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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抽样调查往往是调查某个时段某类群体的个体属性和出行信息，难以确定个体的连续活

动模式和活动特征。而利用大数据进行连续的特征追踪、动态观测和分析个体的空间活动特征成为

可能。首先分析传统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挖掘的差别与关系，进而总结北京、上海、广州城市交通综

合调查的演变历程及特点。以广州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梳理2017年广州市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

的框架和特点，从挖掘特殊指标、实现多源数据相互补充与校核两个层面探讨大数据在交通综合调

查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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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sampling survey generally focuses on the individual attributes and travel informa-

tion of a certain group during the certain time period, which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continuous activity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travelers. The use of big data enables us to track trip character-

istics continuously, observe the data dynamically, and thus to analyze individual's spatial activities.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sampling survey methods and

big data exploration method. Then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sur-

vey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are summarized.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re-

views the framework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ird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survey in Guangzhou in

2017.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big data in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survey in two aspects: ana-

lyzing special indicators, and supplement and verification by multi-sourc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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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广州市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中的应用大数据在广州市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中的应用

00 引言引言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通常包括居民出行调

查、公共交通调查、道路交通运行调查、交

通基础设施盘点等内容，是掌握城市交通运

行规律的基础性工作。发达国家大型城市一

般每隔 5年开展一次综合调查，中国北京、

上海等城市从2000年开始均已形成5年一次

大规模调查的工作机制，并在 2014年均已

完成第五次交通综合调查工作。广州市最近

一次开展全市交通大调查是在 2005年，距

今已过去 12年。期间，影响广州市交通运

行的外部环境及内部因素均发生较大变化，

与 2005 年相比，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

68.4%，常住人口和就业人口增长均超过

40%，中小客车保有量约为 2005 年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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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公共汽(电)车运营里程增长 71%，地铁

运营里程从35 km拓展至309 km。城市空间

结构和交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导致居

民出行规律、交通供需特征等变化显著，原

有调查数据及结论已不能体现当前交通特

性，难以有效指导交通工作。因此，亟须尽

早启动新一轮交通综合调查工作，为交通规

划、交通运营管理以及交通政策和战略等决

策提供可靠依据。

大数据在交通领域的应用为交通信息采

集、监测城市与交通系统的互动演变过程提

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文献[1]基于手机信令

数据映射至交通分析单元，经预处理、匹配

分析、数据去噪等一系列海量数据运算处

理，并在交通调查和交通规划中进行应用；

文献[2]通过手机信令数据对上海市职住空间

特征进行分析；文献[3]利用手机数据与家访

调查数据对比，并通过手机数据来判断居住

地和工作地；文献[4]基于北京市公共交通

IC卡数据对城市职住关系和通勤交通进行研

究；文献[5]通过道路卡口车牌识别数据推断

快速路网匝道之间的OD；文献[6]对大数据

的信息采集、质量控制、特征提取、关联分

析、模型建立、信息融合等方面进行归纳；

文献[7]梳理城乡规划学科领域运用大数据开

展规划研究的适应性和局限性并建构相关理

论和方法；文献[8]从“动、静、显、隐”4

个维度揭示大数据的内涵特征与应用方法，

并构建大数据在城市规划的应用模式；文献

[9]利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有效支撑了《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并对大数据时代

总体规划编制技术与方法进行探索。本文基

于大数据资源优势，充分发挥传统抽样调查

与大数据的互补融合，并以广州市为案例进

行实证研究。

11 传统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挖掘的关系传统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挖掘的关系

和差别和差别

11..11 传统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挖掘的关系传统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挖掘的关系

