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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problem of traffic conges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worry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urban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traffic problem, not only with a large amount of traffic information to facilitate people to travel, but also greatly easing the road congestion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traffic information platfor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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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堵塞的问题愈发令人担忧。而城市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的存在对于交通问题
具有极大的价值，不仅有大量的交通资料方便人民出行，而且极大程度上缓和了道路堵塞及环境破坏。
本文对目前国内外交通信息服务平台进行全面的介绍和分析，重点总结我国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的发展状
况。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交通信息平台现状，对我国交通信息服务平台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
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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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城市化快速前进的步伐，人们对于交通运输的需求也不
断的提高和增长，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变得也越来越紧密。特别是在大中城市，随着生活水
平的不断提高，汽车持有量不断增长，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与交通事故等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并且由
此带来的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影响社会发展。这些问题都与交通信息的服务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
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的存在对于交通问题具有最大的价值，由此信息服务平台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应运而生。
本文对国内外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的研究状况进行总结，同时结合国内外已有的进行对比，分析总结
出其优缺点。为全国各大城市的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可参考借鉴的意见，有助于提升城市交
通的发展能力。

2. 国内外研究状况
2.1. 国外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研究状况
美国对交通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相关技术研究化较早，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开展电子路径诱导系
统研发的计划开启了对其研究的序幕。其主要目的在于向社会公众及时、准确的提供交通路况信息，以
此避开交通拥堵路段，缓解交通拥挤，节省公众出行成本[1]。在 2003 年，佛罗里达州交通部参与到联邦
公路局“地面交通安全性与可靠性信息系统模型实施(Surface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Information System Model Deployment)”的项目中[2]，被称之为 iFlorida。该项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用来为
运营部门提供更安全、更可靠、更有效的管理交通网络所需要的信息以及为旅行者提供最佳交通设施所
需要的决策信息等。
GCM GATEWAY 旅行信息系统是由美国运输部资助的项目，旨在提高多式联运效率，覆盖伊利诺
州、印第安纳和威斯康星州。GCM GATEWAY 的功能主要是收集、处理和发布信息，包括旅行时间、
道路建设和维护、交通事故、天气状况等等，所有的信息实时提供给用户，同时用户可以网上方便访问，
同时提供给政府组织、运输服务运营者以及其他公共旅行信息机构。GCM GATEWAY 具有实时性、公
共性和开放的技术标准等特点。GCM GATEWAY 通过不同具有数据处理、通信和存储能力的服务器、
客户机与网关组成的群组，达到了实时收集信息、处理和海量存储、宽带访问的能力，向用户提供一个
完善的管理系统，使公众、旅行者、运营者和相关管理机构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美国通过动态系统实现公共交通 APTS 体系，APTS 体系实时调整不良状况并公布相关信息[3]。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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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交通信息服务平台体系的具有如下性能：
1) 给乘客提供舒适的交通环境。美国交通信息服务平台采用先进的电话信息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使电话访问人次日均提高。
2) 大量的采用触摸屏计算机辅助系统。该系统在美国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且得到很好的反响。乘客
通过该系统能够很好的了解到所需乘坐车辆一系列相关信息包括线程、价格、车次，通过人工查询的静
态方式呈现出来。此外，该系统突出的性能就是在紧急状况时可以发出信号，请求给予支援帮助。
3) 车辆运行过程中相关的动态信息通过计算机显示器提供给乘客。通过该显示器，能够随时观察到
所在的位置、与目的地的距离等相关信息，同时使得公共交通企业坚实的基础更加强大，同时使得大众
乘坐公交的可能性得到了提高。
美国在 2001 年已经开始建立“511 交通信息系统”，该系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出行信息服务系统之
一。从 2002 年 12 月起，该系统通过网站(www.511.org)与 511 电话服务台向公众提供大范围全面而准确
的交通出行信息，美国大部分地区 90%的人口被覆盖在服务范围内。近年来，伴随着智能手机的发展，
该系统又增加了 APP 系统应用程序，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获取自身所需要的交通信息，完成信息查询和应
用。同时该系统还可以提供实时的道路交通指引和实用性的交通信息服务给交通出行者，出行者可根据
系统发布的交通信息确定最佳的出行方式和行程路线[4]。
日本研发的交通信息系统即为 VICS。此系统主要通过光传播标识及音频信号来分析数据，再由该系
统将分析结果以一种相符合类型数据传送出去，如把所花费的时间、周边的道路状况等相关信息如实传
输给驾驶员的车载装置[5]。
现如今 VICS 车载系统技术已经趋于成熟，约 50%的出厂车辆安装了该车载系统。同时随着技术的
发展，VICS 提供了多样化的信息，包括交通状况、停车、气候、周围服务设施的位置等。同时 VICS 可
以根据出行者的需求利用图形或文字的方式提供有关道路的拥堵和各区域的交通所需时间等。通过这种
方式能够为出行者提供所需信息，通过筛选无用的信息来避免信息过量。此外，出行者也可以提供并反
映不同的交通状况问题给相关的网站的交互窗口，包括道路交通设施的完善情况与不同时间段内的交通
出行问题等。通过该方式的反馈处理，可以弥补只单独依靠传感器设备所不能采集的信息的不足。随着
技术的不断发展，成功的将 ITS 与交通信息服务应用、3G 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同相结合，为用户提供更
加完善多功能的服务体系，包括手机导航、地图服务、信息查询等多种方式。
日本的 VICS 中心也已经开始向手机、掌上电脑、个人电脑和电视接收器等终端提供有效的交通信
息，进一步将 VICS 系统的服务范围进行扩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VICS 将有可能变成一个多功能、全
方位的以交通信息为中心的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6]。如图 1 所示。
欧洲的 SCORATES 一种较为先进的无线通讯体系，此体系不仅能保证外出安全，而且也使得工作效
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该系统的主要性能是车辆通过装载该系统发出信号来发出周边路况等相关信息[7]。
欧洲最初研发的智能交通系统着重于多交通方式，随着智能交通系统的逐步发展，各相关部门相继
把重点放到平台的概念和作用上，于是着手该方面的工作研究。其中意大利都灵市实施的 5T 系统，其中
的一个骨干网络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其它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信息和数据的交换。在英国，交通控制
中心建立一个平台，用于为道路使用者提供信息，该平台配有开放的通信环境，根据此通信环境实现多
信息源的交换与共享。在 ERTICO 的研究项目中，TRIDENT (Transport Intermodality Data Sharing and
Exchange Networks)项目[8]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能够支持多模式的 ITS 服务的通用可复用的机制，用以实现
各种运输方式的交通运营者和信息服务商之间的数据共享和交换，其核心是开发支持面向对象
(JAVA/CORBA/XML)的共用规范；3GT (Third Generation Telematics)项目[9]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基于 OSGI
的车内通信，通过各种不同中间件供应商、终端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产品的互用性来帮助该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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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VICS System structure diagram
图 1. VICS 系统结构图

