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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建设城市交通大脑破解交通问题的期待和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如果没有完善的顶层设

计、有效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验收标准与环节，城市交通大脑的建设将难以达到预期目标，造成投

资浪费。针对城市交通大脑建设，阐述了功能需求、内涵和主要特征、智能等级划分、顶层设计要

点，提出确保实现城市交通大脑建设目标的若干建议。最后，提出推进城市交通大脑智能化程度不

断进步的研究课题，建议建立城市交通大脑建设后评价制度。

关键词：城市交通大脑；智能等级划分：自我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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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However, without a comprehensive top-level design, effective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strict

acceptance criteria, the urban traffic brain development cannot meet the intended objectives, which is a

waste of the investment. By discussing the functional demand, the system's connotation and key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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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交通复杂性增加和交通大数据

不断积累，基于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

北斗位置服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

展，通过建设城市交通大脑破解交通问题的

期待和呼声越来越高。由于建设城市交通大

脑需要巨大投入，加之其建设尚处于探索阶

段，如果没有完善的顶层设计保证建设的科

学性、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验收标

准与环节，城市交通大脑的建设可能无法达

到预期目标，造成投资浪费，延误解决城市

交通问题的重要时机。

11 城市病的破解思路与城市交通大脑城市病的破解思路与城市交通大脑

的功能需求的功能需求

11..11 城市交通大脑助力破解城市交通难题城市交通大脑助力破解城市交通难题

中国城市正面临着破解城市病的严峻挑

战，例如缓解交通拥堵、减少交通排放、提

升交通效率、强化交通安全、提升交通服务

等，破解上述城市病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以系

统科学为指导、以交通工程原理为依据，采

取综合措施保持交通供求关系的最佳匹配状

态和动态平衡(见图 1)。其中智能交通是助

力破解交通拥堵、降低排放、提升交通效

率、提高安全水平和提升服务品质的关键，

也是实现交通世界领先的重要抓手。

随着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高智

商的城市交通大脑无疑会助力解决城市交通

难题，提高城市交通的分析、诊断、规划、

决策、方案生成和方案实施、效果预评估与

后评估能力，一个优秀的系统将具有优化反

馈机制，使得系统的智能化水平不断有机

生长。

陆化普，肖天正，杨 鸣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北京 100084)

建设城市交通大脑的若干思考建设城市交通大脑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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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城市交通大脑的功能需求城市交通大脑的功能需求

确定城市交通大脑的功能需求可从问题

导向和目标导向两个方面考虑。从问题导向

上看，城市交通大脑必须能够助力破解城市

交通拥堵、减少交通工具排放、提高服务品

质和交通安全水平、保证良好交通秩序、实

现动态交通管理、规范出行者交通行为等。

从目标导向上看，城市交通大脑要具有不断

自我进化能力，逐步走向完全的自动化和智

能化，包括基于多源异构信息的深度态势分

析、问题症结及其机理研判、对策方案自动

生成和实施、车路协同控制指挥服务一体

化、交通组织诱导和自动驾驶逐步走向智能

化等。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有标准

判断、目标实现的时间节点、功能深度的具

体描述和强有力的监督验收机制等。

22 城市交通大脑的内涵与主要特征城市交通大脑的内涵与主要特征

城市交通大脑是在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和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

