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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圳  
1  城市背景  

深圳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岸，与香港一水之隔，是中国改革开放建

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已发展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特区成立

30 多年来，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史上的

奇迹，荣获了“全国文明城市”等荣誉。深圳市中国经济中心城市，经济总量长期位

列中国大陆城市第四位，是中国大陆经济效益 好的城市之一，2014 年全年本地

生产总值 16001.9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8%。 

2  公共交通现状  

深圳市现有 3 家国有为主的股份制公交企业，为巴士集团、东部公交、西部公

汽。截止 2013 年底，总公交车辆的 14247 辆，公交线路 863 条,年客运量 2013 年

的 22.02 亿人次。深圳市公交场站总数为 383 个。全市共建成公交停靠站点 9328

个，全市共建成公交专用道达 752.1 公里，全市共有 764 条公交线路能够享有专用

道服务，原特区内实现公交站点 500 米全覆盖，原特区外公交站点 500 米覆盖率达

到 91%。截至 2013 年底，全市共有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5 条，运营线路长度 178 公

里，地铁列数共计 174 列。 

3  智能公交系统建设情况  

3.1  建设概况  

（1）出台公交发展相关的政策文件，指引智能公交发展  

2011 年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打造国际水准公交都市五年实施方案》，明确

了未来 5 年公交发展的目标、策略和措施。深圳以新加坡、香港等国际先进城市为

标杆，确立和固化“以公共交通引领城市发展”的战略导向，加快转变交通发展方式，

综合运用“交通供给、交通需求、交通引领”三大策略，实施九大工程，形成五项机

制，全面提升公共交通的“规划—建设—运行—管理—服务—应急”的体系能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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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用 5-10 年的时间，基本建成国际水准公交都市，使绿色、安全、便捷、高效的

一体化都市公交体系成为包括高收入人群在内的所有人值得信赖的出行选择。 

在《深圳市打造国际水准公交都市五年实施方案》中，智能公交工程为“九大

工程”之一。 

（2）市交通委具有一定的相关行业信息化基础  

 “十一五”期间，深圳加大交通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加快开发和应用，交通信

息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深圳通卡发行量超过 700 万张，较 2005 年增加 400 万

张；“张行网”接入 10000 多台浮动车实时数据，评估测试“实时路况信息”准确率达

82%。初步建成了包括交通行业卫星监管平台（一期已接入 13000 辆出租车、5000

多辆“两客一危”车辆的卫星数据）、智能公交监测系统（接入公交场站 23 个）、

公交图文管理系统在内的智能公交管理系统。 

目前初步建设了深圳市交通运输行业卫星监管平台系统、深圳市公交图文智能

化管理系统、公交“四站”数字化管理平台、公交场站信息化系统、公众出行信息服

务网，目前这些系统运行正常，为进一步推进城市公交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奠定

了一定基础。 

（3）将公交信息服务纳入交通信息服务体系，从宏观上统筹交通信息

服务  

深圳市十分重视为公众提供出行信息服务，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交通信息服

务体系，通过易行网、交通电台、交通在手、交通电视直播节目开展交通信息服务，

并且试点交通综合信息显示屏，在这些不同交通信息服务推进的过程中，已充分考

虑了城市公共交通，将城市公共交通纳入并成为其重要组成。 

（4）从交通发展的大局出发，部门间协同沟通顺畅  

深圳市交通运输形成了一体化大交通运输体制，并且深圳市交通运输委与交警

局沟通顺畅，为了保障公交优先发展，推进了公交专用道抓拍的建设。 

3.2  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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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息服务系统主要包括易行网、交通电台、交通在手、交通电视直播节

目。具备公交信息查询，路况信息查询，路径规划，交通事件通报等多种功能，出

行服务的功能较为完善，服务终端覆盖较为广泛。 

3.2.1  系统构成及功能  

深圳市为出行者提供交通信息的系统，已建成的包括： “ 易行网 ”

