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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智慧交通的规划技术研究 

——以湖南湘潭高清电子警察设计为例 

谭晓琳 王方凯 

 

【摘要】本文主要是以湖南湘潭高清电子警察设计为例，叙述新型城镇化下的智慧交通的规

划技术。首先简要介绍了湘潭地理、人文和政策相关情况，同时归纳出现场调研的 112 个路

口的各类交通问题。运用智慧交通手段解决湘潭交通的拥堵和秩序混乱，针对两大片区的

55 个重要路口点位进行高清电子警察设计，实现了压双黄线、直行闯红灯、借左转待转区

闯红灯、逆向行驶、借用公交专用道、压实线变道等检测功能。最后对高清电子警察安装的

清晰度进行专题技术分析，只有合适的距离才能发挥其最佳效果。总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离不开智慧交通的发展，高清电子警察的设计保证了交通的有序发展，掀起智能化产业的新

浪潮，对城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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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型城镇战略的提出，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收入不断增加，机动车

和驾驶人的数量必将迅猛增长。同时带来了机动车闯红灯、超速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重

影响道路使用效率，造成道路交通事故和拥堵现象频频发生。在信息化浪潮的推动和科技强

警战略的指引下，用于应对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的智慧交通应运而生。 

智慧交通每个人理解不同，主要是将交通变得越来越越智能化和信息化，通过物联网的

感知层和网络层进而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一种新体验。其中作为重要应用子系统“高清电子

警察”颇受好评，通过信息技术和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来保证道路交通安全和有序。作为现

代高科技的非现场执法手段，在智慧交通管理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 概述 

2.1 区位特色 

湘潭位于湖南中部，为湖南省直辖市和全国甲类开放城市。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便是湘

中重要的商业中心，早在十七世纪就是全国著名的“米市”和“药都”。随着长株潭城市群

的发展，带动湘潭城市的综合性发展。地处湘江中下游，全部水系均属湘江水系，以一江两

水（涟水、涓水）为主干，总长 603 公里的 36 条大小河川呈树枝状分布市境。湘潭中心城

区充分利用并强化湘江生态轴，以交通干线隔离带、绿化及生态廊道等分隔城市片区，中心

城区以湘江为纽带，串联城市各个片区和城市中心区。同时湘潭是享誉中外的湖湘文化发源

地，风光秀丽，人杰地灵，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是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著名军事家彭德怀

元帅、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大师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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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地理区位图（左图为城市群图，右图为湘潭水系图） 

2.2 政策倡导 

湖南省于 2005 年 10 月正式公布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等一系列规划发展文件，

从城市群快速协同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对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具体规划。湘潭是长株潭城

市群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湖南省重要的工业、科教和旅游城市，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片区

之一。 

2011 年，《“智慧湘潭”建设发展规划(2011—2020)》和《“智慧湘潭”实施方案》均已

出炉[1]。同时，“十二五”确定的“1162”工程，具体包括:一个基础网络基地；一个平台(九

华物联网基地)；六个示范工程；2015  年信息产业产值达 200  亿元。2012 年湘潭市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启动“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建设，推进“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政府服

务呼叫指挥中心、数字化协同管理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统筹高效的城市管理监督指挥

机制。 

当然，智慧交通是湘潭信息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将对切实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和

城市运行效率，创建城市交通管理新模式，促进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实现城市交通

的新突破。 

3 现状交通问题 

近几年来，湘潭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机动车拥有量迅速增

长，交通需求极大增加，原有的交通供需平衡被打破，基础设施、交通管理设施和管理能力

的提高跟不上交通需求发展速度，严重影响城镇化发展。当地政府部门积极采取行动，开展

了二期智能交通的建设。对湘潭的两个主要片区（主要包括雨湖区、岳塘区）的 112 个交叉

口进行了初步的勘探与调查，了解了包括道路拥堵情况、信号灯等系统的设置、标志标线等

多方面的路口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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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湘潭调研路口示意图 

