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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终端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快速增长，为交通信息服务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应用手段和发展机遇。如何利用移动互联
网技术，借鉴其商业模式和产品理念，为今后交通信息服务
体系建设提供指导性意见成为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一、移动互联网发展背景一、移动互联网发展背景



  （一）移动互联网    （一）移动互联网（一）移动互联网

   

 移动通信网络接入，包括3G、4G、

WiFi、DSRC和其他通信手段；

 公众互联网服务，包括Web、WAP
等方式；

 移动终端，包括手机、专用移动互联

网终端和车载终端等。

    移动互联网是以移动通信网为接入网络的互联网及服务，它包
括三个要素：

    2013年，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规模超过1.4万亿元，预计2014

年产业总体规模将突破2万亿。工信部公布今年一季度统计数据显

示，移动互联网用户净增1394.1万，总数达到8.17亿，移动互联网

流量增幅超过50%。



O2O模式（Online To Offline，即线下与线上

结合）成为移动互联网的新领域。交通领域人、
车、路三者之间的交互都是围绕各类线下活动
进行的，将优质线下资源率先整合到基于移动
互联网的交通信息服务中，将会给用户带来全
新的服务体验和商业机会。

众包（crowd sourcing）模式利用互联网将

工作分配出去、发现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其
核心是与用户共创价值的理念。如手机导航软
件位智利用众包的模式，通过用户上传城市交
通事件、电子警察、交通拥堵等数据。

基于众包模式的信息服务基于众包模式的信息服务

创新的商业模式创新的商业模式

（二）移动互联网在交通领域应用特征（二）移动互联网在交通领域应用特征（二）移动互联网在交通领域应用特征



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使用方式更加人性化，给

交通信息服务相关领域带来全新的跨界合作机遇和全新

的用户服务模式，改变传统交通行业服务。如手机召车

服务形成了出租车行业新的服务模式。 

完善的用户
服务体验

完善的用户
服务体验

跨平台互通互联跨平台互通互联

未来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是实现人车路协同，传感器、

车载终端、视频监控、移动终端、手机等连接融合，实

现人员、车辆、货物、企业和交通管理部门一体化互联。

（二）移动互联网在交通领域应用特征（二）移动互联网在交通领域应用特征（二）移动互联网在交通领域应用特征

大数据与移动互
联网融合

大数据与移动互
联网融合

移动互联网的数据量规模巨大、结构复杂，传统的技术

已难以存储、管理和分析，需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多源

数据采集、海量异构数据管理、实时数据挖掘，基于信

息汇集后形成知识模型，增强分析的深度，更好地支持

各类管理人员的决策和行动。



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交通信息服务体系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交通信息服务体系

 以基于移动互联
网和传统网络感
知数据为基础；

 以基于大数据交
通信息数据处理
为核心；

 通过移动互联网
发布交通信息，
满足交通管理部
门、企业和公众
出行者对交通信
息服务的需求。



 采集方式多样化：移动互联网

使交通数据采集突破传统的单

点和干线传感器信息采集模式，

扩大到城市面的交通数据采

集；

 被动采集向主动采集转化：传

统的数据采集方式是通过传感

器采集交通数据，在移动互联

网环境下，用户通过众包模式

主动上报交通信息。

（一）交通数据采集与传输—交通数据采集（一）交通数据采集与传输（一）交通数据采集与传输——交通数据采集交通数据采集

      交通数据采集内容包括道路状况、交通流、客流、物流、
交通事件、用户行为习惯、公众出行规律等。移动互联网技术促进
了交通数据采集的变革。

数据内容呈现多样化：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终端种类和功能众多，极大

地拓展了数据内容，丰富了交通数据类型；



  应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交通信息的智能感知与人、车、路三

位一体协调发展。提供人-车-路间连接性：车辆与个人无线电子

设备（3G、WiFi、蓝牙）、车辆与车辆通信（DSRC）、车辆与基

础设施通信（ZigBee、DSRC、GPS）。

（一）交通数据采集与传输—数据传输（一）交通数据采集与传输（一）交通数据采集与传输——数据传输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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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大：数据产生于网上交易、视频、点击流、用户档案、社交互
动、科学数据、传感器等，数据量规模巨大，传统的技术已难以存储、
管理和分析。

多源异构：移动互联网数据分布广泛，大部分是异构数据，结构化
的数据如数值、符号，非结构化的数据如图片、声音。

实时数据挖掘：传统意义上的数据分析主要针对结构化数据展开。
对于移动互联网而言，涉及更多的是多模态数据挖掘。数据经过不同
层次的加工和提炼使数据从源数据转换为信息，再形成知识。