（www.e511.com）、交通在手、交通电台、交通电视直播节目等，正在建设交通

综合信息显示屏。 

3.2.1.1  “易行网”（www.e511.com）  

深圳“易行网”（www.e511.com）基于城市交通基础信息环境，以互联网、手

机、大屏幕、移动电视、车载导航等终端为载体，通过城市道路网、公交线路网、

轨道客流网、信号控制网、出租电召网、停车诱导网、枢纽时间网、场站设施位置

网的“八网合一”体系结构，对交通信息进行采集、分析、挖掘、发布，形成集海、

陆、空、铁、口岸五位一体的城市交通信息源服务中心，通过城市交通信息服务门

户网站,提供交通出行前与出行途中的全程信息服务。 

“易行网”主要提供交通路况查询、公共交通信息查询、城际出行信息查询、自

驾出行信息查询、地图搜索、交通、卫生医疗、金融、服务业等信息查询、气象查

询等功能，并提供信息订阅服务。其中，目前的公交出行信息主要是基于地图显示

公交线路信息，出行者可以通过输入起点、终点来查询公交换乘线路。 

3.2.1.2  交通电台  

通过交通电台定时、不定时的发布道路交通情况、突发事件、道路管制等信息。 

3.2.1.3  交通在手  

将“易行网”大部分应用在移动互联网上实现；出行者通过智能手机即可获得全

方位的城市交通出行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信息： 

l 城市路况：城市路况信息、路况照片、交通指数； 

l 高速路况：高速路况信息、高速事件事故等咨讯； 

l 公交出行：站点查询、线路查询、换乘查询、电子站牌信息显示； 

l 地铁出行：换乘查询、线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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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出租电召：在线召车、电话召车、召车记录； 

l 深港交通：直通巴士、深港轮船； 

l 机场大巴：线路、票价、运行时刻等信息查询； 

l 长途客运：班次、票价等信息查询、手机购票； 

l 随手拍：道路随手拍信息上传、分享； 

l 航空出行：航班信息、抵离港信息； 

l 铁路出行：车次查询、列车动态； 

l 轮船出行：班次查询； 

l 交通设施：客运站、火车站、加油站、停车场、汽车检测站、汽车维修站、

驾驶员培训站、自行车租赁站等交通设施的位置信息； 

l 交通资讯：交通新闻、公告、提示； 

l 气象信息； 

l 交委微博。 

3.2.1.4  交通电视直播节目  

初步与深圳卫视都市频道《都市路路通》栏目合作，通过“交委在线”，每周一

到周五下午 5 点 40 分，在交委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现场，连线直播全市路况、

地铁客流、机场客流、车流等实时交通信息。 

3.2.1.5  交通综合信息显示屏  

交通综合信息显示屏发布子系统，由通信模块、前端控制模块、信息显示模块

三部分组成。 

（1）通信模块 

负责交通综合信息显示屏信息服务子系统中的通信网关服务器和交通综合信息

显示屏间，通过 3G 无线通信网络传输数据。 

（2）前端控制模块 

前端控制模块负责接收和处理公众信息服务系统发送的交通出行服务信息，并

通过多媒体卡转换为显示屏适用的数字信号，并将要显示的内容送往显示屏。 

（3）信息显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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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用来发布公交车位置、到站时间、天气情况、重要新闻等信息。信息显

示内容如下： 

l 公交线路：根据公交线路运行情况，显示离本站 近公交车辆的线路信

息。某条线路上发出末班车时，此条公交线路信息后面加注“末班”信息

并显示。 

l 剩余站点：根据公交线路运行情况，显示离本站 近公交车辆的剩余站

点信息。 

l 到站信息：显示即将到达本站的公交车辆线路信息。 

l 车辆位置：显示线路上公交车运行位置信息。 

l 突发事件信息：临近该公交站点的某条线路上的公交车发生事故时，该

公交线路余站信息显示为“事故”，并在 新新闻模块中显示该事故信息。 

l 换乘信息：公交出行方式与其他交通手段（铁路客运、港口码头客运、

空港客运）的换乘信息。 

l 视频信息：显示周边路口、路段交通情况等视频信息。 

l 时间与气象信息：显示时间、日期信息；发布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

高/ 低温度。 

l 交通路况信息：显示周边道路、路口交通状况、交通事故等交通信息。 

3.2.2  设备应用情况  

交通信息服务主要为网站、手机 APP 软件，以及电视节目播报。外场设备主

要为交通综合信息显示屏。 

3.2.2.1  功能要求  

交通综合信息显示屏应包括如下组成部件：中控设备、显示设备、供电和制冷

设备、无线通信设备、移动存储设备、环境监控设备、监视摄像头、交通综合信息

吸纳视屏安全防护、智能站牌箱体等。具体实现如下功能： 

（1）基础公交静态信息展示  

公交站点名称、途经本站的公交线路编号、公交营运时段、公交线路走向、公

交运行路线等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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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态公交运行信息发布  

