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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梳理未来城市和交通发展趋势，总结提炼未来城市与交通的四大核心特征。以精明治理

和精细服务为核心导向，聚焦未来智慧交通四大体系建设，提出全息感知城市、在线推演城市、精

明管控城市和全程服务城市(简称“4C”)的新一代智慧交通整体构思。前瞻性地探索利用未来科技

推动城市治理服务转型的路径。通过建立基于空间单元大数据的全息感知系统、复杂环境下交通情

景再现与预判的在线推演系统、交通“规划–设计–运营–管理”的精明管控系统、综合性–个性

化的全链条智慧出行服务系统，实现可感知、可运营、可管控的城市愿景，以此推动未来城市的精

明增长和市民的智慧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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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nding on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future city and mobility, this paper summaries the four core

features of future city and mobility. With smart governance- and sophisticated services-oriented, an inte-

grated solution to smart mobility for next generation city, including ubiquitous perception city, real-time de-

duction city, smart managing city and all-aspect serving city (“4C” for short), are proposed to better es-

tablish smart mobility in the future. The paper tries to explore a smart path using frontier technology such

as ubiquitous perception system based on spatial big data, online evolution system under complicated trans-

portation environment, smar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system with “planning-design-operation-manage-

ment”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city governance services, achieve the vision of a perceptible, operation-

al, manageable city, promote smart growth of future city and citizens' smart travel, and provide certain ex-

perience for smart cit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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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全球信息技术革命突飞猛进，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环境催生了新的城市交通运行组

织模式和服务模式，也为新时期城市交通全

链条智慧决策和智慧城市构建创造了可能。

未来城市智慧交通发展的主流方向是围绕服

务于城市和综合交通智能运行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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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城市智慧化管理和

运行，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党

中央、国务院、相关部委密集出台促进智慧

交通发展的相关指导文件，为新时期智慧交

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交通强国”战略，国务院推进“互联网+”

行动，提出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提升各级政

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

运输部提出以“互联网+”便捷交通促进智

能交通发展[1-3]。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驱动，

张晓春 1，邵 源 1，孙 超 1, 2

(1.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深圳市交通信息与交通工程重点实验室，广东深圳 518021；2.
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804)

面向未来城市的智慧交通整体构思面向未来城市的智慧交通整体构思

文章编号：1672-5328（2018）05-0001-07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813/j.cn11-5141/u.2018.0501

01



本刊特稿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6
N

o.5
Septem

ber2018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八八
年年

第第
十十
六六
卷卷

第第
五五
期期

未来城市即将迈入高度智慧化的、以服务为

核心导向的新型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的发展

理念和模式也将产生更深刻的变革，将更强

调利用未来科技推动城市治理服务转型，实

现城市高效能、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

11 未来城市和交通发展趋势未来城市和交通发展趋势

11..11 未来城市将发展成为以服务为核心未来城市将发展成为以服务为核心

导向的新型智慧城市导向的新型智慧城市

工业文明以来，城市由数字化、信息化

时代逐渐步入高度智慧化的智慧城市 3.0时

代，即以服务为核心导向的新型智慧城市时

代(见图 1)。智慧城市发展主要有四方面特

征：1)数据采集，新型智慧城市由以往关注

数据采集与信息获取转变为聚焦数据知识加

工，提供更高附加值的信息服务；2)信息解

析，新型智慧城市强调认知智能，在继承以

往快速运算与信息感知基础上实现智慧化决

策；3)城市建设主体，由政府主导演变为政

企合作和多主体协同参与，以满足多群体多

元化服务需求；4)功能应用，新型智慧城市

时代注重以用户服务需求为核心导向实现应

用整合。

11..22 未来交通将实现按需响应的新型智未来交通将实现按需响应的新型智

慧交通服务慧交通服务

国际权威机构普遍认为，未来 15~30年

城市交通将发生颠覆性改变。麦肯锡咨询公

司 [4]认为未来 15 年出行方式将呈现七大趋

势：共享移动性、汽车电气化、自动驾驶、

新型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新型基础设

施、物联网普及。未来出行方式将依托万物

互联的大数据感知，以新一代交通基础设施

和新一代交通工具为载体，提供按需响应的

新型交通服务[4]。美国《2016—2045年新兴

科技趋势报告》对未来 30年交通相关的新

兴科技进行了预测，物联网、清洁能源、数

据挖掘、区块链、量子计算等技术将对传统

交通模式进行洗牌，我们正处于第四次科技

革命的风口浪尖[5]。

22 未来城市和交通的关键特征未来城市和交通的关键特征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为未来城市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呈现跨越式