居民空间活动包含社会经济、地理空

间、交通方式、活动场所和行为模式等 5个

维度的属性特征。传统抽样调查 (包含普

查、访谈、问卷等)往往是调查某一天或某

一个时段居民个体的属性和出行信息，基于

调查信息统计样本的社会经济信息(职业、

收入等)、地理空间(居住地、就业地等)、出

行信息(出行量、出行 OD、交通方式等)、

行为模式信息(出行意愿、出行时间价值、

购车意愿等)等来分析个体空间活动的属性

特征，但很难确定连续和动态的空间活动特

征。利用大数据连续的特征追踪和海量数据

使观测个体的空间活动特征成为可能，利用

手机信令数据和互联网位置数据监测居民的

职住特征、利用GPS数据挖掘出租汽车乘客

的空间活动特征、通过AFC数据挖掘轨道交

通乘客的时空分布特征、利用互联网地图的

路径规划数据挖掘不同区域通过道路网络及

公共交通网络形成的交通可达性等均成为

可能。结合传统抽样调查可以全面了解个体

空间活动属性，从而为城市规划、城市治理

等提供更精细化的数据支持。

11..22 传统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挖掘的差别传统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挖掘的差别

传统抽样调查基于问卷的定制设计，采

取当面问询的方式采集信息，其优点是交通

针对性强、采集信息准确。然而，由于调查

成本和人力的限制(即使采用智能设备采集

也只是手段)，使得其样本量小、可重复性

较弱，致使调查样本可靠性存在问题，例如

居民出行调查中由于存在沉默需求导致出

行率偏低和出行时间分布不可靠、由于母体

(人口总量)的不确定性导致抽样无法做到均

匀分布或随机分布等问题(见表1)。

大数据挖掘具有连续、动态、数据量大

等特点，其优点是产生的数据样本量大，可

以利用动态数据进行重复分析。但是，大数

据为衍生产品并非交通定制数据，无法通过

大数据获取相关群体的行为、心理等信息，

并且大数据往往是局部对象的全样本，难以

实现全对象关联，导致对城市现象揭示的片

面性。很多数据挖掘分析需要假设条件才能

确定，例如大多数城市由于票制政策一般只

有公共交通 IC卡上车刷卡信息，需要通过

表1 传统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挖掘特点对比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ampling survey

and big data exploration

属性

交通针对性

信息准确性

样本量

可重复性

传统抽样调查

强

强

小

弱

大数据挖掘

弱

中

大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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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链假设推断用户下车和换乘车站；由于

基站的密度和辐射范围，基于手机信令数据

判断的位置为模糊地址，也无法判定出行方

式、出行目的等；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一

次出行与传统抽样调查出行存在差别，大数

据的算法更需要多种情景和敏感性测试，同

时基本所有大数据都不是全样本，需要借助

母体进行扩样。

22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演变城市交通综合调查演变

22..11 演变历程演变历程

22..11..11 北京市北京市

1986年，北京市开展第一次交通综合调

查工作，调查内容为 7.2 万户的居民出行，

调查成果为北京市交通规划和建设管理服务

并发挥重要的作用，首次利用调查数据分析

了北京市居民的出行规律和时空分布，并开

展公共交通线网的优化研究工作等。时隔14

年之后于 2000年开展第二次交通综合调查

工作(之后每5年开展一次调查，并且从2002

年开始每年开展一次小样本调查工作，见图

1)，调查涉及 6.4 万户居民出行、道路流

量、公共汽(电)车等 4大项 11小项，调查成

果用于诊断居民出行需求和城市交通拥堵问

题，支持全市交通模型构建，为《北京交通

发展纲要(2004—2020)》提供重要的数据支

撑。2005年开展第三次调查工作，调查涉及

居民出行、道路流量、轨道交通等6大项14

小项，调查成果用于对北京市交通运行、管

理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判

断，为“十一五”综合交通规划、奥运交通

保障措施、奥运后的交通行动计划、相关的

交通政策评估等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2010

年开展第四次调查工作，调查涉及居民出

行、公共交通等 11大项 16小项，调查成果

用于对北京城市交通发展新趋势和特征进行

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判断，为制定“十二五”

综合交通规划、缓解交通拥堵政策、《北京

交通发展纲要(2014—2030年)》等提供重要

的数据支持。2014年开展第五次交通综合调

查工作，调查内容包含手机信令数据采集分

析、居民出行调查、公共交通调查、道路流

量调查、专项辅助调查、数据收集等 6大项

17小项，调查成果对支持城市总体规划修

编、轨道交通规划和评估、京津冀都市圈

一体化等提供重要的支持[10]。

22..11..22 上海市上海市

1986年，上海市开展了第一次交通综合

调查工作，主要开展居民出行调查，调查成

果用于第一轮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编

制，创建了上海市交通规划模型，在内环高

架、杨浦大桥、延安路高架、地铁二号线等

项目的论证工作中起到较大的作用。1995年

和 2004年分别开展第二次和第三次交通综

合调查工作(之后每 5年开展一次调查)。第

二次调查成果对开展新一轮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综合交通规划、轨道交通网络规划以