1）实时预报动态的下一班公交车辆到本站的站间距离； 

2）即时发布公交车辆的 新运行状态； 

3）发布公交线路的调整通知； 

4）周边道路的实时交通路况。 

（3）发布政府面向公众的的政策、公告、应急通知等信息  

向过往的市民公众发布面向公众的政策、公告等公开信息，在台风来临等紧急

情况下还可发布应急通知、危险警报提示、疏散方式等。 

（4）播放公益宣传节目  

播放文明城市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时事新闻等公益节目，向市民宣传公益事

业，提高公众的道德素养。 

3.2.2.2  性能要求  

交通综合信息显示屏工作在环境复杂恶劣的马路边，需要面对多种环境干扰

因素，设计时考虑： 

l 采用工业专用 LCD、LED 屏； 

l 尽量降低系统设备的功耗，便于散热设计； 

l 采用封闭隔热式箱体，便于系统防尘、防水； 

l 采用半导体制冷设备冷却箱体； 

l 箱体型材选用高强度不锈钢； 

l 显示面板前部采用防弹玻璃屏蔽； 

l 取电方式包括分为外部供电和自供电。外部供电包括全天候市电直供、

路灯电（天色暗或夜间供电）等；自供电包括太阳能供电、蓄电池供电

等； 

l 无线通讯部分具有防雷措施。 

3.2.2.3  布设方案  

深圳市交通综合信息显示屏建设为小范围示范，但需展示出交通综合信息显示

屏的功能和影响力，目前示范路线选择原则如下： 

l 深圳市现有道路上已建设公交专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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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市区人群相对密集,适宜在居住小区较为集中，有一定出行人群，客流流

动基础的区域； 

l 试点区域要有其他交通手段接驳点，是出行者能够在各种交通手段之间

自由选择出行方式。 

3.2.3  应用效果  

深圳市交通委坚持“交通无处不在、服务在您身旁”的人文交通理念，利用手机

屏、电脑屏、电视屏“三屏”，为市民提供海、陆、空、铁、地全方位、多模式的交

通信息服务。预计通过交通综合信息显示屏，方便站点候车乘客的信息获取，提高

公交满意度。截止 2013 年底，“交通在手”应用软件下载量已超过 21 万人次。“e

行网”累计点击量超过 180 万次，交委政务微博粉丝近 16 万人。 

3.3  专用道管理系统建设情况  

3.3.1  系统构成及功能  

深圳市目前正在建设“公交专用道车载违章抓拍系统”，该系统由以下四个模块

组成： 

（1）公交专用道抓拍视频分析模块  

通过视频分析，实现以下功能： 

1）交通流参数检测子模块  

支持同时对多车道的交通流参数进行检测。 

支持用户自定义定时抓拍视频检测场景现场图片功能。 

支持自动判别视频中道路交通“顺畅、缓慢和拥堵”三种交通状态，并提供相应

的警报提示。 

后台服务器实时检测视频信号，获取道路车流量、速度、车型、道路占用率、

道路交通状态等交通流数据。 

2）检测效果浏览子模块  

利用客户端软件调用任意一路后台检测视频的实时检测图像，展示不同道路/

监控视频的实时检测情况。 

3）检测结果查询统计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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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户自定义时间区段、道路，统计车流量、道路车流平均速度，形成数据