建立，主要内容是为基于 OSGI 的服务建立通用的通信信息界面。
由英国 DETR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负责的 UTMC (Urban Traffic
Management and Control)项目[10]是一个为了推动智能交通系统研发和建设的项目，有利于交通管理部门
高效的使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科学制定交通管理策略。典型 UTMC 系统的主要组件是通过共同的数据
库来存储信息，不同应用系统可以同时使用所处信息以及输出到其他应用系统或被操作员使用。共用数
据库可以集成来自分散的、全异的应用系统的数据，从而使得扩展系统功能的费用得以较低。共用数据
库的主要功能包括：提供访问应用系统中数据的接口；灵活的数据保护和安全性；支持数据质量定义，
提供审查追踪和历史数据存储；提供共用数据服务，与应用系统的变化无关，与数据库供应者无关。通
过利用共用数据库，使得系统的灵活性、扩展功能得到提高，同时降低维护费用，有效地集成新的应用
系统，提供旅行信息服务，简化接口需求等。
新加坡[11] i_交通(i_Transport)是陆路交通管理局的一个全国性平台，集成了多种现在与未来 ITS 系
统。i_交通是一个综合性的 ITS 系统，具有可兼容性、可替换性以及可持续性的特点。i_交通项目的目标
一是为陆路交通管理局的 ITS 中心提供一个综合工作平台针对所有交通操作；提供一个方便信息分发和
研究的可缩放的交通数据库；一套自定义应用软件例如统计、仿真、推论工具等可以提供实时交通的管
理与分析；一个通道提供给数据库用户的网络数据传递。i_交通平台分成五个相互衔接的模块即操作界
面模块、交通信息枢纽模块、统计模块、推论模块和仿真模块。操作界面模块负责不同 ITS 系统之间、
外部机构系统与交通信息枢纽模块之间的通讯及相互衔接。交通信息枢纽模块是存放数据的中心，它在
不同的 ITS 系统之间收集存储、整合、交换数据。统计模块不仅提供主要的统计报告，同时还是系统离
线数据的处理界面。推论模块为交通管理特别是事故管理提供实时的交通决策支持，这个模块会采用来
自交通信息枢纽的数据，如果需要会利用操作界面模块以及仿真模块来辅助专家系统选择交通管理的行
动计划。仿真模块目的是提供大规模的、比实时更快的微观仿真模型来对交通控制策略进行评价，以便
让推论模块进行选。
发达国家在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后，开始了新一代智能交通系统的建设，目前主要集中在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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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管理和城市交通管理方面。通过应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建设智能信息平台等系统，实现信息高效采集、
共享和利用，并且提高了运输系统效率，保持交通运输环境和能源可持续发展，保障交通有序畅通，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2.2. 国内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研究状况
我国同济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以及上海、北京等地的相关研究院、研究所相继开
展了交通信息采集、处理、传输等领域的研究和试验工作。在交通信息的分类分析、交通信息的模型和
结构、实时数据的管理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形成了初步的技术框架、应用实例和实验平台，
同时国内各城市和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也提出了对实时交通数据进行必要的集成与管理，最终达到全面分
析和最优服务的目的和要求。
为了建立适用于 ITS 的信息平台，上海市已经组织了相关的研究。在数据采集方面，上海高架道路
系统更新电视监控系统，覆盖了整个高架道路在主要的交通节点，安装先进的交通信息视频分析系统，
及时分析交通状况的变化地面道路上，多个交叉口安装了感应线圈和自适应控制系统。在通信技术方面，
高架道路上的通信已经全部更新为光纤，部分地段已经采用了全数字通信技术。2005 年上海已经完成 ITS
信息平台核心的建设和试运营，2007 年基本完成城市交通行业信息化建设，2008 年至 2009 年初步形成
上海城市智能交通系统。重庆市根据自身 ITS 建设与信息服务的现状和需求，提出了 ITS 虚拟综合信息
平台的建设方案。虚拟综合信息平台并不是在现有的 ITS 各应用系统之外再搭建一个新的平台系统，而
是通过分布式计算的相关技术，形成一个逻辑上的平台系统，将主要任务分散到各个 ITS 应用系统中。
济南市以信息产业局为主负责建设城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内容包括建立信息网络平台和服务系统，通
