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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源研究所罗斯可持续城市中心出品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交通项目成立于2012年。

中国交通项目一直致力于为实现中国城市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
展，提供城市规划、交通、排放、融资在内的“一揽子”系统解决方
案，在帮助城市提升经济的同时，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

以成功试点项目、扎实政策研究和广泛而有影响力的能力建设等多种
形式，全方位推动地方、国家以及全球层面的可持续交通发展。



未来交通的技术风口



未来交通从技术陷阱说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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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2017-08-29 《交通风口︱未来交通的25种可能》

一、城市级按需驾驶服务
CITY DRIVING ON-DEMAND

虽然有许多基于预约模型的车辆共享服务，但是未来交
通一种可能就是城市级的按需使用。研究人员正在探索
如何在整座城市尺度内通过优化服务，提供按分钟支付
或按照单次旅程支付的按需驾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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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车辆互换
CAR SWAP

你拥有的汽车车型可能不适合你的所有需求。比如你需
要的运送货物材料或更多家人组团出行的时候。因此汽
车互换也是一种可能。通过使用移动应用APP程序，这
使得客户们能够寻找满足他们需要的车辆，并谈判条款
进行车辆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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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时动态分配的社会共享公交
DYNAMIC SOCIAL SHUTTLE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高级微型面包车共享服务，按需提
供点对点的接送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出行方式。理解共享
公交的动态需求和实时路径分配调整是最为关键的。通
勤者进入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输入起始位置和目的地。一
辆可容纳4-10名乘客的微公交可以实时响应接送乘
客，并为乘客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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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享小汽车
SHARE-CAR

将允许在特定利益群体之间，比如同事、同一公寓住户
或者家庭之间共享车辆。这种方法帮助那些负担不起小
汽车的消费者能够使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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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远程再定位
REMOTE REPOSITIONING

本项服务来源于佐治亚理工学院开发的高尔夫球车远程
再定位技术。一个人在高尔夫球场的一个偏远位置，可
以通过访问LTE级的实时视频流来远程驾驶车辆接自
己。

本项技术可以提高远停车位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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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无人驾驶
DRIVERLESS DRIVING

福特计划于2021年前推出没有方向盘也没有油门的L4
级的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面前的四大挑战：

技术、法规 、消费者的接受程度、经济的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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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无痛停车
PAINLESS PARKING

为了使司机和城市更容易停车，未来交通也需要提高停
车的便利性。司机自愿使用附加设备实时上传道路交通
和停车场数据。应用程序告诉用户他们是否可以合法停
车。如果没有应用程序还可以推荐最近的开放点。它允
许司机找到离目的地最近的停车位，并通过手机按时间
长度支付停车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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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停车观察员
PARKING SPOTTER

这是一项车载技术，它主要通过车辆传感器，将每一辆
同品牌的车辆变成城市停车位的观察员，并上传数据到
云端共享，以便其他司机可以访问。该技术相当于每辆
行驶中的车辆都同时在通过传感器观察路边停车的情况，
并实时上报的众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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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数据驱动车险
DATA DRIVEN INSURANCE

该项技术研究的是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并建立一项个性
化的驾驶行为的记录文件。目标是创建一个驾驶行为的
个人档案，用于计算更精确的保险费率。这项驾驶行为
档案是基于司机个人（不基于车辆或者保险公司而变
化）。车辆数据能帮助司机大幅降低车辆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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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数据驾驶
BIG DATA DRIVE

通过车载传感器收集驾驶数据。然后进行大数据分析，
研究人员可以更多地了解人们如何驾驶，以帮助他们获
得更好的驾驶解决方案和车辆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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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信息化自行车
INFO CYCLE

把自行车和其他交通方式安装传感器收集数据，如轮
速、加速度和高度等信息。这些数据可以提供洞察不同
的交通方式如何能更好地为未来城市交通需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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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车队管理
FLEET INSIGHTS

该项技术是福特公司与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惠普合
作，跟踪全美范围内惠普员工上班和个人出行的驾驶行
为。该项目目的是寻求该公司员工如何出行，以及与外
部因素，诸如天气和交通的关联，以便更加优化其员工
的时间效率。这些数据是通过附加到惠普公司车队的车
辆设备收集，为该公司提供整体的交通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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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快速充电共享
RAPID RECHARGE & SHARE

电动汽车有利于城市共享车辆，因为他们的运营成本更
低，并可以在停放的时间内“加油”。但是共享汽车如
果不断被使用，就需要短时间充电。因此通过与零售或
快餐企业的合作，开发快速充电基础设施，帮助电动汽
车成为汽车共享更现实选择是这项技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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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出行服务一体化整合
MOBILITY INTEGRATION

多模式交通服务一体化平台。跨交通方式的服务需求、
管理与调度数据的整合。



未来交通的技术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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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全美95%的
出行需求将被出行即服务
(Transport-as-a-Service 
或 TaaS)取代

从技术角度来讲，所有的
出行即服务车辆都会是无
人驾驶电动车(A-EVs)，
因为使用成本会比传统内
燃机汽车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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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建立一套模型将中等欧洲城市-里斯本的所有汽车替换为自动驾驶汽车后，只有10%的用户选择继续使用私人拥
有的小汽车，80-90%的小汽车出行被无人驾驶共享出行+公共交通所替代，路边停车位数量也随之下降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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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车化的愿景：

1）五分钟步行生活圈，街道骑行友好

2）通过气候改善方案，鼓励更多户外活动

3）强化和多伦多其他地区的公共交通联系

4）利用价格机制与停车位规划降低私人小汽车依赖

5）共享与无人驾驶以及新型交通工具

6）创新的地面交通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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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技术和共享自行车服务结合起来将建

立一种新的出行网络。Sidewalk将舍弃传统

的TOD模式，以无人驾驶为基础，按需、点

对点进行供需的匹配，可以让乘客减少或根本

不需要等待。社区内还将打造轻型、高效的无

人驾驶车队，他们将消耗很少的能量；作为一

个共享出行的车队，他们将比传统汽车占用少

得多的空间； 并且交通事故也会很低，并保

持对行人友好的速度驾驶，也给予行人和骑自

行车人道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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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来看，未来交通由以下四化组成

自动化、共享化、电动化以及多模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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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不能忽略行人、骑行者等其他方式出行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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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Mobility Principles for Livable Cities   宜居城市共享出行

原则

Multimodal, integrated 多模式的综合交通
Vehicles are right-size, shared, zero emission                                                 

车辆大小适中、共享、零排放

1. Plan cities and mobility together 城市规划和出行相结合
2. Focus on moving people, not cars 以人为本而非以车为本
3. Encourage efficient use of space and assets 鼓励有效利用空间
和资产
4. Engage stakeholders in decision making 让利益相关方参与决策
5. Design for equitable access 设计平等的可达性
6. Transition towards zero emissions 零排放转型
7. Seek fair user fees across all modes 设置合理交通使用费用
8. Deliver public benefits via open data  公开数据服务公众利益
9. Promote integration and seamless connectivity 促进整合和无缝
连接
10. Automated vehicles must be shared 共享自动驾驶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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