（二）大数据处理—移动互联网时代数据特征（二）大数据处理（二）大数据处理——移动互联网时代数据特征移动互联网时代数据特征



定义交通数据形式化和语义规范的表示方法。数据规范后进入

存储系统或在线计算系统。无需在线计算的数据直接进入分布

式存储，并经过离线统计分析。需重复和在线计算的数据进入

进入分布式流数据处理平台，进行数据实时计算。

实时数据
挖掘技术

多源数据

采集

分为无线网络数据挖掘技术和应用数据挖掘技术。无线网络数

据挖掘技术针对无线网络和终端设备产生的运行数据进行分析，

分析用户的行为习惯、使用特性。应用数据挖掘将无线网络数

据与传统数据融合，根据交通业务需求特性，实现交通领域的

应用决策支持。

采集道路状况、交通流、客流、物流、交通事件、用户行为

习惯、公众出行规律等内容。

       移动互联网时代交通大数据的关键技术涉及多源数据采集、海

量异构数据管理、实时数据挖掘等，这些技术的核心是数据的管

理、分析和展现。

海量异构数
据管理技术

（二）大数据处理—移动互联网与传统数据的融合与处理（二）大数据处理（二）大数据处理——移动互联网与传统数据的融合与处理移动互联网与传统数据的融合与处理



（1）信息发布方式的变化

被动接收到主动接收：公众从被动地接收广播式的交通信息到主动接收请
求查询的信息。传统的交通信息发布包括广播、电台、电子站牌和电视等渠
道，逐渐转向手机软件、微信等平台，用户自定义查询所需的信息。

单向接收到双向互动：用户从传统的听取交通信息到通过移动互联网参与
到交通服务过程中来，包括电召打车、停车位预约、电子客票，都是信息发
布与管理方式的变革。

有限用户到海量用户转变：由于移动终端的普及，大大拓展了交通信息接
收的渠道，使得交通信息服务群体从有限用户到海量用户转变。

（三）交通信息服务与发布（三）交通信息服务与发布（三）交通信息服务与发布



（2）交通信息服务内容

交通行业管理领域，包括交通运
行状态监测与预测、交通事件管理、
公共交通管理、枢纽管理、货运管
理、停车场管理、电子收费和路政
稽查。

交通企业经营管理领域，包括车
辆调度、班线安排、运力投放、安
全管理、成本效益分析等。

公众交通信息服务领域，包括公
共交通出行信息服务、交通工具预
约与移动支付、车载信息服务、商
业信息服务、交通违章信息和年票
信息等。

（三）交通信息服务与发布（三）交通信息服务与发布（三）交通信息服务与发布

大范围交通信息

电子收费

出行信息，道路选择

车内上网



（3）交通信息服务的变化

交通行业管理领域：实现全面交通状态感知、移动交通
管理和交通决策支持。

交通企业管理领域：移动互联网使交通企业运营管理拓
展到移动平台，在移动办公、运行调度和决策支持方面
提升了企业管理水平。

交通信息服务领域：一站式的公共交通信息服务，涵盖
出行前出行路线规划和途中动态导航；交通相关配套服
务，包括交通工具预定与费用移动支付、年票和年审服
务等；增值服务，基于位置的商业信息服务和公交车载
信息服务。

（三）交通信息服务与发布（三）交通信息服务与发布（三）交通信息服务与发布



三、广州交通信息服务基础三、广州交通信息服务基础

（一）广州市交通运输现状（一）广州市交通运输现状

    广州是华南重要交通枢纽，道路四通八达，客运任务

繁重，交通需求旺盛，运输模式丰富。近五年广州小客

车年均增长率达19%，而城市道路里程年均增长率仅约

2%；2014年城市道路工作日

全天交通拥堵指数为4.8，处

于“轻度拥堵”等级，晚高峰时

段交通拥堵指数为6.36，处于

“中度拥堵”等级。



停车场停车场

出租汽车出租汽车 公路客运、公路货运公路客运、公路货运城市公交城市公交驾驶培训驾驶培训

经过10余年不懈努力，广州交通信息化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覆盖城市公交、出

租汽车、公路客运、公路货运、危险品

运输、停车场、驾驶培训等主要交通运

输行业，涉及10余万运输车辆，成为交

通行业管理、企业生产经营、市民出行

服务的重要支撑。

 （二）广州市交通信息服务基础 （二）广州市交通信息服务基础



     以市交通信息指挥中心为管理应用枢纽，整合应用60多个各类
信息化系统，建立面向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综合交通信息化管理应

用体系，基本实现对全市全行业的覆盖。各类系统采集数据近3000
种，每日新增数据记录12亿条，数据量500多GB（不包括视频）产
生的业务数据极其庞大，且每日以相当高的增量发展。 