及城市交通发展白皮书等研究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第三次调查成果对开展上海市综合交

通发展战略、“十一五”综合交通规划，支

持长三角都市圈的交通规划以及世博会交通

图1 北京市和上海市历年交通综合调查概况

Fig.1 Overview of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survey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over the years

调
查
情
况

1986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4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年份

2002年 每年小样本调查

有做调查
未做调查

·综合调查 6大
项17小项

·居民出行调查
4万户

·综合调查11大
项16小项

·居民出行调查
4.7万户

·综合调查 6大
项14小项

·居民出行调查
7.4万户·综合调查 4大

项11小项
·居民出行调查

6.4万户

·居民出行调
查7.2万户

a 北京市

调
查
情
况

1986 1990 1995 2000 2004 2009 2014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年份

每年小样本调查

有做调查
未做调查

·综合调查 5大项
24小项

·居民出行调查约
7.5万户18万人

·综合调查 4 大项
20小项

·居民出行调查约
6万户15万人

·综合调查 3大项
23小项

·居民出行调查约
3万户9万人

·综合调查 9大项
12小项

·居民出行调查约
3万户13万人

·居民出行调
查约24万人

a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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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等起到积极作用。2009年开展了第四次

交通综合调查工作，调查成果为“十二五”

综合交通规划、综合交通模型二期开发、世

博会交通保障方案、新一轮交通发展白皮书

编制等提供重要数据支撑。2014年开展第五

次交通综合调查工作，调查内容包含交通设

施普查及资料收集、人员出行调查、车辆使

用调查、系统运行情况调查、信息数据挖掘

等5大项24小项，调查成果对支持城市总体

规划、“十三五”综合交通规划等规划和决

策支持提供重要的支撑。

22..11..33 广州市广州市

1984年，广州市开展第一次交通调查，

主要调查居民出行和车流量，利用调查数据

构建城市交通模型，并在 1998年和 2003年

开展了万户居民出行调查对交通模型进行修

正。2005年，开展了第二次交通调查，调查

成果从不同侧面反映居民出行需求，为研究

交通演化规律，科学制定交通发展战略、政

策、技术法规提供重要的支撑。在调查数据

及结论的支撑下，“十一五”期间形成了丰

富的交通规划研究成果，包括《广州市综合

交通发展战略(2010—2020 年)》《广州市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2011—2020 年)》《广州市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40年)》《2010年广州

