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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保障交通安全、提升智慧交通管控水平，采用云计算模型与智慧交

通管理系统相结合的方法，构建智慧交通云系统结构框架。通过深圳智慧交通云服务平台的实际案

例应用，实证了云计算的超强计算能力、系统融合能力、信息集成能力、个性化服务能力等能弥补

目前智慧交通系统中子系统间共享困难、数据分析处理不及时、信息传递延迟等问题。提出加快研

究智慧交通云计算系统的推广应用，以便提升交通信息化管理水平、改善城市交通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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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itigate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ensure traffic safety, and improve intelligent traffic control,

this paper develops a framework of cloud-base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ITS) using cloud com-

puting model and intelligent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A case study conducted in intelligent transporta-

tion cloud platform in Shenzhen is presented to demonstrate the methodology applicability in effective

computing, system fus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customized services, which are helpful in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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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zation and urban traffic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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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和汽车保有量快速增

长，城市交通拥堵、交通安全以及环境污染

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出行品质也受到严

重影响。政府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拥堵、交通安全等问题，

但是由于城市道路建设用地有限且建设周期

较长，单一的设施供给已难以满足日益快速

增长的出行需求，因此，必须通过现代化的

智慧交通管控手段，与交通设施建设形成组

合拳，确保城市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转。

城市交通系统是由人、车、路、环境等

各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新时期的城

市交通规划转向移动性规划，即城市交通系

统中人和车的移动规划，包括各类人群在一

天中的出行轨迹，如出行时间、出行目的、

出行起讫点位置属性、出行方式等。为了实

现交通管理部门的精细化管理要求，满足出

行者更加精准、及时的个性化出行服务需

求，交通大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和

发布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云计算作为一种商

业计算模型，具有规模庞大、虚拟化、高可

靠性、通用性、高可伸缩性、按需服务、廉

价的优势，能弥补目前智慧交通系统中各子

系统间共享困难、数据分析处理不及时、信

息传递延缓等问题。因此，有必要结合云计

算和智慧交通系统的特点，研究构建智慧交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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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云计算系统，提升交通信息化管理水平、