过建立统一的城市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共用数据库管理系统、共用数据规范、应用层数据传输规范、数
据请求代理等，形成综合信息平台[12]。
上海市的交通信息发布系统，是以动态交通信息为首的发布系统，其主要目标是提供即时的交通信
息。主要途经是通过智能交通信息系统采集的信息，通过计算机智能处理后进行信息发布。面向公众的
信息发布系统包括：广播电视、短信、声讯、Internet 网络等。借鉴日本的车辆交通动态信息发布系统，
结合上海市的实际情况，研制了 VICS 系统，使用数字广播、互联网等技术，将实时动态路况信息及其
他相关交通信息，用数字广播发射台的方式，发送给车载接收终端的车辆[13] [14]。此外，上海多处路段
均提供了新型多功能电子站牌系统，该系统能够即时提供车辆位置(公交、出租等)、到站时间、沿途施工、
围挡状况、车辆抛锚、交通事故等信息。上海市还通过上海交通网门户网站提供交通换乘、站点查询、
线路查询等信息。上海市交通信息发布的问题主要是各子系统的信息共享能力较低、信息发布的需求定
位不明确。起初只是面向交通监控和管理，后来才加入面向公众的服务，而面向社会的发布处于实验建
设阶段[15]。
广州市共用信息平台将广东交通信息网、交通服务中心、电子收费系统等信息发布平台进行了统一
集成，包括信息共享和发布模块。广州通过智能交通系统的建设，建立了 ITS 共用信息平台，其子系统
包括：联网售票系统、地磁数据系统、出租车综合管理系统、羊城通系统、96900 呼叫中心系统和公交
线网规划系统等 6 个子系统。平台可以通过网站、手机短信、PDA 彩信等方式提供交通信息服务[16] [17]。
为了加强路网监测基础设施建设，宁夏通过运用“互联网+”思维建立信息共享，行业共用路网监测
综合管理平台，实时对路网进行调度；外场接入高清摄像机，形成覆盖收费站、大型桥梁、大型隧道主
要干线通道以及服务区，“可视化、可测化、可控化”的路网运行监测系统。二是实时发布路网信息。
依据“平时服务，突发应急”的原则，逐渐加强公众出行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使得服务信息发布的更加
及时、更加准确。利用“宁夏交通出行网”、“宁夏交通气象服务网”和宁夏路网短信、微信、微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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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平台，即“两网三平台”对公路出行服务信息进行即时发布；可变情报板分别设置在城市出入口、高
速公路和普通干线公路衔接位置，以及交通流量大的路段，及时发布公路气象预警、道路交通事故、施
工作业及其他相关的突发性事件信息，为公众提供及时、便捷、有效的出行服务信息。三是应用推广掌
上服务模式。加强前沿技术在交通运输行业的应用，积极向社会公众推广宁夏出行易手机 APP 服务模式，
使得公众出行服务方式更加丰富，同时提高公众出行服务水平。
深圳市主要通过安装在路网中的采集设备对路况信息进行采集，建设交通信息服务平台，平台中传
输系统将相关交通数据传输平台内部数据库，通过对数据进行信息，然后为用户提供及时、准确交通信
息，充分的满足用户的交通信息需求[18]。
近年来很多学者不断的对于公众出行交通信息服务进行研究，杜勇[19]介绍了关于北京市公众出行的
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在文中介绍到北京市的公众出行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四个主要部分，分别是数据采集
与数据接入、通信网络传输、数据处理与发布信息。其中，采集与接入的交通数据是基础，数据通过通
信网络传递给网络平台和中心，然后由数据处理系统对数据进行采集、接入、存储与分析，最后通过发
布信息设备将交通服务信息传递给出行者。
公众出行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在建设与运行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郑芳芳[20]针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
行了研究探讨。在文中提出在当今交通发展建设及管理中交通信息服务系统是必不可少的。该系统实现
了对信息的采集、信息的处理以及信息的发布，同时还通过不同的方式给公众提供不同方面的交通信息。
周元峰等[21]针对公众出行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在我国的整体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在文中阐述了
公众出行交通信息发展与建设过程中需要的运营维护资金筹措方式、组织管理模式以及相关标准的制定
情况。另外，还总结出我国公众出行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与运营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包括建设发
展理念比较落后、整合基础薄弱、专项规划缺失以及建设定位不清等。