亚运交通发展战略规划》等，对广州市交通

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为促进广州市社会经

济的快速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7年

9 月，广州市开展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工

作，包含人员出行调查、交通系统运行状况

调查、信息数据挖掘三大板块。

22..22 演变特点演变特点

1）调查范围逐步扩大。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发展，居民的时空

分布特征随着城市空间拓展而发生变化，这

就要求调查范围逐步扩大，以全面了解居民

的交通特征和出行需求。北京市调查范围从

中心区到中心区+重点地区，再到全市直至

京津冀区域，2014年第五次交通综合调查的

范围扩大至京津冀城市群，覆盖北京市市域

范围，重点范围为六环路以内，针对重点新

城和边缘集团、重点镇。上海市调查范围从

中心区到中心区+重点地区，再到全市，

2014年第五次交通综合调查的范围扩大至全

市。广州市调查范围从原八区建成区345 km2

到市区(除增城和从化的 10个区)3 719 km2，

再到全市范围7 434 km2，2017年第三次交通

综合调查范围为全市范围(见图2)。

2）调查内容逐渐增多。

北京、上海、广州 3个城市分别经历了

从最初的居民出行调查、查核线车流量调查

逐渐发展到各种人员调查、各种交通方式调

查、系统运行调查以及社会经济、就业岗

位、土地利用的普查等。3个城市的调查项

目数量分别实现从2项到17项、从6项到24

项、从2项到15项的变化[11-12]。

3）调查抽样率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调查抽样率北京市从第一次4.5%缩小至

第五次 0.8%，上海市从第一次 2.0%缩小至

第五次 0.9%，广州市从第一次 3%缩小至第

三次1.8%(见表2)。

4）新技术、新方法特别是交通大数据

的使用。

北京市在第五次交通综合调查中利用

GPS数据对居民出行及车辆出行调查进行校

核，利用视频检测数据校核道路流量调查，

利用 IC卡数据挖掘和校核公共交通出行客

流调查等。上海市在第五次交通综合调查中

利用综合交通信息平台数据分析干路拥堵时

空分布，利用遥感技术分析交通用地，利用

调查范围

1984年

2005年

2017年

图2 广州市三次交通综合调查范围变化

Fig.2 Scope of the three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surveys in Guangzhou

花都区

广州原八区

番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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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信息校核居民出行特征，利用车辆牌照

识别数据挖掘车辆OD，利用 IC卡数据分析

公共交通客流特征，利用GPS数据挖掘车辆

出行特征等。广州市在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

中，利用智能化终端设备取代纸质问卷，采

用视频拍摄方式取代人工调查，利用车牌识

别数据挖掘交通特征，利用 IC卡数据挖掘

公共交通出行特征和换乘特征，利用GPS数

据挖掘出租汽车及货运车辆营运特征，利用

互联网位置数据挖掘重要枢纽客流特征、典

型建筑交通吸引特征、城市交通可达性，利

用手机通信大数据挖掘职住分布、城际出行

及轨道交通换乘特征等。

33 广州市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框架和广州市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框架和

特点特点

33..11 调查框架调查框架

广州市 2017 年交通综合调查包含人员

出行调查、交通系统运行状况调查、信息数

据挖掘 3大板块 15小项：1)人员出行调查，

包含居民出行、流动人口出行、枢纽问询3项

调查；2)交通系统运行调查，目的是为调查

提供抽样母体并对人员出行调查提供校核，

包含人口就业、土地利用以及道路流量、轨

道交通出行、公共汽 (电)车出行等 6 项调

查；3)信息数据挖掘，包含对公路交通信

息、道路卡口车牌识别数据、公共交通 IC

卡数据、营运车辆GPS数据、互联网位置数

据及手机通信数据等 6方面的数据挖掘。本

次调查采用大数据挖掘和传统交通调查并行

模式(见图 3)，目的是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化

资源，提高调查数据的广度、精度及效率[13]。

33..22 调查特点调查特点

1）强有力的调查组织框架。

本次调查范围广、规模大、专业性强、

需提供协助的部门多，因此调查工作采用市

交通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多个职能部门协

助、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支撑的组织形式，在

市交通工作领导小组框架内，组建了市-

区-街(镇)三级调查办公室。其中，市调查

办公室设在市交通委员会，成员单位包括市

交通委员会、公安局、民政局、统计局、教

育局、旅游局、国土规划委员会以及各区政

府，主要负责总体统筹工作，并委托第三方

机构开展调查方案设计、调查培训等工作；

区调查办公室设在各区政府，主要负责配合

指导本区各街(镇)调查办公室工作；街(镇)

调查办公室设在各区街(镇)，主要负责组建

调查队伍，并配合第三方机构开展具体的

调查工作等。

2）充分利用相关部门既有统计资料。

通过相关部门固有的调查机制、日益完

善的统计报表制度、手段多样的信息采集技

术形成系统的统计资料，有助于降低调查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成本。本轮调查充分协调

采用相关部门既有统计资料，包括：市统计

局人口普查、经济普查以及 1%人口抽样调

表2 北京、上海、广州居民出行调查抽样率演变

Tab.2 Evolution of sample rates of resident travel survey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城市

北京市

上海市

广州市

调查次数及年份

第一次(1986年)

第二次(2000年)

第三次(2005年)

第四次(2010年)

第五次(2014年)

第一次(1986年)

第二次(1995年)