大背景下，通过类人大脑的环境感知、行动

控制、情感表达、学习记忆、推理判断、理

解创造等综合智能，对城市及城市交通相关

信息进行全面感知、深度分析、综合研判、

智能生成方案、精准决策、系统应用、循环

优化、创新发展来更好地实现对城市交通的

治理和服务，破解城市交通问题并提供系统

的综合服务(见图2)。

城市交通大脑的主要特征体现在大数据

高度集聚与共享化、分析研判过程的高度智

能化、需求响应的精准与实时化、方案生成

与决策的高质量化、自我进化过程的动态化

等，贯穿在城市交通大脑十大核心要素中：

感知认知、学习记忆、逻辑推理、综合判

断、智能进化、发现规律、形成对策、评估

预测、实施方案、创新创造。

33 城市交通大脑智能等级分类城市交通大脑智能等级分类

城市交通大脑由于智能等级不同、功能

构成不同、投资水平不同而差异很大。必须

明确城市交通大脑的进化等级和功能水平，

以便使城市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者、系统建

设者和交通管理者能够有共同语言、共同目

标、共同评价，便于规划、决策、建设、验

收、交通组织与管理等全环节的智能化，保

证城市交通大脑具有智能升级基因和行为机

理，并随着系统的运行不断走向更高阶别的

智能化。

城市交通大脑应包括交通规划、建设、

管理等交通系统的全环节。本文以城市交通

管理大脑为例，建议将其进化过程分为 5个

阶段(见表1)。

44 城市交通大脑顶层设计要点城市交通大脑顶层设计要点

做好城市交通大脑的顶层设计是成功实

现交通大脑建设目标的关键。城市交通大脑

的顶层设计至少要回答和解决如下问题。

44..11 数据的采集和接入数据的采集和接入

顶层设计中要解决数据的采集和接入问

题，数据采集类型应至少包括城市路网、城

管理交通需求

调整交通结构

促进职住均衡

规范交通行为

提高管理效率

优化道路设施

交通需求时空分散
车辆保有、使用管理

公共交通优先
绿色交通主导

混合土地使用
TOD开发模式

严格执法
加强工程措施
广泛教育

精细化交通工程
智能化交通管理
快速化交通执法

优化路网结构
消除路网瓶颈
提高支路利用率

供求关系

交通需求增长

交通供给增长

随着发展，交通供需的

缺口越来越大，通过综

合措施降低交通供需的

缺口

时间

图1 交通拥堵对策思路

Fig.1 Countermeasures to traffic con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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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人类大脑发展进程构建城市交通大脑的思路

Fig.2 Urban traffic brai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rain

资料来源：文献[2]，图片根据公开资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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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客运方式、城市货运方式、交通警务、无

人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交通枢纽及手机

信令等社会资源数据。数据采集方法包括人

工数据采集、检测器数据采集、数据共享等

方式。应建立统一标准的数据接入接口，能

够对多源数据进行接入，能够实现城市各部

门交通数据的共享。通过构建统一的数据采

集、分析及处理平台，实现信息资源高度共

享、融合和综合利用，汇集成大数据资源

池，实现交通数据的全覆盖、全关联、全开

放和全分析，从而给市民提供更加优质和高

效的交通服务。

44..22 数据结构与数据云设计数据结构与数据云设计

顶层设计中需要对数据的逻辑结构、物

理结构和运算方式进行说明。基于当前云计

算技术能够实现资源共享、按需动态调整的

优点，在建设城市交通大脑时，需要搭建基

于云技术架构的基础设施云平台，实现交通

基础设施软硬件资源云化管理。

44..33 分析模型体系分析模型体系

城市交通大脑要建立多种分析模型，利

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基于交通工程原理，建

立需求分析、现状评价、违法态势、拥堵成

因、控制优化、交通组织、安全预警、勤务

督导、设施应用等多种大数据分析模型，实

现对交通的全过程深度分析。

44..44 智能演化机理与能力智能演化机理与能力

城市交通大脑要能够进行机器学习，能

够从海量数据中洞悉人所没有发现的复杂隐

藏规律。对交通拥堵等机理问题借助数据、

通过系统能够实现自动演化，揭示交通运行

表1 城市交通管理大脑智能等级分类

Tab.1 Level of intelligence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级别

1

2

3

4

5

阶段分类

智能0型

智能 I型

智能 II型

智能 III型

智能 IV型

总体特征

具有统计分析能力。构建了统一的交通
大数据共享平台，具有公安部要求的基
本功能

具备学习与分析能力。基于多元数据深
度融合的需求特性提取，发展态势预测
预警，综合分析诊断，交通对策方案自
动生成，初步的机器学习和自我进化

初步的思考能力。自我进化能力较强；
能主动挖掘、总结发现交通运行规律和
发展态势、发现问题并诊断，能根据需
求变化动态调整方案；有精准预测、精
准管理、精准服务能力

