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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1、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校验传统模型 

数据总量 

手机用户规模900万，2\3\4G基站超过1.3万，基本实现广州市域

全覆盖。 

2015年9月份数据。  

 

应用于传统交通模型的校验： 

校验居住地与就业地分布特征 

校验不同用地的客流活动强度 

校验不同用地的客流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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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1、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校验传统模型 

校验居住地与就业地的分布，结果基本一致，特征表现为： 

核心区居住与就业的强度均很高 

居住的蔓延比就业岗位更快，近郊区居住强度更高 

外围区职住相对均衡 

居住地分布 就业地分布 



初步的探索 1、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校验传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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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1、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校验传统模型 

传统模型显示的全天活动量密度图 手机数据显示的全天活动量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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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验不同用地的客流活动强度，结果有一定偏差，表现为（手机

数据/传统模型）： 

传统模型低估的：旅游区4-5，大型工业区2-3，大型商业区2-3； 

传统模型高估的：老城居住区约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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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1、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校验传统模型 

校验不同用地的客流时间分布： 

低估了平峰的量，高估了高峰的量 

手机数据获得的高峰系数 /  传统模型的高峰系数 

用地类型 

高峰  
（17：00-19：00） 

平峰  
（9：00-17：00） 

进 出 进 出 

居住类 0.94 1.3 1.16 0.98 

商业类 0.78 0.73 1.39 1.41 

办公类 1.01 0.97 1.2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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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1、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校验传统模型 

  传统四阶段模型具有先天缺陷，受限于数据，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对非集计模型已有尝试，但受制于数据，未能广泛使用。 

  手机数据提供了个体活动链特征，若与社会经济、个体属性、居民出行调查数

据库等共同使用，可以构建新模型，与传统模型配合使用。 

通过大数据，构建基于个体活动链的动态模型，实现与传统静

态模型的比对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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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2、利用大众点评网等数据评估火车站地区的改造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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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2、利用大众点评网等数据评估火车站地区的改造升级 

对火车站周边批发行业货源来源及去处进行可视化分析。 

周边商圈辐射范围广 

箭头：周边批发行业的货物流向 
数据圈：商家实际贸易额（亿元/年） 
蓝色虚线：各城市之间的物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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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2、利用大众点评网等数据评估火车站地区的改造升级 

商业价值有
很大的提升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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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2、利用大众点评网等数据评估火车站地区的改造升级 

通过连续一周的数据采集，进行人群密度分析与可视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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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3、利用专车数据客观评价交通影响 

专车的数量与构成 

在营专车总数粗估12万辆，参与运营

的专车数量高峰出现在17-19时，外地

车占58% 

 

外地车在广州并非均匀分布： 

佛山牌。集中在流花地区、芳村、宝岗、

机场路、广州南站等； 

东莞牌。集中黄埔大道、中山大道、科

学城片区； 

深圳牌。集中于番禺市桥、广州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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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3、利用专车数据客观评价交通影响 

专车的客流特征 

与常规公交相似，主要集中在荔湾、越秀、

白云南部、海珠西部、天河中心区之间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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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3、利用专车数据客观评价交通影响 

专车的运作特征 

与出租车相似，均属于长时间、高频率占有

道路资源。 

出租车一日运营里程380km，专职专车一日

运营里程210km。 

环城以内干道平均车速 

21.2km/h 18.8km/h 

2014年底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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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的探索 3、利用专车数据客观评价交通影响 

引起出行结构的变化 

与4月份相比，约有60万客流转至专车，

公交日均客运量下降约34万，出租车日均

客运量下降约25万、日均载客里程下降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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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感受 1、有天然优势的大数据 

不同的大数据都提供一个新维度，而且十分直观。 

更容易发现交通动态特征，样本=总体，结果更加直接快速。 

大数据越多，越容易实现互相校核，弥补数据本身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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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感受 2、不是万能的大数据 

大数据都具有其局限性。 

  例如手机信令数据无法直接获得出行目的、无法判断在同一个基站覆盖

范围内的活动。例如大众点评网的数据涉及到不同城市对该应用程序的

普及使用程度。 

大数据难以拥有全部需要的属性。 

   例如手机信令数据缺乏个体属性（职业、年龄、收入等），无法用于中

长期预测建模。 

全样而非抽样，效率而非精确，相关而非因果。 

   由于对群体信息的非精确性把握，会在精细化管理中造成不可逆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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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感受 3、没有完全准备好的大数据 

目前公开的数据不多。 

企业公开的程度更高，非交通行业的公

开程度高于交通行业，属于“副产品”。 

非公开数据的完整性不够，比如很多道

路检测数据缺失。 

非公开数据： 

特点 数据种类 权属 

全/大样本数据 

道路检测、卡口、SCATS、视频监控等数据 交警部门 

IC卡数据（羊城通）、浮动车、公交IC卡、GPS、视频、高速出入
口流量、停车场出入数据、客运枢纽客运量等 

交管部门 

地铁客流数据 地铁 

手机信令数据 运营商 

滴滴、uber专车数据 企业 

小样本数据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OD调查数据等 规划部门 

开
放
接
口 

大众点评 

百度地图 

新浪微博 

搜房网等 

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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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思考 积极与消极 

积极面：利用大数据的气氛正在迅速形成 

市民对包括交通在内的各类生活讯息越来越关注。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倒逼政府部门提升管理决策水平。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国企民企，都认识到了数据共享的必然性和价值。 

 

消极面：数据的梳理还在进行，共享的价值还不清晰 

家底不清，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统计口径不标准。 

部分企业的意识不够，对外服务的探索才刚起步。 

数据拥有者缺乏利益驱动，对价不明晰，自然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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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思考 大数据的获取 

•从易到难，摸索中前进，采用多种方式获取大数据； 

•换位思考，共赢才能可持续发展； 

•最关键的是，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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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思考 建议一：业务相关的委办局可以率先实现数据共享 
 

• 拿城市交通系统来说，从城市运输系统、城市道路系统、城市交通管

理系统三个维度，实现交警、交委、建委、规划的相关数据共享。 

• 拿城市建设系统来说，可以实现发改委，交委，建设局，政府建设融

资平台，可以实现共享。 

• 共享者之间，以协议的形式，明确数据格式，数据安全，数据使用等

细节。 

不能一味指望由上往下式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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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思考 建议二：通过项目合作找到共赢点 
 
• 数据使用者与数据拥有者，找到共同开发的新领域，通过项目合作的方式，实

现数据共享。以手机信令数据为例： 

相关数据分析： 
大众点评数据分析 
百度搜索排名分析 

商圈格局分析： 
商业网点、产业模式、设施数量、

商业规模、业态分布情况 
 

手机信令分析： 
人流积聚情况、人群流线、 
人群消费力、人群特征分析 

培育规律研究： 
城市用地的发育过程和发育速
度、交通枢纽的辐射范围和因
子分析、客源分析 

基础设施分析： 
城市空间结构、基础设施、交
通仿真演算、交通组织分析评
估 

运营商的优势 

掌握数据，熟悉商情 

科研单位优势 

掌握规划，研发能力 

+ 

找到目标客户（商家、
企业、政府），快速为
市场提供商情、业态布

局、选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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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思考 结语 

无穷的数据   无限的技术   无数的我们 

 

 

25 

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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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