进步。未来城市和交通系统将以万物互联和

全息感知为基础，以城市的精明治理和人的

出行为核心打造可持续移动性服务。具体体

现为以下四个关键特征。

1）未来复杂交通巨系统要求构建一个

万物互联、多元化、多维度的大数据全息感

知体系。物理技术、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的

创新融合与高速发展，为实现城市的万物互

联提供基础，未来交通系统将发展成为集成

多源传感、机器视觉、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的

复杂巨系统，系统体系更加庞大、组织更加

复杂、需求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宽广。数字

化与信息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需通

过加强无线通信和传感系统，构建新一代信

息感知环境，实现智慧交通系统的全面感

知、高效传输与智能控制，建立满足未来城市

和交通系统的大数据全息感知体系(见图2)。

2） 未来城市更多强调治理而非管理，

强调政府服务转型、服务协同和创造社会价

值，城市发展将突出精明治理、精明增长。

未来城市治理体系将凝聚城市战略体系、空

间规划体系、公共政策体系、智慧交通支撑

体系和治理机制体系为一体，更加关注交通

需求的精准管控、交通管理的精明控制和交

通服务的个性提供，以寻求城市治理的突破

点，提升未来城市智慧化治理水平。

图1 未来城市演进方向

Fig.1 Future urban evolution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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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未来城市和智慧街道感知生态

Fig.2 Perception ecology of future city and smart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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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来交通重点关注可持续移动性，

更强调服务于人的出行需求和多方协同参

与。未来城市将从关注交通的通行能力向提

升出行的可达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转变，

更注重多种出行方式融合与出行环境提升，

公众需求越来越得到政府和服务行业的重

视，通过将交通规划师、交通运营商、普通

市民等利益相关团体联合起来，让他们全

面、透明地参与交通可持续移动性规划，从

而构建高效、公平、健康的城市交通环境，

营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生态圈(见表1)。

4） 未来的出行服务更加强调以多模

式、网络化、协同化的组织，向用户提供满

足个性化需求、注重服务体验的全过程一体

化出行服务。未来的交通将以满足不同出行

者的个性化需求为目标，制定符合实际需求

的服务方案，提供差异化、多样化的全过程

服务，对出行链进行一体化整合与优化，以

高品质、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方式满足市

民出行的需要。

上述四个方面也是欧美发达国家智慧交

通建设的核心内容。欧美智慧城市体系中，

智慧交通是普遍关注的建设内容，其核心主

要体现在四大体系建设(见表 2)，即智慧感

知(如智慧道路)、智慧决策(如智慧物流、智

慧停车、定制化货运)、智慧运营(如智慧交

通控制)及智慧服务(全链条个性服务，如智

慧接驳、定制化信息、机器人取货)，这也

代表了未来智慧交通发展的必然方向[7]。

33 构建构建44CC智慧交通完整体系智慧交通完整体系

未来城市将朝着高度智慧化的方向发

展，强调利用未来科技推动城市治理服务转

型，实现城市高效能、包容性和可持续发

展。未来城市将发展成为可感知、可运营、

可管控、可服务的城市(见图 3)，核心是要

依托智慧交通和未来科技打造四个城市，即

全息感知城市(Perception City)、在线推演城

市 (Deduction City)、 精 明 管 控 城 市

(Managing City) 和全程服务城市 (Serving

City)，简称“4C”。

33..11 建立基于空间单元大数据的全息感建立基于空间单元大数据的全息感

知系统知系统

数据作为城市建设、管理、发展的基

础，数据感知体系正逐步由“被动建设、缺

乏层次”向“深度洞察、全息感知”转变。

表1 传统交通规划与移动性规划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conventional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mobility planning

项目

规划关注点

规划目标

规划思想

规划编制

规划效果
评估与调整

传统交通规划

交通(traffic)