3. 国内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的分类
现如今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与有限的交通服务能力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交
通信息服务能够有效的调整交通流时间与空间上的分布，同时可以提高路网通行能力，是我国未来交通
发展的重点之一，从传统的交通信息服务方式来看，国内已建立了网站、声讯信息服务、移动电视、广
播等一些交通信息服务平台。
近年来，厦门交警已逐步建立不同的面向社会的信息化交通管理服务平台，一方面可以为群众提供
更广泛、更便捷的信息服务，另一方面使得行政成本大幅度降低，政府服务效率大大的提高。随后开通
了“厦门交警网”，官方微博，建立 QQ 群——“交通聊聊吧”、“厦门 QQ 车管所”等网络交流平台；
研究开发出“交警短信服务平台”，及时提醒群众如道路交通违法及时提醒车辆报废、车辆年检期满、
驾驶证注销、期满换证预警等；研究开发“彩信服务平台”、“事故拍拍”(手机应用软件)用于快速处理
现场道路交通事故。以厦门交警微信服务平台为例，如图 2 所示。厦门交警微信服务平台即是在当前信
息化和个性化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创新交通信息服务载体，它基于当前移动互联网时代最热门的
移动社交手机 APP-微信，开创了“公共信息人人可贡献、实时信息人人获取”的新型交通信息服务模式，
兼具了受众群广、信息服务多元化、时效性高、同一介质信息双向交互能力强等诸多优点。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 3G、4G 时代的兴起，手机上网日趋便利，智能手机成为公众最主要的
信息交互终端，于是智能手机终端应用备受关注，互联网市场 APP 日趋显著，快速走进人们生活中的各
个方面。通过手机交通信息服务 APP 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和交互实时交通信息，同时还可以通过利用用户
群体和基于位置的信息服务手段为商业模式的建立提供手段，对于提高交通信息服务质量，促进交通信
息服务产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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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f WeChat public platform in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图 2. 微信公众平台在交通信息服务中的创新应用

