此问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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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建立在对城市系统的认知和判断实时且时

空连续的基础之上，既要有历史数据还要有

实时数据。同时，这种认知既关注交通系统

自身各组成子系统协同运行态势，也同时关

注交通大系统外部环境状态与变化趋势。

1）交通系统外部环境动态演进趋势自

动跟踪监测。

利用空、天、地一体化的物联网监测手

段，对城市交通系统外部环境(例如，城市

空间拓展与土地利用、人口与就业分布、资

源与环境容量等)与城市交通系统之间长期

相互影响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监测。

2）基于个体行为差异识别的需求子系

统状态实时检测与演变趋势的连续跟踪监测。

传统数据获取方式往往通过出行抽样调

查，分析方法是抽样采集、建立模型、修正

模型。而大数据是通过全样本数据进行相关

分析提取敏感因素，再根据敏感因素建模。

因此，大数据技术具备探究不同个体活动差

异性规律的条件。例如摆脱基于传统四阶段

法分析的约束，建立一套以多源异构全时空

数据采集及行为决策关联数据网络为基础的

可伸缩模型体系，揭示各类活动行为决策因

素及量化的关联性规律。

3）各类服务子系统实时运行状态自动

监测。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是大数据

之源，不断向交通大数据层汇聚数据。通过

挖掘这些大数据，发现城市交通各子系统

(例如道路系统、停车系统、轨道交通系统

等)的需求(负荷)时空分布特征，实时监测各

系统运行状况及服务水平，实时监测拥堵点

段聚集与消散的动态变化。

44..22 基于人机交互的系统诊断基于人机交互的系统诊断

针对城市交通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交互

制约性，通过大数据的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处

理分析，在人机交互的模式下实现智能交通

系统中各子系统智能化交互和基于系统整体

的协同一致。针对城市交通系统与外部环境

的互动关联性，通过大数据的量化手段，准

确把握城市交通、城市空间、城市功能配置

三者之间关联关系，并通过人机交互的模

式，实现这些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的可视化。

1）交通需求演变与城市发展互动关联

性识别。

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支撑，智能交通系统

可以对不同时期、不同交通供给方式对城市

空间布局演变态势的影响进行评估；对城市

通勤圈扩展态势及关联因素进行相关性分

析；对交通投资规模与城市社会经济水平进

行关联性分析。

2）各子系统运行状态交互作用关联性

识别。

以大数据为基础，智能交通系统要着力

解决各子系运行状态之间相互关联的分析处

理。例如对基础设施功能级配结构与客货运

输(含无组织的个体出行)方式结构关系的分

析；对动态交通与静态交通之间的相关性量

化分析；不同运输子系统之间的交互影响；

中心城—市域—都市圈—大区域各层次综合

交通运输系统间的交互作用与关联性分析等。

3）系统运行波动与故障(突发事件)自动

检测与诊断。

通过大数据提取城市交通系统运行状态

敏感因素，例如道路功能级配结构、拓扑结

构、交通组织方案、交通管制及意外事件，

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量化分

析，在出现系统波动时及时自检测并给出诊

断结果。

44..33 战略战略、、规划规划、、政策政策、、实施方案决策实施方案决策

支持支持

实现连续不间断、时空无空白的监测，

为精准诊断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人机交互的

精确诊断，为精准治理(资源利用和资源开

发)提供技术支持。最终在大数据的推动下

实现系统自学习功能，以人机交互方式实现

交通系统干预者决策行为智能化。

1）对既往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

或某项具体对策方案的实施效果跟踪评估和

滚动修正、完善。

以前只能通过交通调查或者传统交通分

析方法去评估交通政策、规划的实施效果，

不但实时性差，结果也不准确。应用大数据

技术通过新型交通仿真系统检验交通战略、

政策、规划、运行保障实施效果，并对政

策、规划、战略的科学性和执行力做出有针

对性的意见反馈，反馈结果再次输入到系统

进行评估，如此往复滚动修正直至最终完善。

2）基于需求自动反馈的交通对策方案

实时与非实时响应。

交通需求管理与道路交通管理及交通综

合运输管理有机融合，实现双向管理。通过

大数据可以精确反映交通需求二重性动态变

化。例如，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实现基础设施24



温温
慧慧
敏敏

全全
宇宇
翔翔

孙孙
建建
平平

大大
数数
据据
时时
代代
城城
市市
智智
能能
交交
通通
系系
统统
发发
展展
方方
向向

供给方案生成和优选，实现基于实时动态定

价等智能技术的需求管理和订制服务实时响

应，实现交通运行方案实时动态调整等。

44..44 智能服务诱导与主动式安全保障智能服务诱导与主动式安全保障

大数据时代可以精准分析运输服务对象

的偏好和需求，利用超级运算能力为其提供

智能的一站式“套餐”运输服务，真正实现

多模式运输的无缝衔接。货运配送向无人化

和实时响应方向发展，主动式安全保障成为

运输服务的标配。

1）新型一站式“套餐”交通服务。

为交通使用者提供一个面向不同交通服

务系统的统一入口，通过整合各种服务系统

资源，整合运营服务信息，为出行者提供个

性化的多方式一站式运输服务，满足人们多

层次、差异化的服务需求。例如，通过一个

统一的入口实现出租汽车、公共交通、公共

自行车统一付费、联乘安排，计算一次出行

碳排放，鼓励减碳出行组合等。

2）智能物流配送系统。

大数据时代，不只限于配载信息服务与

运输组织调度智能化，而是以个体行为为对

象，更多关注物流配送需求实时响应和无人

自动配送等新型系统的研发。例如，著名的

7-11便利店在美国与无人机快递服务公司合

作，通过GPS数据与客户订单信息相融合，

利用无人机将食品及药品配送到客户手中，

至今已经成功完成77次[9]。

3）主动安全保障。

除了基于车路协同技术和无人驾驶技术

的个体道路机动出行服务系统之外，要重点

关注集约化大众运输服务，特别是轨道交通

运行安全保障以及货运主动安全保障技术和

系统。

55 结语结语

大数据时代，智能交通的发展并非一概

否定传统理论和传统方法。应清醒地认识城

市交通的基本属性，秉持城市智能交通系统

的发展必须服从城市交通发展战略需要的理

念，把握正确发展方向，充分利用大数据时

代的数据和计算变革，对交通参与者行为主

体个性特征及空间环境适应性、交通运行环

境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联适配性等开展深入

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建设基于人机交互、全

面诊断和高端智慧决策的智能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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