提高交通流通行能
力与移动速度

分方式的独立系统

交通工程师

精英规划

有限的效果评估

可持续城市移动性规划

人的活动与出行

提高可达性与生活品质，同时注重可持续性、
经济活力、社会公平、公众健康和环境质量

不同交通方式协同发展，并向更清洁、
更可持续的交通方式演变

多学科背景构成的规划团队

与利益相关团体一同实施透明、参与式规划

定期的规划效果评估与监督，
适时启动规划完善程序

资料来源：文献[6]。

表2 欧美智慧城市体系中的智慧交通建设重点

Tab.2 Key points of smart mobilit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smart city system

指标

智慧停车

智慧接驳

定制化交通
信息

智慧交通灯
控制系统

自适应通信
连接汽车

共享无人驾
驶汽车

智慧路灯

iBeacon定位
信息服务

定制化货运

机器人取货

智慧物流

美国

纽约

√
√

√

√

√

√

√

√
√
√

芝加哥

√
√

√

√

√

√

√
√
√

旧金山

√
√

√

√

√

√

√

√

√
√
√

欧洲

阿姆斯特丹

√
√

√

√

√

√

√

√

√

伦敦

√
√

√

√

√

√

√

√
√
√

佛罗伦萨

√

√

√

√

√

√

√
资料来源：文献[7]。

图3 4C智慧交通解决方案架构

Fig.3 Architecture of 4C smart mobility solutions for future city

在线推演城市
(Deduction City)

人工智能、在线推演

精明管控城市
(Managing City)

协同运行、智能调控

全息感知城市
(Perception City)

万物互联、全息感知

全程服务城市
(Serving City)

全链条、个性化服务

未来城市

可运营 可管控

可服务可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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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复杂的交通巨系统要求，需以前端

设施标准布设、多源监测、智能分析为重

点，对人流、物流、车流、资金流、基础设

施、城市运行、自然环境等所有与交通相关

的社会生产生活要素进行全面数字化，并对

各要素的时空演化轨迹进行全链条跟踪采

集，打造覆盖全对象、全时空、全粒度的新

一代智慧道路感知生态体系(见图4)。

1）全对象感知，对人、车、路的状态

及交通流、环境信息进行全面感知，构建交

通系统的人-车-路-交通流-城市环境全息

化感知体系。

2）全时空感知，对道路交通运行演化

态势、交通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进行持续跟

踪和深度洞察分析，实现道路交通动态运行

和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前期规划设计、施工、

竣工移交、监测、养护等业务的应用支撑，

构建全方位、持续化的全时空监测体系，全

面把握城市及交通综合发展动态。

3）全粒度感知，从宏观—中观—微观

多层次、全粒度采集线圈、地磁、卡口检测

的道路交叉口数据，断面微波、视频、广域

雷达检测的路段数据，视频、微波、手机信

令检测的行人数据及全网城市交通运行数

据，对各类事件、行为、特征进行精准描述

与刻画。

在新一代感知体系框架下，未来城市交

通将以智慧道路为载体单元，对前端设施统

一、整体布控，对采集数据分布式汇集、加

工，建立“智慧路段+智慧路面+智慧路口”