较强的思考能力。能精细提取所需信
息，能融合分析挖掘规律，能自动诊断
并形成解决方案，能支撑自动驾驶，能
完全实现车路协同

强思考能力。完全智能化、自动化，能
应对各种场景，实现强自动驾驶支撑、
高质量的主动管理控制与主动服务

核心功能

1）交通大数据平台；
2）完善的多源异构数据接入；
3）全面的统计分析；
4）基于常规检测数据的多级信号控制优化；
5）系统集成指挥；
6）交通信息服务；
7）智能交通执法；
8）综合交通便民服务

在基础级别基础上，还应具备以下功能：
1）多源异构数据智能接入与融合；
2）视频数据信息深度提取；
3）基于多元数据的全交通需求特性提取；
4）基于多元数据的交通流状况分析及态势预测；
5）基于多元数据的交通行为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
6）基于多元数据的安全状况、事故多发点段及成因分析、态势预测；
7）基于多元数据的拥堵状况、拥堵点段空间分布及成因分析、态势预测；
8）基于综合分析诊断的系统对策方案自动生成；
9）特勤服务与特种车辆管理方案自动生成与实施；
10）自动形成绿波控制方案并实施、评价优化、方案动态调整；
11）闭环反馈智能化程度自动提升；
12）对策方案智能仿真评价

在智能 I型基础上，还应具备以下功能：
1）主动挖掘、总结发现交通运行规律和发展态势，智能预测与预警；
2）基于场景分析的系统最优方案动态优化与自动生成；
3）方案的自动评估与动态优化；
4）方案的自动实施；
5）完善的智能自动分析系统；
6）与城市智能交通系统(公共交通、停车、枢纽等)高度融合

在智能 II型的基础上，还应具备以下功能：
1）智能自动应对常态的不同情景，智能处置预警评估与自动优化
2） 支撑高度自动驾驶等级的车路协同体系，支撑智能车辆和智能基础设
施，支撑自动驾驶与服务系统
3）支撑需求高度智能预约、自动化、“门到门”高品质的交通体验与服务

在智能 III型基础上，还应有以下功能：
1）智能感知、认知、判断、决策与实施
2）复杂场景的智能判断与应急
3）基于车路协同的自动驾驶高级阶段
4）智能化的控制诱导一体化交通组织
5）系统完善的无感管理与服务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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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从机理上分析交通问题。