改善城市交通运行状况[1]。

11 智慧交通系统发展研究智慧交通系统发展研究

智慧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是以交通需求为导向，将信息

技术、计算机技术、大数据通信技术、电子

传感技术以及控制技术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充

分运用到交通运输领域的综合管理系统。因

其能有效地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一直受

到欧美国家的广泛关注。

11..11 国内外智慧交通发展趋势国内外智慧交通发展趋势

智慧交通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美

国、新加坡、日本和欧盟是智慧交通的四大

研发与应用阵营。

美国 2015 年最新发布的《智慧交通战

略计划 2015—2019》 (The Strategy Plan of

ITS)，确定了最新一轮战略优先方向，主题

为“建设更加安全的车辆和道路、提高交通

系统效率和出行便捷性、减少环境影响、促

进创新、支持交通系统信息共享”。日本在

《科技创新战略 2015》 中提出“10~20 年

内，实现政府和官方共建的 ITS框架，建设

交通最安全、环境最友好、通行最高效的社

会”；新加坡注重智慧交通系统的整合以及

围绕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ERP2.0)的主动需

求调控功能实现，近期提出智慧交通建设

i-Transport2.0，在原有整合平台基础上，增

加更多新的 ITS系统平台，在数据存储、分

析、共享、传输、应用开发、数据融合和预

测上将有所突破；欧洲关注可持续移动性和

出行即服务 (Mobility-as-a-Service, Maas)系

统，以服务人的出行需求为核心价值，Maas

更多强调服务的政府-市场-企业-市民合作

和共同参与。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智慧交通

发展较晚。1995年，原交通部将卫星定位技

术应用于车辆管理标志着交通信息化建设的

开始[2]。当前，交通信息服务平台、不停车

收费技术、物联网技术、智慧诱导系统、出

行服务APP、公共交通智慧化管理技术开始

全面推广。

11..22 发展瓶颈发展瓶颈

智慧交通发展迅速且效果显著，然而，

目前智慧交通系统中的通信系统、发布系统

等子系统相互独立，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传

导障碍，传导成本较高，整个系统相对封

闭，系统之间信息共享困难、信息传递延迟[3]，

这些都严重制约着交通信息传导的可达性、

实时性和可靠性，影响决策支持、管理调度

的效率，影响了智慧交通系统的普及。而云

计算技术具有的动态资源调度、超强计算能

力、海量信息集成化管理机制、互动开放效

应以及按用户需求提供定制服务等特点恰好

能解决智慧交通系统发展存在的问题[4-6]。

22 云计算技术云计算技术

云计算是近几年开始流行的概念，是利

用计算机处理庞大数据的一种商业计算模

型，根据用户需求提供数据获取、存储、快

速处理、分析、信息发布服务。云计算内部

框架是集成核心服务、服务管理以及用户访

问的综合系统(见图1)[7]。

云计算具备超强的交通大数据高效快速

处理能力、多用户个性化服务能力、动态的

负载均衡能力、良好的扩展能力和软件冗余

机制[8]，这能很好地解决智慧交通的发展瓶

颈问题，云计算与智慧交通系统有着天然的

高度契合。在智慧交通发展过程中，应充分

结合云计算技术，在云架构上实现交通大数

据组织与挖掘、交通信息快捷处理与分析、

交通信息实时发布与共享。

33 智慧交通云计算系统的基本框架智慧交通云计算系统的基本框架

智慧交通云计算服务集交通信息采集、

处理、分析和应用为一体，为城市交通管理

部门和人们日常出行提供智慧服务。智慧交

通云计算基本框架包括三层结构(见图 2)，

即基础设施层(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图1 云计算框架结构

Fig.1 Cloud computing framework

资料来源：文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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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层(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和应用层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基础设施层整

合所有交通信息资源，构建交通大数据资源

池，同时存储、预处理交通大数据。平台层

基于基础设施层，提供大数据管理、分布式

并行计算、交通软件运行和开发等服务。应

用层服务对象主要为交通管理部门、企业、

科研机构和出行者等。为城市交通管理部门

提供计算能力快、保密性高、弹性强的云服

务，为企业、科研机构和出行者提供交通信

息共享、出行选择引导等服务。

44 云计算在智慧交通系统中的应用模式云计算在智慧交通系统中的应用模式

44..11 短时交通量预测短时交通量预测

云模型指的是某个用自然语言值表示的

定性概念与其定量表示之间的不确定性转换

模型[10]。交通量预测指的是对历史出行大数

据进行分析、综合处理，预测下一个时刻路

网的交通量。以全日交通量为例，早晚高峰

时段与平峰时段的交通量数据平均值存在较

大差异，高峰时段的交通量受前一时段交通

量的影响，因此数据应该以前一时段的交通

量作为当前云，根据云模型的推理机制，循

环处理到具有足够的云滴为止，最后以所有

云滴的平均值输出。运用迭代预测法和直接

预测法的组合预测方法可实现连续时间差的

短时交通量预测。迭代预测法通过迭代当前

的交通数据生成预测值，然后根据预测值迭

代生成当前云。直接预测法用当前云作为当

前预测的趋势，结合历史云和当前云来生成

预测云，对未来值进行预测。

44..22 最优出行路径诱导服务最优出行路径诱导服务

智慧交通诱导服务以交通大数据为基

础，利用云计算数据中心对人-车-路-环境

等交通子系统的处理、分析和融合，快速判

断路况发展趋势，通过电视、广播、电子地

图、实时手机通讯、车载终端等媒介发布出

行信息 (拥堵路段、事故路段、停车场分

布、停车位数量)，为出行者提供最优路径

诱导服务，引导出行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

出行路径、出行方式等，避开交通拥堵、事

故路段。

55 应用案例应用案例———深圳智慧交通云服务—深圳智慧交通云服务

平台平台

随着深圳市智慧交通系统建设不断推

进，系统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投入服

务器等硬件设备也成倍增长，系统产生的数

据量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海量交通数据的

图2 智慧交通云计算系统框架结构

Fig.2 Framework of cloud-based ITS

资料来源：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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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综合挖掘分析应用需求日益增加，迫切