三位一体的新型智慧道路感知监测标准体系。

1） 智慧道路，以智慧路灯杆为载体，

通过集成和整合数据，实现综合感知服务。

集成道路设施设备智能监控、车流量检测、

道路险情识别、车路协同交互、交通信息发

布等功能于一体，全面感知道路运行状况。

2）智慧路面，以智慧路贴为载体，安

装在车道分割线或路肩表面上，含定位、检

测、提示、自组网等功能于一体，集成先进

的微传感技术、微功耗处理器技术和低功耗

无线通信技术，实现交通参数检测、车辆轨迹

跟踪、行人过街警示、行车安全提示等应用，

并与智慧路灯杆进行联动，实现综合监测。

3） 智慧交叉口，以智慧信号灯为载

体，主动集成和整合道路内跨行业交通设

施，通过前端边缘计算与后台集成管控，实

现以智慧交叉口为单元的公交优先控制、运

行智慧监测和设施智慧运维。

33..22 建立复杂环境下交通情景再现与预建立复杂环境下交通情景再现与预

判的在线推演系统判的在线推演系统

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城市交通

大脑中还原现实中的交通运行情况，实时推

演和预测交通运行状态，实现“感知-推

演-管控-服务-感知”的自学习闭环，重塑

交通“战略制定-战术演练-精准调控”的

管理模式，这既是实现精细化交通管理与控

制的技术要求，也是建设高效、安全、协同

的智慧城市交通环境的必备条件。

1）基于在线仿真模型，实时推演各种

复杂交通条件下现实道路交通运行状况。

通过实时在线交通推演系统，实现对宏

观片区交通运行状态及微观走廊、节点交通

流状况的整体掌控。依托实时流量数据、浮

动车数据和互联网等大数据资源，实时模拟

交通流运行状况，预测短时交通流变化趋

势，分析交通拥堵成因和拥堵影响。既可实

现区域交通联控和交通流均衡，又可在交通

预警与诱导、信号配时优化、预案评估与优

选、微创新交通改善方案评估等方面提供精

准的管控或预防措施，全面提升交通管控和

决策水平，实现道路高效有序运行。深圳市

已经完成福田中心区在线交通仿真系统建

设，在区域交通联控和均衡交通流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未来将进一步覆盖全市，作为城

市交通大脑实现交通整体调控和事件快速响

应(见图5)。

2）基于交通事故实时推演模拟，全面

降低各种突发交通事件(事故)的负面影响。

图4 新一代智慧道路感知生态体系

Fig.4 A new generation of smart road perception ecosystem

智慧路段 智慧路面 智慧交叉口

图5 深圳市实时在线交通仿真平台

Fig.5 Real-time traffic deduction platform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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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时在线推演，在发生交通事故

时，即时生成交通应急方案，快速、智能化

部署警力，最大限度降低事故造成的负面影

响。以深圳南坪快速路牛咀大桥交通事故为

例，基于在线仿真系统推演并通过针对性的

警力部署与诱导分流方案制定，高效引导车

辆避开事故点，实现 15 min完成有效疏解，

交通事故处理效率提升了一倍。在过去没有

该系统的情况下，拥堵可能持续30 min以上。

33..33 构建交通规划构建交通规划--设计设计--运营运营--管理的管理的

精明管控系统精明管控系统

为满足新时期日益复杂的城市交通管控

需求，城市交通管控体系由碎片化、被动响

应向供需匹配、整体调控转变，以交通大数

据作为构建交通规划-设计-运营-管理城市

交通精明增长模式的新引擎，进一步推动政

府规划建设管理流程再造与升级。

1）建设面向未来城市的交通大数据规

划建设决策支持系统。

以交通大数据规划建设决策支撑平台为

依托，通过多元大数据融合分析，为交通战

略政策制定、交通基建决策、交通综合治

理、环境安全评估等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例如支撑深圳城市总体规划的人口分析，将

手机数据与人口普查数据、建筑物普查数

据、城市用水用电量及垃圾产生量等数据融

合分析，判断实际管理人口规模、分布及增

长趋势，结果显示深圳市实有人口持续增

长，外围增长更快。

2）实现基于大数据空间活动机理分析

与仿真技术的交通精细化设计。

一是从传统基于OD分析到基于居民活

动空间的分析，建立从多源数据采集到需求

特征识别再到交通设计细节落地的交通精细

化设计流程。例如，深圳市在福田中心区街

道设计和景观提升工作中，通过无人机监测

与视频识别、共享单车订单数据和过街流量

监测数据分析主要街道步行流量、行人驻停

时间和活动、单车使用时间与停放特征，以

针对性地进行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空间优

化、街道功能与临街界面优化、街道景观综

合提升等。二是通过数据模型和交通仿真进

行枢纽、轨道交通车站、道路等交通组织设

计预演模拟，辅助于设计方案的比选和优

化，减少盲目建设和改造带来的成本浪费。

3）打造面向未来车联网和无人驾驶的

智慧道路运营。

一是基于城市宏观交通管控策略，实现

从设施模式-组织模式-城市级管控模式变

革，提前预研未来街道设计及运行组织模

式，如更窄更有效的车道+更充足的非机动

交通空间。二是加快推动国家及地方无人驾

驶测试标准制定，推动研究建立涵盖无人驾

图6 基于Metropia手机应用的主动交通需求管理应用

Fig.6 Application of active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based on Metropia App

资料来源：Metropia手机应用截图。

图7 基于MaaS的智慧出行核心架构

Fig.7 Smart travel solution based on MaaS

资料来源：Mobility as a Service, Exploring the Opportunity for MaaS in the UK Web.