用户来说不需要额外的设备，通过交通信息服务 APP 智能手机终端，可以及时享受动态实时信息、
静态基础信息、辅助出行信息和广告服务信息，既全面可靠、方便快捷又灵活实用。交通信息服务 APP
主要服务内容及对象见表 1。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交通信息服务应用 APP 可以提供出行全过程的信息服务，在不同的应用场合下，
采用不同的图像、数字和语音等方式相结合，提供基于位置的出行服务信息，为用户提供实时交通状况
以便调整出行方式。交通信息服务 APP 应用场景包括出行前、出行中和出行后全过程，如图 3 所示。

4. 国内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的分类
4.1. 国内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的不足
交通信息服务平台是以出行者为最终服务对象，它通过向第三方机构提供政府交通信息资源支持交
通信息公共服务。交通信息服务平台衔接政府信息资源和社会服务，成为两者之间沟通桥梁，推动了社
会交通公共信息服务的发展。然而，根据近几年服务平台的发展看，简单的将政府数据公开并不能满足
社会交通信息服务需求，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更为突出[22]：
1) 交通信息服务平台信息不足。目前，交通信息服务应用平台主要发布实时动态交通数据。实时交
通数据主要对一定时段或区域内交通状况的平均统计或定性描述。实时交通数据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
了未来交通变化实际，出行者单凭实时交通数据尚不能合理安排出行，在出行方式和线路选择中更需要
的是交通态势研判、预测数据，以及无法通过经验获得那些突发性拥堵、事件等影响信息。目前，平台
尚未提供此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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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Main service contents and objects of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APP
表 1. 交通信息服务 APP 主要服务内容及对象
服务内容

具体信息

实时交通状况信息服务

交通状况查询，视频图像、突发事件信息，道路养护施工信息，气象信息、交通管制信息

公路基础信息服务

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费用标准、道路救援信息、公共交通信息、交通咨询信息查询

出行辅助服务

城际多方式行程规划，沿途商旅信息查询，动态导航服务，基于位置的 POI 兴趣点查询

Figure 3. Traffic information service APP application scenario indication
图 3. 交通信息服务 APP 应用场景示意