政府管理与决策支持方面，建成了公交专用道电子警察与视频监

控系统、城市道路交通运行分析系统、停车场行业管理系统、公交

客流分析系统等管理系统；

面向市民应用和服务方面，建成了“行讯通”、公交一卡通（岭南
通、羊城通）系统、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等信息系统；

面向企业应用方面，建立了智能公交系统、出租车智能管理系统、

水巴调度系统、广州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等信息系统。

 （二）广州市交通信息服务基础 （二）广州市交通信息服务基础



96900客服中心

交通信息网站

 （二）广州市交通信息服务基础 （二）广州市交通信息服务基础

信息发布方式

   广州交委在已建系统的基础上，开展
公众交通信息服务，开通了公交电视、
广播、诱导屏、电子站牌、短信、固定
信息终端和96900热线等方式，发布公众
出行相关的交通信息，包括城市路况、
交通事件、出租车电召、停车场信息等。

   近年来，广州交委适应技术发展形势，
不断拓展发布渠道，已发布和即将发布
的的交通信息服务平台有行讯通、广州
微公交、约租车信息服务平台等。



四、移动互联网助力广州交通信息服务

 随着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公众出行对于交通信息的需求
越来越迫切，行业管理和企业运营对信息化也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
公众出行方面。已有的广播、电视、诱导屏、电子站牌、路况短信等
发布方式越来越不能满足市民日常生活对交通信息的需求。

 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和智能手机广泛使用的今天，广州市交通
部门及时提出通过手机软件形式向市民公布与公众出行息息相关的信
息，方便市民随时随地掌握实时交通状况，为市民出行创造便利。

在此背景下，通过建立统一的广州交通信息服务品牌——行讯通，可
以充分整合和应用各类交通信息资源，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综合交通
信息服务，提高广州交通信息服务水平。 

诞生背景

（一）行讯通（一）行讯通



公交信息源于智能公交系统12000辆公交车以及每天3150万条公交调度实时数据。

目前“行讯通”软件可提供包括实时路况、实时公交、停车服务、水巴信息、

出租车查询、交通指数、出行规划、地铁信息、铁路信息、航班信息、客

运信息、邮政快递、驾培信息、年票信息、中小客车指标查询、物流查询、

交通资讯、天气信息等18种综合交通信息的一站式服务功能。

“实时公交”模块主

要是实现市内公交
的“线路查询”、“站
点查询”以及“换乘
查询”。

“行讯通”应用



路况信息、拥堵指数来源于出租车综合管理系统20000辆出租车和部分微波设备以及
每天1亿条出租车浮动车实时数据、微波数据。

“路况信息”模块主要分4个子功能：路

况查询、路况简图查询、拥堵路段排

行查询、实时交通信息查询。

“交通指数”模块主要是实时发布广州
中心区、越秀区、天河区、海珠区、
荔湾区、白云区的全天24小时交通拥
堵指数和平均运行速度。



停车场信息来源于停车场行业管理系
统5000个公共停车场以及每天60万条
停车场实时数据。

的士信息来源于出租车综合管理系统
20000辆出租车和以及每天1亿条GPS
数据、资格证数据等。

“的士查询”模块主要是在手机上实现

一定范围内（200米、500米、1000米
）出租车空车信息查询功能。

“停车服务”模块主要是查询广州市内

停车场的车位空余情况,包括“地图查询

”和“列表查询”两种方式。



行
讯
通
数
据
来
源
与
应
用



方便市民随时随地掌握实时交通状况
，为市民的便捷出行、绿色出行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

目前用户数已突破310万，月活跃用户
数80万，日点击次数达到420万人次/天
。并且现在仍以每天新增4000多用户的
速度迅速增长。

在2014中国智能交通年会暨智能交通
创新成果展上，“行讯通”荣获“全国
十佳交通信息服务手机软件”称号(综

合评分第一)。

行讯通手机软件在服务于公众的同时
，也开创了新的商业模式，为交通信息
化可持续运营提供了支撑。

“行讯通”评价



开通微信公众号-广州微公交，采用微

信开发者模式（微信公众平台接口）提

供广州微公交服务号的动态页面，面向

用户提供线路查询、站点查询、实时公

交等信息服务，并开发候车提醒、到站

提醒等功能。

候车提醒/到站提醒，用户在候车/车

上时，选择出发/抵达站点和具体线路及

提醒条件如提前3站(用户可自由选择)开

始提醒，则在满足提醒条件开始提醒。

微公交将逐步实现到站时间预测、公

交车拥挤度查询等功能。

（二）广州公交微信服务平台-“广州微公交”（二）广州公交微信服务平台-“广州微公交”