报表由用户自定义导出。 

4）检测结果对比分析子模块  

实时数据统计分析：汇总、对比同一条道路上不同视频信号检测数据，分析该

路段实时通行情况，形成以图形形式给出车辆分型-流量关系图、速度-流量关系图、

时间-流量关系图以及时间-车头时距图。 

历史数据对比分析：调取同一道路，任意时间的车流量、速度、车型、道路占

用率等检测数据进行处理，以报表形式给出流量-平均速度报表、流量-平均车头时

距报表、车辆分型报表和速度报表，以图形形式给出车辆分型-流量关系图、速度-

流量关系图、时间-流量关系图以及时间-车头时距图。 

（2）公交专用道抓拍通信模块  

公交车上车载视频通过 3G 网络将视频数据先传输回交委平台，交警部门可从

交委平台获取抓拍图像。 

（3）公交专用道抓拍管理模块  

1）视频管理子模块  

实时录像功能：车辆只要发动，系统就对车辆前方的所有路况进行不间断录像，

录像保存时间 2 个月； 

录像回放功能：出现重大事故的时候，可以通过监视器回放录像； 

实时视频、图片上传及按预设时间、间隔时间上传功能； 

远程下载功能：系统可以通过 3G 远程下载录像文件； 

2）维护管理子模块  

通过维护管理模块对公交专用道已建的全部视频监控点位、车载视频监控进行

实时检测，故障报警，并具备维护工单派发、管理功能。 

3）存储资源管理子模块  

通过集中式的控制台，监控系统应能够提供监控各类存储产品的容量、性能、

资源定位、可用性、保存时间等信息，从而使管理员可以发现、管理、控制和预测

存储的使用量，帮助管理员确定数据移动、删除、清洗（缓冲区）的时机等关键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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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中式控制台，监控系统应能够提供监控备份系统（备份设备）运行状况、

性能、故障，使管理员可以管理备份系统资源，快速定位故障，以便提前采取预防

性措施。 

可支持用户自定义存储资源管理阀值，当被管理的存储资源触发阀值时，系统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自动进行报警，并且可以采取合适的对策进行提示用户处理，如：

根据事先定义策略提示向主机提供存储设备。 

4）系统管理子模块  

对系统用户、日志、故障报警等进行管理。 

（4）与交警部门系统接口  

可通过网闸与交警部门的视频专网相连，通过视频平台接口在公交专用道车载

违章抓拍管理系统内直接调用站台视频、道路视频、车载视频。 

3.3.2  设备应用情况  

3.3.2.1  设备功能  

本系统计划选取 100 台专用道车载违章专拍设备，选取行驶在公交专用道上的

公交车辆，功能主要包括： 

（1）自动触发  

根据全球定位信息确定装载图像抓拍装备的公交车进入公交车专用车道，通过

车辆前端的高清摄像机捕获视频流，并按一定时间间隔进行检测，若检测到前方有

违法占道车辆，车载抓拍系统应抓拍图像。 

（2）抓拍、录像  

l 车载抓拍装备可在多少时间内抓拍多少张，并从动态的视频流中截取两张完

整的静态图像，暂存在抓拍控制机内存中，等待处理。 

l 录像分辨率不小于 1280×720 车载抓拍装备存储录像时间为 15 天，超过时

间后循环覆盖。 

l 图像抓拍装备具有回放功能。 

（3）数据下载、传输、管理  

l 下载：车载抓拍装备应具有数据下载功能，数据可下载到移动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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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传输：可通过无线网络传输抓拍图像、实时视频、实时视频流，同时具有视

频监控功能。 

l 管理：可提供按车辆信息检索的应用平台。可按不同权限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并提供模糊查询、数据备份和数据打印输出功能，车辆抓拍数据库表格形式、复核

数据库表格形式见附录 A；并能够按区域和时段进行违法车辆统计，并以报表形式

输出。 

（4）防伪信息  

l 每幅机动车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片应包含管辖区域内的上一级公安部门认定

的原始防伪信息，防止原始图片在传输、存贮和校对过程中被人为篡改。 

3.3.2.2  设备性能  

设备的性能主要包括： 

（1）电源适用性  

在 DC 6 V～36 V 公交车车载电源的条件下，装备应能正常工作。 

（2）定位  

车载抓拍装备具有定位功能，定位的精度误差应小于 15 m。 

（3）抓拍速度  

l 当公交车与被测违法占道车辆以相对速度为 0 km/h～60 km/h 的行驶条件下，

车载抓拍装备能准确记录占用公交车专用车道车辆的车辆信息和号牌信息。 

l 抓拍单幅图像的相应时间应小于 60 ms。 

（4）信息叠加  

l 可将违法时间（精确到 0.1 s）、违法地点、车辆信息、号牌信息、防伪以

及其他按照需求要叠加的字符叠加到图片上。 

l 叠加的字符不应遮挡图像中的重要部分，如:车辆号牌等内容，如无特殊需

求，叠加字符应在画面外侧，以避免遮挡画面。 

l 叠加的字符为汉字、大写或小写英文字母、阿拉伯数字，字体、字号可调整。 

（5）压缩、存储  

l 图片应采用 JPEG 编码，以 JEIF 文件格式存贮，压缩因子不大于 70。 

l 图片编码应符合 ISO/IEC 15444-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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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压缩后的图像所占存储空间不大于 500 k BiT。 