3.1 岳塘区情况 

位于湘江以东，属于新城片区，共调研了 60 个路口，总体建设条件较好，路面较宽，

但道路新建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新建道路路网与土地开发结合不佳，道路线形

与原有道路结合不佳，道路景观与安全要求结合不佳给本期智能交通设施布设提出了较高的

需求。对各个路口进行问题总结分类，主要包括四大类。具体是客货运通道混合造成的安全

隐患和秩序问题；新建道路与原有道路衔接不佳问题；道路建设中对交通管理专业重视不足，

安全设施不齐全问题；道路流量增加，需提出新的管理对策问题。分别对各类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对应的智能交通建设改造方案。 

3.2 雨湖区情况 

位于湘江以西，属于老城片区，共调研了 52 个路口，总体路网条件差，改造难度高，

历史遗留问题较严重。对各个路口进行问题总结分类，主要包括五大类。具体是道路较窄，

交叉口间距小，交通流相互之间有较强的联动关系；部分交叉口通行能力不足引发交通拥堵；

违章停车现象比较严重，动静交通相互影响；秩序混乱，电警系统缺失；外围公路交通事故

频发路段。分别对各类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对应的智能交通建设改造方案。 

4 智慧交通方案 

如何解决湘潭城区两大主要片区交通问题已迫在眉睫，为切实提高城市交通管理水平和

城市运行效率，除了交叉路口渠化方案，同时提出相应的智慧交通方案，这里重点介绍高清

电子警察系统的设计。 

4.1 系统设计 

高清电子警察俗称“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即可安装在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和路段上

并对指定车道内机动车闯红灯行为进行不间断自动检测和记录的系统。广义的电子警察是指

可安装在交叉路口和路段上并对指定车道内机动车行驶行为进行不间断自动检测和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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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主要由前端自动取证系统、传输系统、后台管理系统三部分组成。前端自动取证

系统主要由高清检测摄像机、高清抓拍摄像机、车检器、交通专用频闪补光灯、红灯信号检

测器、嵌入式主机、防护机箱等组成；传输系统主要是通讯设备（光纤收发器、光纤等）；

后台管理系统主要由后台管理软件、计算机查询管理端、应用服务器、存储设备、显示设备

及打印机等组成。具体结构构架如图 4‐1 所示。 

 

图 4-1 系统结构设计示意图 

4.2 系统功能 

高清电子警察系统采用地感线圈与视频检测相机结合方式进行检测。其中线圈检测要求

保证系统闯红灯抓拍率达到 99%，另外同时启用视频方式进行对车辆闯红灯、支持逆向行驶

检测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停车线前违章停车、驶入非机动车道等违

法行为进行检测抓拍。本系统功能设计符合《闯红灯自动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496‐2009）及其他国家强制性标准规范，实现对以下违章行为的抓拍，保证道路交通

的安全顺畅，主要包括：压双黄线、直行闯红灯、借左转待转区闯红灯、逆向行驶、借用公

交专用道、压实线变道等。 

 

（1）压双黄线抓拍                    （2）直行闯红灯抓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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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左转待转区闯红灯抓拍             （4）逆向行驶抓拍 

 

（5）借公交专用道抓拍                 （6）压实线变道抓拍 

图 4-2 高清电子警察功能示意图 

4.3 点位确定 

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对重要路口进行筛选，最终确定 55 个高清电子警察点位。其中岳

塘区原位升级高清电警 14 个，新建高清电警 21 个；雨湖区原位升级高清电警 14 个，新建

高清电警 6个。一方面解决了现状两大片区的主要交通问题，另一方面把所有高清电子警察

点位都进行后台联网控制设计，真正实现智慧交通的理念，对湘潭城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点位如图 4‐3 所示。 

 
图 4-3 高清电子警察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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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技术提升 

高清电子警察系统采用的高清摄像机种类和厂商都比较繁多，按照像素划分主要有 100

万、130 万、300 万、500万和 1000 万等，按照工作原理划分主要有视频流方式和抓拍机方

式，根据图像传感器划分主要有 CCD 和 CMOS 两种类型，等等。综合产品性价比、成像效

果和用户需求等多方面，如何发挥高清电子警察的智慧交通作用成为公众研究重心之一。针

对高清电子警察的各种类型，要想对智能交通和城镇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必须扩大高清电