全链条出行方案

个性化方案推荐
伴我行APP

一键式出行服务

智能化运营支持

MaaS钱包 个人行程助手 动态行程助手

其他服务行程状况报告(社交反馈)

数字连接

出行策略

MaaS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应用程序接口 政府交通接口

MaaS后台系统

行为分析系统

结算系统

需求配置系统

报告分析系统

行程规划系统

其他功能

使用费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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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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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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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运营组织模式、基础设施建设、无人驾驶

车辆选型、无人驾驶管控中心和规范标准的

城市级无人驾驶解决方案，为未来智慧城市

建设探索有益路径。三是构建全时空复杂环

境下的车路协同管控中心，实现基于城市级

在线推演平台的无人车智能调度；通过搭建

无人车单车智能调度、集群组织调度、动态

路径规划、全自动停车等无人驾驶算法资源

池，制定无人车调度策略资源库；依托交通

在线仿真技术，实时推演相应车辆调度策

略，评估调度效果，实现无人车零干预、零

操作、多场景的智能调度。

4）建设面向未来道路交通全时空资源

优化配置的精明调控系统。

以全面提升未来道路交通的全时空资源

优化配置为目标，从区域级、城市级、走廊

级、节点级四个层级构建未来城市交通精明

调控系统。①区域级调控，基于互联网+大

数据技术，在区域宏观控制战略指导下，制

定面向多元需求的个性化管控方案。例如，

美国部分州基于Metropia手机应用实现民众

全过程诱导和奖励机制，影响了20%的人在

高峰期改变出行计划(见图 6)。②城市级调

控，基于交通溯源技术，构建全网协调运行

的道路精明管控平台。例如，深圳市通过融

合手机信令、出租汽车OD等数据，分析出

行总量和路径，搭建了全市交通溯源平台，

辅助制定策略来调控跨区及关键走廊的出

行，在时间上削峰填谷，空间上控密补稀，

实现区域时空平衡。③走廊级调控，基于实

时交互和位置感知技术，实现不同公共交通

流量、不同控制模式、不同交通饱和度以及

不同道路条件下的全场景特种车辆和公共交

通信号优先，同时预留车联网环境下人、

车、路协同控制功能。④节点级调控，结合

城市特点与交通肌理，通过可变车道、借道

左转、拉链式通行、信号配时智能化等微创

新服务，均衡节点时空资源，满足特定交通

需求时空变化，实现精细化管控与微创新挖掘。

33..44 构建综合性构建综合性--个性化的全链条智慧出个性化的全链条智慧出

行服务系统行服务系统

出行即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 MaaS)

是未来城市交通服务的主流趋势，通过将各

种交通方式全部整合到统一的服务体系与平

台，实现信息集成、运营集成和支付集成，

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为用户提供“综合性-个

性化”的全链条智慧出行服务(见图7)。

1） MaaS基于强大的后台出行规划系统

提供高效、绿色、智慧出行服务。

MaaS是以出行者体验为导向，以准备

时间、等待时间、响应时间以及状态切换时

间最小化为目标，提供共享、整合、服务和

引导：共享，要求各种交通数据全面共享；

整合，各种交通方式高度整合，基于主动交

通需求管理的思路调控交通需求，并实现支

付体系一体化；服务，提供无缝衔接、安全

便捷和舒适的全链条出行服务；引导，扩大

绿色出行比例，引导公共交通出行。

2）政府-市场-企业-市民合作和共同

参与建设全过程出行服务。

全面整合各类出行的基础数据和海量化

动态信息，打破原有以政府为主导的交通规

划、建设、运行管理模式，建立政府-市

场-企业-市民协同共建的交通规划管理新

模式。例如，芬兰在欧盟率先试点推行

MaaS服务，由政府引导，MaaS Global公司

作为全球首个MaaS运营服务商，开发了名

为Whim的手机应用，以实现不同模式的服

务预定(见图8)。

44 结语结语

本文面向以服务为核心导向的新型智慧

城市时代，借鉴欧美等先进智慧城市的发展

趋势判断，围绕未来智慧交通感知体系、决

策体系、管控体系、服务体系四大体系建

设，提出了全息感知城市、在线推演城市、

精明管控城市和全程服务城市的新一代智慧

交通整体解决方案和推进路径。这有助于推

动未来城市交通运行组织模式和服务模式变

革，也为新时期城市智慧管理和运行服务提

供指引。

图8 芬兰基于MaaS提供多模式服务的Whim手机应用

Fig.8 Whim APP for multimodal MaaS services in Finland

资料来源：Whim手机应用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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