44..55 智能交通管理功能智能交通管理功能

城市交通大脑要能够实现城市交通管理

的核心功能，具体包括交通运行状态实时监

测、交通态势实时动态分析、交通异常状态

智能预警与应对、交通战略与政策制定、快

速辅助交通执法、精准交通信息发布、全生

命周期交通设施管理等功能。

44..66 系统功能实现与交通状态自动评估系统功能实现与交通状态自动评估

城市交通大脑要能够实现智能交通管理

系统功能并且对交通状态进行自动评估，充

分利用交通大数据，建立数据分析模型，对

交通现状、交通态势自动进行评估，对交通

问题进行自动诊断。

44..77 交通管理控制方案自动生成交通管理控制方案自动生成

为了应对不同需求特性、不同路网结

构、不同环境下的交通拥堵，系统应能够自

动生成不同类型的策略方案。总体来说重点

包括四个方面：1)信号控制方案优化。通过

实施点、线、面的配时方案优化，提高道路

网的运行效率。2)路段和交叉口设计优化。

根据交叉口的交通需求特性进行交通组织、

根据道路的潮汐交通流特征动态划分车道

等。3)道路网络交通流均衡。对于交通需求

在道路网上分布不均衡引发的拥堵，通过信

息发布引导交通流在路网上均匀分布。4)区

域交通组织。对于交通量大、流向复杂引发

的高拥堵区域，以及道路狭窄、通行效率过

低的区域，通过设立单向通行以及限制转向

等交通组织手段降低交通拥堵程度。

44..88 效果评价与实证检验效果评价与实证检验

城市交通大脑不仅要具有自动方案生成

能力，并且能够对方案进行效果评价和验

证，借助当前能够获得的车辆位置等实时交

通大数据，及时、多次对生成的方案进行动

态评价和智能更新。

55 城市交通大脑科学论证与验收标准城市交通大脑科学论证与验收标准

55..11 顶层设计论证与验收程序建议顶层设计论证与验收程序建议

城市交通大脑建设投资巨大，事前应该

进行深入论证。国家应建立专家库，从专家

库成员中抽取组成具体项目论证专家组。城

市交通大脑项目经专家论证后方能进入实施

推进阶段，专家组的论证意见及论证过程

存档。

城市交通大脑建设完成后应进行严格验

收。对验收流程建议如下：1)选择系统功能

验收单位，组建验收项目组；2)审阅系统建

设合同、系统建设方案等相关文件；3)根据

上述相关文件，对城市交通大脑的所有功能

模块进行逐一测试，从数据接入到功能实

现，确保系统能够应用；4)给出系统验收意

见，包括系统功能是否实现、应如何改进

等，提交验收文档。

城市交通大脑预期功能的完全实现是系

统发挥作用的前提，因此验收环节至关重

要。为保证验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建议制

定验收标准。

55..22 验收标准建议验收标准建议

智能交通系统项目的验收方式尚没有真

正关于系统功能、系统运行效果的实际检测

的、细致的验收评价，有时只是形式上的验

收，缺乏系统后评价标准和要求。建议根据

当前情况，建立完善的智能交通系统建设项

目的验收制度与验收程序，对城市交通大脑的

建设成果进行验收，由独立第三方进行项目的

验收审核，验收评价的要点要求如图3所示。

66 建设城市交通大脑面临的研究课题建设城市交通大脑面临的研究课题

66..11 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

1）传统交通工程原理在城市交通大脑

中的应用[3]。一方面，城市交通大脑是一个

由现状数据、统计规律与专家经验共同构成

的系统，如果没有专家经验的介入，仅依靠

统计规律会得到严重脱离实际的分析结果和

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在系统中加入大量经

过上百年交通领域学者探索获得的、已经被

实践证实的理论规律可以大大节约分析、模

拟和决策制定的时间，提高运行效率。

2） 数据处理问题。当前的交通数据

中，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如视频、自然语言文

字等占用了大部分存储空间，如何通过高效

城市交通大脑建设要立足实战、着重实
用、讲究实效；重点在功能实现而非系统
建设本身，平台不等于大脑

系统
评价

公开化、透明化、公平化；系统目标明
确、验收标准清晰、投资效益显著；深度
的专家论证及其强有力的监理验收体系

市场
要求

验收评
价关键

图3 城市交通大脑验收评价关键

Fig.3 Key points of acceptance and assessment of urban traffic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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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算与识别手段进行信息遗漏少、数据利

用多的处理并量化给予权重，与高度结构化

的数据融合分析，指导城市治理，将是城市

交通大脑建设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

3）数据分析与模拟问题。城市交通系

统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当前还没有很好的方

法对获取的海量数据全盘统筹加以利用，或

通过现有数据全面、精准预测交通状态。未

来在数据获取、数据分析以及交通状态演化

分析的过程中，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模

型、揭示规律、更好地预测未来的交通状态

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66..22 城市交通大脑技术城市交通大脑技术

1）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技术问题。城市

交通大脑的高效运行需要大量传感器、控制

器等底层设备的支持和配合，在提高城市交

通大脑的分析、诊断、规划、决策、方案生

成、效果评估水平的同时，也要尽力提高数

据采集、方案实施的能力，特别是底层设施

设备的技术能力。

2） 数据融合问题。对于城市交通来

说，多元数据汇聚、融合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是数据的标准化、结构化以及统一的表达