l 应具备不少于 120 万辆车的图像存贮能力，当超出 大存储容量时，自动对

车辆信息和图片进行循环覆盖。 

（6）图像质量  

l 抓拍所记录的图片应至少为  24 位真彩图像，单幅图片尺寸应不小于

（1280×720）个像素点。 

（7）号牌识别准确率  

在规定的抓拍环境下，测试时环境光照度不低于 200 lux 的白天，记录准确率

≥90%；测试时辅助照明光照度不低于 100 lux 的晚上，记录准确率≥80%。 

3.3.3  应用效果  

系统正在建设中，预计通过“深圳市公交线路与站点数字化协同管理系统”的建

设，将实现各类用户对公交专用道的协同管理，能够及时了解专用道的变化情况。

通过“公交专用道车载违章抓拍系统”，能够保障公交车辆在公交专用道的路权，不

被社会车辆占用，有效发挥公交专用道的作用。 

3.4  决策支持系统建设情况  

深圳市已初步建成了深圳市交通运输管理网上服务平台，正在借助“深圳市城

市公共交通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契机，开展公交行业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 

3.4.1  系统构成及功能  

通过建立深圳市公共交通行业决策支持系统，为深圳市交通管理部门提供分析

与决策的窗口。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主要通过对数据采集系统收集到的各类基础数

据进行不同主题、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等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分析，为规划和管理

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支持；为实施、调整及改善公交线网和运营服务等提供决策依

据。 

公交行业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完成客流分析子系统、网络评估子系统、营运评估

子系统、异动监测子系统。 

（1）客流分析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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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分析子系统主要包括客流规模统计分析、空间分布统计分析、时间分布统

计分析、特征属性统计分析等功能。 

1）客流规模统计分析模块  

实现对全市公交客流、分区客流、自定义区域客流，断面客流、具体线路客流、

具体站点登降量的统计分析（日均情况），统计周期可实现按年、月（多月）、日

（多日）、具体时段（几点至几点）统计，可实现历史同比环比统计，可区分常规

公交与轨道方式。 

2）空间分布统计分析模块  

可实现交通大区、中区、小区、具体站点之间客流发生吸引量统计（OD 矩

阵），上述统计单元可实现多对多、一对多、一对一统计，统计周期可实现按年、

月（多月）、日（多日）统计，可实现历史同比环比统计，可区分常规公交与轨道

方式。 

3）时间分布统计分析模块  

可实现对全市公交客流、分区客流、自定义区域客流，断面客流、具体线路客

流、具体站点登降量随时间变化曲线的统计（日均情况），统计周期可实现按年、

月（多月）、日（多日）统计，可实现历史同比环比统计，可区分常规公交与轨道

方式。 

4）特征属性统计分析模块  

可实现乘客出行强度（出行率）、出行时长、出行长度、出行费用等特征值的

统计，可按全市、分区、自定义区域或断面、具体线路、具体站点统计，统计周期

可实现按年、月（多月）、日（多日）统计，可实现历史同比环比统计，可区分常

规公交与轨道方式。 

（2）网络评估子系统  

网络评估子系统主要包括规划建设指标评估、现状供需关系评估、公交一体化

建设评估、规划轨网影响评估等功能。 

1）规划建设指标评估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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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线网长度、密度、运营总里程，线路平均长度与分布、重复系数、非直线