需要通过搭建智慧云平台满足海量交通数据

的计算与存储。基于此，深圳市依托现有智

慧交通系统，结合云计算超强的交通大数据

高效快速处理能力，按照基础设施层、平台

层和应用层三层架构，率先构建了智慧交通

云服务平台，以适应深圳市智慧交通发展的

需求。

1）基础设施层：交通云资源集成管理。

智慧交通云服务平台以深圳市综合交通

运行指挥中心为主体，借助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云平台、腾讯云计算平台等

一系列云平台的计算和存储能力，构建了服

务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一体化交通云平台

和数据中心。目前，智慧交通云服务平台数

据存储容量近 500 TB，服务器集群总规模

超过 300 台，铺设数据共享专线 20 余条，

实现交通大数据实时接入、高效运算、安全

存储。

2）平台层：交通云数据采集分析。

智慧交通云服务平台主要用于车载GPS

数据，公共汽车、地铁、出租汽车、长途客

运、铁路、民航等营运数据，深圳通刷卡数

据、手机信令数据、视频数据等大数据的存

储与计算分析服务。

以基于出租汽车GPS数据的路网行程车

速计算为例，路网行程车速反映车辆通过特

定道路的效率，易于公众感受和理解，是出

行选择的重要依据，也是反映道路交通运行

状况、用于交通技术评估分析的最有效指标

之一 [11]。考虑到出租汽车运营时间连续性

强、强度大、覆盖范围广，涵盖全市各主要

区域和主要道路，因此利用出租汽车GPS数

据和浮动车技术，能够不间断地收集全市绝

大部分区域的行程车速数据。该技术与传统

固定检测器相比具有实时性好、覆盖范围

大、采集成本低等显著优点，但同时也带来

了需快速存储和处理、分析数据量大等问

题。智慧交通云服务平台因具备超强的交通

大数据高效快速处理能力，能较好地解决上

述问题，其计算原理和方法已比较成熟，包

括GPS数据接收清洗、地图匹配、路径搜索

判别、样本车速计算、平均车速估计等步

骤[12](见图3)。

3）应用层：智慧交通云服务应用。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利用超算中心的

巨型计算资源，对全市 1.9万辆出租汽车的

GPS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实时得出的行程车

速以电子地图形式在深圳市道路交通运行指

数系统(见图 4)、交通在手APP(见图 5)和全

景大交通电视直播频道等渠道发布，方便市

图3 基于GPS数据的路网行程车速估计技术流程

Fig.3 Techniques of estimating road network operating speed based

on GPS data

资料来源：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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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基于出租汽车GPS数据的行程车速分布

Fig.4 Travel speed distribution based on the taxi vehicles' GPS data

资料来源：深圳市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系统(http://tocc.jtys.sz.gov.cn/#/rt/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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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查询实时路况信息，指导出行选择。经统

计，私人小汽车出行者拥堵避行和错峰出行

意识显著增强，月均市民出行服务投诉次数

下降52%，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66 结语结语

中国诸多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均联合科研

机构、互联网企业、通信企业等尝试构建城

市智慧交通云平台，推广云计算技术在智慧

交通系统中的应用。云计算技术具有超强计

算能力、动态资源调度、大数据信息集成化

管理机制以及按需提供服务等优势，将成为

推动智慧交通系统发展的关键技术，有利于

提升交通信息化水平、改善城市交通运行状

况。然而，云计算在智慧交通领域的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各大城市的应用也处在摸索

阶段，如何将云计算的超强计算能力、快速

处理分析能力和智慧交通系统数据收集平

台、发布平台紧密结合将是下一步工作的重

点和难点，城市交通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还

需进行大量的研究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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