第三次(2004年)

第四次(2009年)

第五次(2014年)

第一次(1984年)

第二次(2005年)

第三次(2017年)

调查样本

26.0万人

20.1万人

20.8万人

15.0万人

4.0万户

24万人

13万人

9万人

15万人

7.5万户

1.9万户

7.8万户

8.2万户

母体/万人

582

1 356

1 538

1 961

1 232

1 415

1 710

1 888

2 415

225

810

1 404

抽样率/%

4.5

1.5

1.4

0.8

0.8

2.0

1.0

0.5

0.8

0.9

3.0

3.0

1.8

图3 广州市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框架

Fig.3 Framework of the third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survey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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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市教育局就学统计数据，市旅游局

旅游人口统计数据，市公安局机动车登记数

据，广州地铁集团地铁运营统计数据以及市

交通委员会公共交通运营统计数据等。

3）调查方案考虑不同数据关联。

在调查方案设计阶段考虑了不同数据之

间的关联，并通过调查内容设计强化数据之

间的联系，实现各个板块之间相互补充、校

核，方便后续综合校核扩样工作(见图4)。

4）采用新技术替代传统人工调查，降

低人工调查难度、提高调查效率。

人员出行信息采集采用智能化终端PDA

设备取代纸质问卷，采用最新的地理信息数

据库作为数据采集基础，系统在出行信息采

集过程中实现了地址经纬度准确定位、自动

逻辑纠错、数据及时上传、数据采集进度查

看以及指标校核等功能，极大提高了调查效

率、数据可靠性及后期数据的应用广度。车

流量和载客率调查采用外业视频拍摄+内业

软件计数及人工抽检的方式取代大规模人工

外业调查，降低了人工调查实施难度，提高

了安全性。轨道交通乘客出行调查在人工问

询的基础上，高峰期采用微信二维码开展调

查。公共汽(电)车典型线路客流调查采用车

载视频监控数据对人工调查结果进行校核。

5）实施单位多专业联合以及多数据综

合校核确保质量。

①在完善的上层组织架构下，实现调查

工作多专业联合。规划研究单位和统计研究

单位作为上一轮交通综合调查组织实施单

位，具有组织居民出行调查的经验，且后者

凭借每年的专项统计调查与基层已形成良好

的沟通机制；交通研究单位承担交通综合调

查的前期研究工作，在公共交通、道路交通

等特征调查方面具备丰富经验；第三方调查

公司在居民出行的调查实施方面积累了大量

的实践经验。四家单位各尽其能，发挥各自

特长和优势，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调查工作圆

满完成。②交通大数据挖掘采用交通与信息

技术跨界合作，包括交通研究单位、规划研

究单位、腾讯、联通、交通数据中心等多专

业联合，充分利用统计数据、大数据与人工

抽样调查数据相互补充和校核，实现大数据

充分挖掘，并与运营商和互联网企业实现较

好的契合。例如针对手机数据运营商和互联

网企业提供的样本数据，咨询单位和运营商

联合完成算法设计、测试工作，然后利用运

营商和互联网企业的服务器运算资源进行数

据挖掘并输出统计级的分析结果。既实现运

营商和互联网大数据信息不向外提供，又完

成了科研机构要求的分析结果，并且利用大

型企业的运算资源提高了整体计算效率。

44 大数据在广州市交通综合调查中的大数据在广州市交通综合调查中的

作用作用

44..11 挖掘特殊指标挖掘特殊指标

大数据的重点并不在大，而在于其数据

质量和数据价值含量。数据质量是基石，依

托较好的质量挖掘有用的数据才能发挥大数

据的分析和决策作用。本次分析分别基于手

机信令、互联网位置、道路卡口车牌识别、

高速公路流水、GPS等数据资源，挖掘传统

抽样调查无法获取的特殊指标(见表3)。

44..22 实现多源数据相互补充与校核实现多源数据相互补充与校核

多源数据相互补充与校核主要分为 5个

步骤(见图5)：1)通过传统抽样调查得到样本

OD，结合职业、车辆拥有、年龄结构、人

口规模等因素，组合扩样得到分方式出行

OD分布；2)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和互联网位

置数据进行扩样(主要利用联通用户比例、

不同年龄段手机用户使用率、人口普查年龄

结构以及一人多机等属性数据)，获取全方

式OD矩阵；3)以组合扩样的交通结构拆分

总体 OD 矩阵，得到各方式的基础 OD 矩