系数等，可实现全市、分区、自定义区域统计，可实现历史同比环比统计，可实现

线路分类统计。借助该功能板块，反映线网形态层面的健康水平。 

2）现状供需关系评估模块  

包括全市公交运力保有量情况（标台/万人），交通大区、中区、小区之间的

供需关系分析，自定义断面供需关系分析，具体线路及站点供需关系分析，可实现

不同时段（分高峰时段、平峰时段）统计分析。借助该功能板块，反映运力供应在

宏观、中观、微观层面的健康水平。 

3）公交一体化建设评估模块  

包括常规公交换乘系数，常规公交不同类线路间换乘系数，常规公交与轨道之

间的换乘系数，轨道内部的换乘系数，统计各公交轨道站点换乘规模（可实现不同

时段统计），通过反映换乘活跃度，总体评估城市公交运输资源一体化协作程度，

不同层次类型网络间一体化协作程度。 

4）规划轨网影响评估模块  

基于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出行效用对比模型，分析规划轨道网络（提供网络绘

制功能）对既有常规公交可能产生的正面影响（吸引接驳人流）和负面影响（分流

共线客流），提前预判常规公交各条线路的受冲击程度，为规划轨道建成通车后常

规公交线路的调整提供决策信息。 

（3）营运评估子系统  

评价公交营运服务质量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客观描述、详细把握公交服务

质量的现状，分析问题成因，为公交运营服务质量的改善，在政策、措施、策略等

方面提供相应的决策依据；其二，因地制宜使公交出行效用走在其他交通方式之前，

进而提升公交出行吸引力以及公交出行分担水平，实现大城市交通的可持续、环境

友好、能源节约的发展。 

运营评估子系统主要包括企业运营数据定期填报、运营服务评估等功能。 

1）企业运营数据定期填报模块  

为企业提供运营信息填报上传窗口，包括客运量、营收、运力配置计划变动情

况、运营排班计划变动情况、车辆完好率情况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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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营服务评估模块  

从运行状态、服务状态、运营安全、效率效益四个维度对运营服务质量进行评

估。 

l 运行状态包括运行状态行程车速、停顿延误统计等； 

l 服务状态包括服务计划兑现率（首末班时间、全日班次、高峰班次、运

行总里程等）、满载率、排班准点率、线路在沿途各站运力供应曲线与

需求曲线的匹配度等； 

l 运营安全包括超速、发生事故、闯红灯统计等； 

l 效率效益包括单车客运量、千车公里营收、乘客平均乘距与线路长度比、

实载率或周转负荷、乘客人均碳排放指标、乘客人均交通减量指标等； 

l 上述指标可实现全市均值、企业均值、分公司均值、车队均值、具体线

路的分级统计和横向对比，用以查找靠后的企业、车队、具体线路，锁

定改善目标并诊断具体问题。 

（4）异动监测子系统  

通过监测反映公交运行外部环境在一定周期内（一月或者一季）的异常变动，

提前预判问题，在矛盾暴露前为及时响应解决提供决策支持，具体包括客流异动监

测、站点异动监测、专用道异动监测、场站异动监测模块。 

3.4.2  数据需求  

根据深圳市公交都市智能化应用示范工程应用系统建设方案，分析行业、企业

各应用系统及信息服务系统的数据需求，如表 5-1 所示。 

表 5-1 公交行业监管部门应用系统数据需求 

应用系统 子系统/功能模块 数据需求 

公交管理

决策支持

子系统 

客流分

析子系

统 

客流规模统

计分析 

断面或路段上的线路、站点、客流等 

空间、时间

分布统计分

析 

时间信息、断面或路段上的线路、站点、

客流等，区域的道路、线路、站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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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系统 子系统/功能模块 数据需求 

特征属性统

计分析 

客流信息等 

网络评

估子系

统 

规划建设指

标评估 

线网长度、密度、线路重复系数等 

现状供需关

系评估 

线路站点通过量、主要站点客流集散量等 

公交一体化

建设评估 

线路重复状况、线路站点重叠分析、站点

覆盖率等 

规划轨网影

响评估 

公交线路客流量，公交轨道线路重叠分析 

异动检

测子系

统 

客流异动检

测 

线路站点通过量、客流量 

站点异动检

测 

主要站点客流量、站点视频检测 

专用道异动

检测 

专用道线路客流量 

场站异动检

测 

场站车辆监测信息 

营运评

估子系

统 

营运服务评

估 

线路实际运营信息（发车间隔、准点率、

满载率）、到达各站点时间、线路安全信

息等 

企业运营数

据定期填报 

线路各车辆每日运营次数、运营里程等 

燃料消耗信息、排放信息、新能源车辆信

息等 

3.4.3  应用效果  



 

103 
	

深圳市城市交通智能化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城市客运智能化试点示范工程的

实施，将进一步规范深圳市公共交通信息化工程建设。一方面将从顶层设计层面对

深圳市城市客运智能化建设进行系统梳理和规划，能够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建设和投

资；另一方面通过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可提升公交行政部门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提高行业科学决策能力，及时优化和调整运力资源、场站和站点布局，提高公交资

源利用率，从而提高城市管理及运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