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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能交通系统简介

●美国 ：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
末 ， 美国就开始研究智能交通系
统。 1991年美国制定了综合提高陆
上交通效率化法 (ISTEA)， 把研究
开发智能化系统作为国策， 并给予
充足的财政支持。 美国的智能交通
开发项目共有7类 ， 包括先进的交
通管理 、 驾驶员信息 、 车辆控制 、
车辆调度管理、 公共交通、 乡村交
通和高速公路自动收费系统。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
上较早从事智能交通控制技术研究
的国家之一， 著名的最优自动适应
交通控制系统 （SCATS） 在澳大利
亚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使用， 目前
上海 、 深圳等城市也采用这一系
统。

SCATS系统的优点是其自动适
应交通条件变化的能力， 通过大量
设在路上的传感器以及视频摄像机

随时获取道路车流信息。 ANTTS是
其重要子系统， 该系统通过几千辆
出租车装有的ANTTS电子标签与设
在约200个交叉路口处的询问器通
话， 通过对出租车的识别， SCATS
系统能够计算旅行时间并对交通网
的运行情况进行判断 。 澳大利亚
的先进系统合作研究中心目前正在
开发一种名叫TRIRAM的系统， 其
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模拟道路网来预
测交通行为以及新的交通流量。

●欧洲： 欧洲19个国家已投资
50亿美元联合开发智能交通项目 ，
其中包括欧洲交通规划、 欧洲交通
安全道路体系等 。 据了解 ， 在伦
敦、 巴黎等城市， 私家车保有量都
超过250万辆 。 由于智能交通的应
用， 它们并没有造成城市道路的过
度拥堵。 此外， 欧洲智能交通的项
目之一 “车辆协同基础系统” 正在
展开大规模测试， 有望在2013年启
用。 此系统不仅能为车主指路， 还
能实现自动找停车位 、 付停车费 ，
避免车辆扎堆涌进某一路段。

交通一发达， 世界就变小。
城市一拥堵， 上帝也烦恼。
变幻复杂的人生道路需要智慧领

航， 日益繁忙的现代交通更需要智慧
引领。

2011年，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在省
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着眼 “四
化两型”， 突出智慧交通， 助力 “数
字湖南”。

智慧交通发展， 正以一种怎样的
姿势从春天向我们走来？

2012年新春伊始， 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
厅长贺仁雨的话开门见山： “解决交
通问题， 一方面要靠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 增加有效供给； 另一方面要靠提
高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 增
强交通通行能力。 智慧交通是提升交
通通行能力的重要途径， 也是交通运
输发展的方向。”

合力推进 ： 智慧交通
效果显著

公众出行服务电子地图挂网运
行 ， 公交 IC卡基本普及 ， 高速公路
建成68条不停车收费专用通道， 全省
2649公里高速公路实现全方位视频监
控， 全省交通运输应急保障信息指挥
中心实现对1400路不同编码格式监控
图像灵活调用， 全省95.5% “两客一
危” 车辆实现GPS联网监控， 预应力
智能张拉系统广泛应用于在建高速公
路项目施工建设， 上千个项目近70亿
元资金计划上网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新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量同比增长
134%， 智慧交通建设实现投资同比
增长8%， 创历史新高......

这是2011年， 我省智慧交通发展
向全省人民交上的一份厚重的答卷！
这一年也是我省智慧交通发展效果显
著的一年！

———看出行， 更快捷更方便。 为
此记者特别体验了一下， 在长永高速
公路星沙收费站入口处， 当本刊记者
乘 坐 的 体 验 车 辆 驶 入 不 停 车 收 费
（ETC） 专用车道时， 在车距离前方
栏杆约2米处时， 栏杆自动抬升， 不
用停车， 车辆以时速40公里左右的速
度通过收费站， 前后所花时间仅为2
秒， 自动完成缴费。 而旁边的人工收
费车道 ， 车辆已排起了10多米的长
龙， 最快也要10秒， 两相对照， 让人
不得不感叹智慧交通的威力。 让人欣
喜的是， 像这种ETC专用车道我省今

年还将继续扩增； 无人值守收费系统
和移动手机交费系统也已开始启动。

2011年4月， 全省公众出行公路
电子地图网上查询系统正式挂网试运
行， 结合以短信平台为重点的路况信
息报送系统、 特服号 （96528） 呼叫
热线及信息服务中心、 公路信息服务
网站、 与媒体合作的交通频道直播室
等， 初步形成了 “门户网站、 服务热
线、 交通广播” 三位一体的公众出行
信息服务体系。

据统计， 2011年厅门户网站发布
低温凝冻天气公路路况及交通信息52
期 ， 发布防汛抗灾公路动态信息28
期； 短信平台发布路况信息共计14.2
万余条 ； 呼叫热线接听各类来电计
10828条， 架起了与百姓之间沟通的
桥梁。 部分客运企业推出网上售票系
统， 实现为乘客提供随时随地购买长
途汽车票服务。 株洲市城市公共自行
车租赁系统建成1000余个站点、 2万
余台公共自行车， 覆盖城区大街小巷
和社区， 累计使用量已达2000余万人
次。 部分城市实现公交线路与运营信
息网上公布 、 公交线路GPS智能调
度 ， 开通本市范围内的公交 IC卡电
子收费系统， 城市公交运行更规范更
便捷更高效。