（三）广州约租车平台（三）广州约租车平台

        广州约租车平台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形式，实现乘客端约

租车预约、约租车动态跟踪、费用移动支付，司机端接单、车
辆调度和自动计费的功能。约租车平台以移动互联网的方式，
实现乘客、车辆、驾驶员和约租车企业互联，提升了约租车运
营效率。



车载端平台，包括车载调度屏和司机手机APP
软件，满足约租车电召业务、车辆管理功能；

乘客手机APP电召软件接入平台，接入市场现
有APP电召软件，满足约租车电召业务功能；

广州约租车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约租车官方网站平台，实现网页平台的约租车业

务下单、查询、支付等功能。

约租车调度平台，实现电召业务流转，车辆排班

调度，以及咨询、投诉等功能；



正组织研究开展视频识别+GPS定位+移动互联网的出租

车防伪稽查系统工作。计划通过视频视频+GPS定位对伪

冒出租车进行识别定位，并通过移动互联网技术方便稽查

人员现场查车和执法工作。

（四）移动稽查（四）移动稽查



路政稽查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在交通基础设

施监测与管理中的典型应用。通过在道路桥

梁等基础设施上安装传感器，对道路桥梁基

础数据进行采集，路政巡查人员通过PDA
稽查系统完成移动环境下线路巡查。

在道路桥梁稽查管理中，目前有100名稽

查人员通过路政稽查系统对全市7141条道

路、2425座桥梁、71条隧道进行巡查。

2013年至今合计完成路政巡查任务100036
次，共巡查发现城市道路问题5989宗。

通过系统随时掌握城市道路的状态，及时

处理道路桥梁管理中发生的问题，实现道路

桥梁管理由被动向主动的转变。

（五）路政稽查（五）路政稽查



羊城通目前发卡3900万张，并作为全省一卡通

的技术标准向全省推广。

正在组织开发公交已开通NFC支付功能，已完成

了系统初步开发。

系统推出后，用户可以持手机在广州公交、地

铁、轮渡和小额消费等终端进行手机支付，并且

可下载羊城通专属 APP 应用，实现手机对羊城

通空中充值等功能。APP 应用还可以查询羊城通

卡信息、羊城通客服网点等。

（六）NFC移动支付（六）NFC移动支付



   广州市公路客运联网售票系统实现了广州市内17个客运站的联网售

票。近年来开通了电子客票系统，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WAP、微信等

方式随时随地订票，并可通过自助取票机获取纸质车票，最大程度地方

便公众出行，近期推出了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手机订票功能。

（七）联网售票（七）联网售票



五、结束语五、结束语

      移动互联网在城市交通信息服务领域的应用将以传

统信息服务应用与移动应用结合为基础，充分利用智

能交通系统中的基础信息与移动互联网信息资源，以

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为公众、企业及管理部门提供综

合信息的服务，构建动态化、智能化的交通信息服务

体系。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式增长，其背后的技术、商

业模式和产品服务理念将带来城市交通信息服务的变

革和创新，推动交通信息服务的发展。



    移动互联网业务发展的动力在用户。交通信息服务须研究和关注移动互
联网用户的体验。

用户软件使用方便、可靠、安全。对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在技术和软件等
方面提出了新要求。

个性化信息服务。用户层次和使用习惯不一样，信息服务提供者须满足
用户对信息消费的个性化需求。

从普通化的服务向个性化服务方向发展

 移动互联网提高了交通数据收集能力，大数据则为移动互联网数据处理

和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大数据关键技术，包括多源数据采集、海

量异构数据管理、实时数据挖掘等，对数据进行管理、分析和呈现。信

息汇集后形成的知识，增强了分析的深度，形成对交通流、客流和物流

分析，客流与运力、交通流与道路通行能力等匹配分析，线路规划和企

业决策辅助等，更好地支持各类管理人员的决策和行动。

从简单的数据查询到深入的数据应用方向发展 



 通过移动互联网实现全方位的指挥线、人车路协同线，构成交通信息服
务的立体化协同模型，实现交通领域各类要素的联动，使交通要素成为
具有较高的协同能力和调控能力的整体。

 移动互联网使交通业务管理拓展到移动平台，实现移动稽查、运行调度
和交通指挥等，提升交通业务管理水平。

从单一的业务管理向立体化协同管理方向发展

移动互联网在交通领域的商业模式体现在移动定位服务、商业营销和移
动支付等方面。

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构建交通领域信息服务生态系统，以地点/出行
线路为单元，整合周边酒店、餐馆、购物区、娱乐以及各种交通工具相
关的商家，给出行者一整套出行方案。

公众行为分析和商业营销。通过对公众出行和交易数据的挖掘，分析
公众的行为习惯并展开有针对性的营销，利用移动互联网提供如广告宣
传等方面的服务。

移动支付。向移动支付产业链上的商家收取服务和广告费用。

从政府投资为主导向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方向发展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