2) 平台提供的信息范围与出行服务需求仍存在距离。服务平台提供数据内容、范围均以政府管理应
用为基础，受到管理对象、技术手段和保障机制等因素制约，部分数据内容、覆盖范围以及时空、属性
无法满足用户全过程服务需求。尤其是在道路交通信息服务中，不同的路网信息覆盖程度差别较大：市
内核心道路信息采集全面，数据涵盖状态、事件、施工、管理等各类信息；郊区和城际通道中基础采集
覆盖薄弱，部分道路基本流量、视频都尚未采集覆盖，无法为出行者提供整个出行链路的完整交通信息，
影响其出行线路规划和选择。
3) 信息服务缺少数据规范和质量衡量标准。交通信息发布单位在获取交通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后根据
自己社会产品进行二次加工后推送社会公众。由于缺乏统一的交通信息发布标准和质量衡量标准，交通
信息发布单位在获取平台数据后根据自己制订的基础数据划分、交通状态标准、发布频率等进行发布。
出现了不同机构所发布的交通信息不一致，甚至出现交通数据源相同但发布信息相反的突出问题。这些
问题导致出行者对交通服务信息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而服务平台对各类数据发布和应用尚未制订统一规
范、标准以及考核要求。
我国的交通信息服务平台具有如下几点不足：1) 大部分系统无现代化技术，查找信息的方式过于局
限。2) 系统应用较为机械固定的模式进行信息查找，无法及时迎合城市交通的不断转变。3) 在查找信息
过程中，信息展现形式不足，无法及时的了解交通情况。4) 系统模式过于落后，无法实施有效的保护管
制工作。5) 询问形式过于单调，没有实现当今先进通讯系统的价值。6) 没有做到“乘客第一”的理念，
无法满足乘客转车方便的需求。7) 信息显示不及时，相隔较长时间信息才得以显示，无法实现公交及时
无误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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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国内交通信息服务平台的重点建设内容
随着公众对出行的需求不断深入，交通信息服务建设的重点将从“提供服务”逐步向“优质服务”
发展。具体体现为：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改善现有的交通信息服务，将现有的服务做精做深，并逐步
提供更加广泛的、全方位的、多元的交通信息服务，同时按照交通信息服务发展要求，交通信息服务平
台应围绕着平台自身结构优化、扩展服务功能、开展数据分析、提高服务保障水平等方面工作，实现最
好的社会服务状态。
4.2.1. 优化平台结构，提高服务数据质量
1) 优化平台构架。根据平台构架优化方案，将平台数据采集、处理、传输、存储、发布和应用分离
独立子系统。各子系统独立运行，减少相互干扰，减轻压力负荷。以虚拟技术为基础，建立在线同步备
用系统，对关键节点、系统和应用建立同步备用机制，关键设备冗余双配置，确保主、备系统发生故障
时可在极短时间内相互切换提供服务。
2) 提高服务数据质量。针对平台存在着部分数据更新不及时、精度不高等问题，建立源数据质量检
查系统。利用多源信息采集技术，加强相同属性数据相互校验和管理工作。同时，增加外业抽样测试和
日常运行检查，不断提高数据质量，确保信息准确性。
3) 完善数据标准规范。制订基础数据发布规范，探索建立适合本市交通信息发布的数据标准体系，
形成上海市统一的信息发布数据资源库；制订交通信息服务质量规范，明确数据质量评测规则，形成面
向全市发布的统一信息服务质量管理和监督体系。
4.2.2. 扩展信息内容、增加特征信息挖掘应用
1) 扩展信息采集内容。在传统交通信息采集技术基础上，开展新媒体信息采集挖掘分析。以微博、
微信、朋友圈为代表的新媒体信息更新速度快、参与人数多、用户分布广泛，信息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
蕴含着丰富的交通信息。这些信息既有公众现场发现，也有权威机构发布，具有很强的有效性。需要增
加对新媒体信息的采集研究，增强中文分词、消息甄别、时效性检验、消息融合等技术研发应用，不断
扩展信息采集内容，充实信息服务数据，并逐步应用到交通日常信息服务中。
2) 增加信息发布内容。通过历史数据分析、大数据挖掘等方法，分析道路拥堵时空分布特性，找出
拥堵规律，分析产生拥堵成因，结合实时动态数据，提供交通发展态势研判数据和短时预测数据，结合
多类出行服务信息，发布出行指导方案和出行备选方案，为公众出行提供科学合理的建议。
3) 提升数据应用水平。加强以信息传播和应用环境关联性的研究，对不同载体和发布主题明确内容，
着重移动互联网载体特性分析研究，增加以适应移动终端为主体简易图形为基础，文字、语音、视频多
方式结合的新型服务形式，增加信息主动推送服务能力，更直观、更形象为出行者提供服务。
4.2.3. 拓宽发布渠道，推动信息服务产业发展
1) 继承已有服务成果，发挥传统服务优势
交通信息中心已与相关单位合作，通过服务应用平台数据和技术支持，利用电台、电视台、咨询热
线、显示屏、触摸屏等多种方式提供交通信息服务。今后，继承并继续发挥已有交通信息服务成果，针
对不同服务途径特点和优势，优化服务重点，丰富服务形式，以更多、更广、更生动的内容通过这些途
径向出行者展示有效的交通信息服务。
2) 加强政企合作，拓展信息服务渠道
依托服务应用平台，利用数据和技术优势，继续拓展相关渠道应用，不断扩大平台信息服务领域，
吸引更多汽车厂商、电子设备厂商、地图商、移动运营商、服务提供商等单位通过汽车电子、导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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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终端的产品、地图等形式，加强交通信息在车载方面的应用；通过电信网络、移动通信网、服务热
线等载体将交通服务信息融入社会生活中，扩大运营商和增值服务运营企业服务范畴，实现多方位信息
服务；将信息服务触角延伸至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停车服务等行业，满足出行者在出行不同
方面、不同位置、不同角度等获取出行信息的需求。
3) 开展区域性服务示范，拓展精细化交通信息服务
随着交通问题越来越突出，上海市各个区、县、部分社区、办公楼宇、住宅小区也积极筹划为其居
民、商户等服务对象提供出行信息。这些出行服务信息具有区域特点，也需要市级层面交通信息作为服
务为支撑。服务应用平台应充分利用区域发展交通信息化的契机，开展区域细化交通信息服务示范。根
据区域、社区范围和位置，居民结构，出行特点，出行方式选择结合交通资源配置情况，通过信息推送
等方式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交通信息服务，着实以方便市民出行为前提，通过多种信息发布形式并举，实
现精细化信息服务，引领新型信息服务发展。

5. 结论
随着交通拥堵问题的不断加剧，社会公众对交通信息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功能完善的交通信息
服务应用平台是可以支持多种渠道的交通信息服务，保证公众能够在需要时得到需求的信息服务，能够
在一定程度减缓交通拥堵压力，提高市民出行效率。交通信息服务平台要想充分发挥功能价值，仍需聚
焦交通数据内容扩展与挖掘分析、系统运行保障与运营模式创新、引领交通关键技术研发与服务取得拓
展，抓住交通信息领域大数据契机，实现要素整合、进行应用推广、推动行业发展、增强社会效应，为
市民交通出行服务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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