警的视角和像素，增加其清晰检测的效果，更好的促进城镇交通发展。 

4.4.1 视角计算 

根据镜头光学原理，其大小与图像传感器的靶面尺寸、镜头焦距有关，如图 4‐4 所示。 

物宽
CCD
宽度

焦距

物距

w
f L

W

镜头光学透镜中心

 

图 4-4 视角与镜头焦距、传感器尺寸测算原理图 

4.4.2 像素点计算 

要保证图片所抓拍的违章信息有效性，主要考虑车牌和信号灯的清晰程度，及其所成像

的像素点。由于一定像素摄像机所拍摄的照片总像素点是不变的，因此所摄物体（此处为车

牌和信号灯）占照片比例大小就决定了其像素点大小。根据比例关系，有如下计算公式。 

cm45

X

s

A
  

其中：A为摄像机抓拍图片的水平像素点；S为抓拍图片上车牌的像素点；45cm 为实际

车牌长度；X 为摄像机监控范围。 

为保证图像自动识别能力，规范要求车牌的像素点不小于 100 像素，因此摄像头镜头越

广，即所拍摄范围越大，则车牌的有效水平像素就会越小。 

 

图 4-5 高清电子警察系统平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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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具体安装 

高清电子警察的定位安装需要综合考虑高清摄像机的立杆安装位置、停止线、受控车道

宽度、信号灯位置、号牌大小等因素，重点要满足以下几项要求[2]： 

（1）视场因素   

视场大小需要容纳拍摄对面信号灯（一般 6.5 米高），停车线及退停车线距离（单台轿

车长度约 3.7‐5.2 米以上，一般为了保证抓拍效果，要求可视距离达到 7 米左右），可如图

4‐6 所示。   

（2）清晰度因素   

为保证车牌自动识别的精度，需要保证车牌水平像素在 100 点以上。   

（3）补光因素 

补光灯离停车线不应超过 25 米，否则补光会不够强，影响夜间拍摄效果。 

（4）红灯信号在画面的投影像素大小   

作为闯红灯抓拍系统一个关键因素，红灯信号在画面的投影面积不应过小，否则会影响

辨识。一般不能小于 10个像素的宽度，否则不容易清晰识别。 

 

图 4-6 高清电子警察系统视场图 

所以，电子警察摄像机和镜头的选择应保证视角适中，视角过窄（传感器尺寸与焦距之

比小）则有可能无法既拍摄到停车线又拍摄到对象信号灯；视角过宽（传感器尺寸与焦距之

比大）则容易引发，导致车牌有效像素点降低。只有不断调试才更容易取得比较好的成像效

果，性价比也较高。 

5 设计意义 

高清电子警察采用先进技术，建立完善的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或手动抓拍记录系

统，为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执法依据，进一步改善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提

高道路交叉口通行能力，较少交通事故[3]。高清电子警察系统的记录结果作为交通执法依据，

对车辆违法判定的准确性极为重要，其设计意义主要包括：   

（1）实现智慧交通的理念。对信号灯控制的路口发生的闯红灯违章行为自动进行实时

监测记录。同时利用视频检测技术或其他先进检测技术，对逆行、越线行驶、闯禁令等交通

违法车辆进行实时监测记录，并将数据传输、存储、处理和集成，在更信息化的时空范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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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智慧交通的理念。 

（2）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采用地感线圈或雷达测速技术，对指定限速路段超速车辆

进行监测记录。有效的减少机动车夜间超速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3）保证执法的公正性。在指挥中心内建设交通违法行为抓拍系统，采用路口视频监

控资源，由人工对乱停乱放、逆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闯禁令等违法交通行为进行抓拍取

证。从而方便管理部门进行道路交通的违法管制，保证非现场执法的公平公正性。 

（4）促进新型城镇发展。高清电子警察是智慧交通的重要应用子系统，同时掀起信息

化的浪潮，对改善民生发挥重要作用，推进交通系统科学规划，建立新型智慧化城镇。 

6 总结 

合理进行高清电子警察系统设计，使其检测图像更清晰准确，是智慧交通规划技术的突

破，也是道路交通在智能化高清化方面得到进一步扩展的表现。将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交

通基础设施的效能，提高新型城镇交通运输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从而为公众提供高效、

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注释：项目来源“湘潭市智能交通（二期）工程建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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