性。包括数据底盘总体设计、统一路网规范

和试点城市样本数据、视频结构化数据接入

标准、交通参数输出标准等。有了多源数据

汇聚和融合，才能更加精准地解决城市交通

难题，提供高效交通服务[4]。

3）数据安全问题[5]。城市交通大脑必须

从软硬件两个角度确保数据安全。一方面，

交通数据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交通安

全、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重要信息，如果泄露

将造成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如果交通控制参

数受到别有用心者的干预和影响，轻则城市

运行效率下降，重则危及国家或个人安全。

66..33 城市交通大脑建设与社会治理城市交通大脑建设与社会治理

1）公众参与城市交通管理有利于解决

城市交通问题。如何借助城市交通大脑建

设，有效利用网络平台，调动百姓参与城市

管理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参与城市管理的氛

围，提升城市交通管理的科学性、及时性、

有效性和针对性，在网络时代将是城市交通

治理的关键。

2）构建城市交通大脑应该以问题为导

向。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中小城市交通拥

堵、污染、事故、违法等问题日益严重，如

何在投资有限的情况下，建设能够解决实际

交通问题、产生实际应用效果的城市交通大

脑是建设城市交通大脑的工作重点。同时，

交通管理科技信息化应用必然会涉及大量的

技术开发和资金、人力投入，应进行充分的

科学论证，避免投资失误和决策浪费。

3）做好顶层设计和科学论证是城市交

通大脑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城市交通

大脑的宣传和推广十分迅速，然而其实施效

果缺乏科学检验和论证。未来的城市交通大

脑因其公共服务的属性应该是由政府主导建

立的，政府应充分履行行业监管责任，进行

科学、高效、有力的市场监管。

66..44 城市交通大脑建设机制城市交通大脑建设机制

1）市场作用的发挥。在城市交通大脑

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存在不以技术或对城市

发展的作用为重的现象。作为行业主体的一

些公司本身也处在对智能交通行业、对信号

优化配时工作的熟悉和了解过程中，有些关

键数据以及不对外说明基本工作原理的做法

等均值得商榷。这些信息的不透明造成了对

城市交通大脑的预期过高，最终带来的结果

是科技媒体上的“颠覆”和“革命”用词很

多，却少有甚至没有机会了解实际效果。因

此，应该建立确保市场基本透明度和竞争性

的市场机制，制定基本的服务与系统验收

规范。

2） 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攻关。

由于城市交通问题的复杂性，城市交通拥堵

等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市

交通大脑的功能实现需要对城市以及城市交

通系统有深刻的理解和交通工程理论等基础

理论和工程实践经验的有力支撑。也就是

说，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高科技企业的

联合攻关是成功建设城市交通大脑的基本前

提。因此，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务实负责的

精神，政、产、学、研、用一体化攻关，是

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在交通领域深度应用的可

能途径。

77 城市交通大脑建设后评价城市交通大脑建设后评价

城市交通大脑的后评价是保证政府投资

效益、系统功能运行的必要环节。需要通过

系统、科学的评价方法得出结论。按照城市

交通大脑建成前后的对比分析，可以从四个

方面开展评价：1)交通运行状况评价，包括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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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整体和局部的运行状况；2)交通安全效

益评价，在交通安全、交通违法等方面是否

得到明显缓解和控制；3)社会经济效益评

价，从交通参与者的出行成本、出行效率以

及系统建设对交通投资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

析评价；4)交通管理效率评价，对交通执法

效率、快速反应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

总之，城市交通大脑建设是破解交通问

题、实现世界一流交通管理水平的重要手

段，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需求。从解决问

题的角度分析，城市交通大脑的第一标准是

能够实现的功能和能够取得的效果，而不是

系统建设本身；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必须公

开化、透明化、公平化，系统目标明确、验

收标准清晰、专家论证充分。

目前阶段需要把握的关键是交通大脑建

设要遵循交通工程原理，注重实际效果。有

无实际效果是评价交通大脑的第一标准，同

时系统要具有优化反馈机制 (自我进化机

制)。换句话说，智能进化机制应该是城市

交通大脑的核心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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