阵；4)获取各方式OD矩阵后，利用 IC卡数

·道路流量调查
·载客率调查
·轨道交通出行特征
调查

·公共汽(电)车出行
特征调查

系统运作调查
·居民出行调查
·流动人口出行调查
·枢纽问询调查
·GPS辅助出行调查

人员出行调查

·交通小区
·人口就业
·土地利用

基础数据

·公路交通信息
·道路卡口数据
·公共交通 IC卡数据
·手机通信数据
·互联网位置数据
·GPS数据

信息数据挖掘

支
撑

校核

补
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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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州市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传统调查与大数据挖掘之间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sampling survey and big data exploration

in the third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survey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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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AFC 数据、GPS 数据分别校正公共汽

(电)车、地铁、出租汽车OD矩阵分布(还将

其作为公共交通OD分布的约束条件进行修

正)，并利用交通量和载客率调查结果、卡

口数据、高速公路收费数据进行OD反推，

校正小汽车出行OD；5)利用GPS调查和手

机信令出行频次校正沉默需求和出行时间

分布。

针对手机信令数据模糊(由于部分区域

基站分散)的特点，采用基站序列嵌入活动

基站序列标签、空间核聚类、折返识别以及

正向传播与反向反馈相结合的驻点参数优化

技术，提高了手机信令数据应用于出行活动

分析的可行性，并利用手机用户的实际出行

数据对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通过相关

技术和算法融合，使得出行频次的分析精度

在95%以上。

44..22..11 重构出行频次分布重构出行频次分布

传统抽样调查中居民出行率存在沉默需

求，例如 2002年和 2011年香港居民出行调

查的沉默需求分别为32%和36%[14]、2014年

北京居民出行调查的沉默需求约 35%[15]。本

次调查借助两种方法来校核沉默需求：1)利

用连续 6个月的手机信令数据进行职住和驻

点的分析以及敏感性测试，在此基础上判断

出行驻点次数，重构出行频次分布；2)借

助互联网企业(腾讯)定制开发APP，定时(每

2 min采集一个轨迹点)采集居民的出行轨迹

信息(从被调查的居民中抽选超过3 000名作

为信息采集对象)，利用驻点判断以及敏感

性测试确定出行频次分布。通过综合分析可

知，利用 GPS 调查志愿者和利用手机信令

数据分析的出行频次分布基本一致，与传统

抽样调查有较大差别(见图 6)，对比分析得

出广州市 2017 年居民出行调查的沉默需求

为 28.5%。

44..22..22 分解和校正不同出行目的的出行分解和校正不同出行目的的出行

时间分布时间分布

样本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存在漏报、错报

等问题，可以利用GPS调查和手机信令出行

频次分布对沉默出行进行校正，从而修正出

行总量，但是具体出行特征仍然无法完全校

核。因此，传统抽样调查存在以下问题：

1)由于非通勤出行与通勤出行的时间差异

性，非通勤出行漏报导致扩样的出行时间分

布不够精确，扩大了高峰出行规模，降低了

表3 利用大数据挖掘特殊交通指标

Tab.3 Analyzing special transportation indicators using big data

数据类别

手机信令
数据

互联网
位置数据

卡口车牌
识别数据

高速公路
流水数据

IC卡和
AFC数据

GPS数据

挖掘特殊指标

1）人口总量修正：通过手机用户在广州市境内的停留(驻点判断)情况，分别判断常住人口、流动人口
以及过境人口总量及分布情况；
2）职住分布特征：根据超过6个月手机信令数据的时间跟踪分析，判断手机用户的居住地、工作地以
及职住特征；
3）城际出行特征：利用全省手机数据分析广州与周边城市出行特征；
4）轨道交通换乘特征：利用轨道交通地面和地下基站不同以及每条线路和每个车站基站编号不同判
断、分析换乘客流；
5）出行频次分布：通过职住特征和驻点判断，统计各小区不同出行频次的用户分布，校正传统抽样
调查的沉默需求

1）人口迁徙特征：对2016年和2017年的人口职住分布特征进行跟踪挖掘，分析广州市的人口迁徙特
征以及变化情况；
2）交通可达性：依托城市浮动车速度数据、“众包”数据等资源，计算不同小区之间早晚高峰、平峰
的出行时间和交通可达性；
3）典型建筑出行生成率特征：利用互联网位置数据分析典型建筑在不同时段的居住、工作、来访人
员的到达及离开情况，挖掘不同类型建筑的交通吸引率；
4）志愿者出行轨迹：通过开发志愿者轨迹信息采集系统，采集志愿者一天的出行轨迹信息，校正人
员出行调查的出行频次

1）车辆拥有分布：通过卡口数据连续监测车辆出行信息，挖掘车辆的停放地，并判断、分析分区车
辆拥有情况；
2）外地车特征：通过卡口数据对外地车辆进行连续跟踪分析，识别长期本地化运营车辆和短期到访
车辆的出行特征以及时空分布特征

过境交通特征：通过分析广东省高速公路进出收费站的流水数据，识别广州过境车辆，分析过境车辆
经行路段以及时空分布特征

出行特征：通过分析广州市公共交通 IC卡数据及AFC数据，分析公共交通的时空分布特征、运行特
征、出行规律等

OD分布：通过分析广州市出租汽车和“两客一危”的GPS数据，分析出租汽车、大客车、危险货物
等车辆的时空分布特征、货运物流聚集地以及货运通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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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峰出行规模；2)非通勤出行涉及多种出行

目的，例如公务业务、探亲访友、生活购

物、文娱等，非通勤出行的漏报直接导致出

行目的扩样存在不均衡。通过综合分析可

知，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的出行时间分布

(包含出发时间分布与到达时间分布)与传统

入户调查样本数据的出行时间分布有较大差

异，特别是在早晚高峰期间(见图 7)。结合

AFC，IC卡和GPS等统计数据的客流时间分

布分析，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校核出行时间分

布更可靠、更合理。

55 结语结语

传统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技术的共同目标

都是最大可能地还原并揭示城市交通特征。

传统抽样调查往往依据样本数据分析建立模

型和修正模型，表现为因果关系，更加注重

未来；而大数据分析是通过更大样本的连续

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敏感性测试，再建立

模型测试分析结果，大数据分析技术在证据

链不足条件下可能形成模糊但全面、因而正

确的判断，表现为关联关系，更加注重现

状。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出现并非否定了传统

抽样调查(如交通调查、意愿调查)的必要性

以及传统的理论和方法，规划设计人员需要

思考和研究如何利用各种数据的优势弥补不

足，将大数据技术融入交通系统分析体系中

提炼信息特征，实现各种大数据资源与传统

抽样调查的样本数据的有机融合。在此之

分方式OD矩阵
公共汽(电)车
轨道交通
出租汽车
小汽车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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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OD矩阵 刷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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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扩样矩阵

是否收敛

总出行矩阵生成

交通结构

分出行目的、时间分布校正

交通结构

报告、输出结果

否

是

图5 大数据在广州市交通综合调查中的综合校核作用

Fig.5 The role of big data in comprehensive verification in Guangzhou’s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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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Distribution of travel frequency based on different data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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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Differences in the data of travel time distribution between sampling

survey and cellular signaling-ba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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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必须更加注重大数据质量、算法以及数

据之间融合，更应该重视大数据应用方法和

理论体系的构建。数据质量是基石，数据算

法是核心，数据融合是创新，理论体系的构

建才是根本。本文在总结北京、上海、广州

历年交通综合调查演变的基础上，梳理传统

抽样调查与大数据挖掘分析的关系和差别。

基于广州市交通综合调查的框架和特点，重

点分析大数据在广州市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

中的作用。随着新技术快速发展，未来服务

供给模式将从原有的增加供给服务向按需服

务或者需求响应服务，甚至出行即服务模式

转变，大数据将在城市治理和交通管理中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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