———看监管， 更平安更可控。 百
姓出行、 客货运输不但要方便， 还要
确保平安， 交通事故发生往往伴随车
毁人亡和交通设施损毁的严重后果。

智慧交通建设通过安装卫星定位
系统或行驶记录仪实现对营运车辆、
船舶的实施监控。 全省 “两客一危”
GPS联网监控车辆已全面启动 ， 长
沙、 株洲、 娄底等多个市县实现了出
租汽车的车载GPS定位监测， 道路运
输和城市客运安全形势持续得到好
转。 海事部门通过全面推广船舶自动
识别系统、 水上交通安全监控系统、
GPS水上交通实时监控系统、 重点水
域远程实时监控系统等项目， 打造全
面覆盖重点水域、 码头、 重要水上建
筑物、 运输船舶的信息安全网， 有效
遏制了水上交通事故多发势头 。 到
2012年3月底， 全省800座重要渡口、
1200艘客渡船将全部安装视频监控设
备， 建成省、 市、 县三级监控中心，
届时我省水上航运将会更加安全可
控。

———看质量， 更安全更可靠。 智
慧交通助力打造高品质交通基础设
施。 省交通运输厅明确2011年为 “工
程质量年”， 强力推进信息技术在工
程质量中的应用。

两台箱子一样的仪器， 分别连着
混凝土桥梁预制板两头的成束钢筋，
一台笔记本电脑通过无线信号控制两
台仪器， 轻点鼠标， 40分钟后， 整片
梁各项预定指标完成 。 本刊记者在
“预应力智能张拉系统” 演示现场看
到这些， 领略了这套系统的神奇。

目前我省在建高速公路有209个
标段采用该技术， 提高了施工质量。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吉茶高速矮寨
大桥建设试点施工过程全景展示和视
频监控， 工程建设管理人员对工程进
度、 施工现场实时掌控； 衡桂高速公
路试点应用工程建设智能安全监管系
统， 初步测算， 使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提高了约30%， 事故处理时间减少约
25%， 由安全隐患导致的事故发生率
降低了近40%， 试点的第四合同段更
是实现了工程零事故； 岳阳洞庭湖大
桥、 邵阳西湖大桥、 长潭高速浏阳河
大桥、 长潭高速新屋天桥等多座桥梁
实现对桥梁健康状态的实时监测， 有
效减少了桥梁结构安全事故的发生；
桥梁预应力管道注浆智能控制仪克服
了传统人工管道注浆施工 “注浆施工
随意性大， 注浆不密实现象突出” 问
题， 有效地提高桥梁使用过程中的安
全性和耐久性， 吸引全国各省交通建
设部门前来取经，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看保障， 更及时更高效。 我
省冰雪、 洪水、 公路水毁等自然灾害
发生频繁， “智慧交通” 应急保障信
息指挥中心的建成为迅速发现交通险
情， 掌握事故现场情况， 科学合理决

策提供了平台。
通过对全省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1400多路不同编码格式监控图像的灵
活调用， 及时调配机械设备、 抢险物
资， 远程精确计算水毁、 塌方规模，
及时处置恶劣天气、 交通拥堵、 交通
事故、 水毁塌方等突发事件。 记者了
解到， 今年1月份怀新高速某隧道内
两车相撞引发起火， 通过隧道内的视
频监控， 事故现场情况迅速显示到位
于省交通运输厅11楼的应急保障信息
指挥中心监控屏上， 值班领导坐镇指
挥中心现场调度， 路政、 公安、 消防
迅速到达现场 ， 快速处置 ， 及时畅
通， 减少损失， 无一人伤亡。 智慧交
通对提升交通运输应急保障能力可见
一斑！

———看管理， 更科学更规范。 智
慧交通通过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管理
水平。

以全省交通运输行业的主力军高
速公路管理部门为例， 在智慧交通建
设上， 我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已建成完
善的高速公路机电系统， 成功应用于
道路监控、 收费、 路政、 养护、 应急
指挥、 电子政务及办公自动化、 电视
会议、 工程建设远程监控等高速公路
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各个方面。 省高速
公路监控指挥大厅接入783路监控图
像实现对全省已开通运营的2649公里
高速公路全方位监管， 对各监控点实
时监控和指挥调度， 确保道路畅通。
再以株洲市为例， 该市 “数字公路”
项目成果显著， 初步建成了 “一个中
心、 两大支撑、 十四大应用” 平台，
业务覆盖公路路网管理、 公众出行服
务、 应急调度指挥、 工程建设管理、
路政执法监督等， 行业管理效率得到
极大提升。 今年1月岳阳城陵矶港再
传 捷 报 ， 该 港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完 成
19533标箱， 同比增长50.2%， 创下了
该港月集装箱吞吐量又一项历史纪
录， 这是我省智慧交通加强物流信息
平台建设结出的又一硕果。 我省目前
已加入由浙江、 黑龙江等16省组成的
省际物流信息网， 服务物流企业和从
业人员， 打造物流运输信息化平台。

展望未来 ： 智慧交通
大有作为

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 促进信息
化和工业化融合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重要途径和手段。 湖南省委、 省政府
将信息化列入 “四化两型” 社会建设
内容之一， 制定了 “数字湖南” 发展
战略。 交通运输部提出转变交通发展
方式， 加快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业， 以
信息化带动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战略部
署。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审时度
势 ， 与时俱进 ， 紧抓契机 ， 将智慧
交通列入湖南省重点打造的 “四个

交通 ” （综合交通 、 阳光交通 、 两
型交通 、 智慧交通 ） 之一 ， 作为交
通运输信息化有效载体和途径 ， 实
施 “科技强交 ” 战略的主攻方向 ，
服务于 “数字湖南 ” 建设 ， 通过智
慧交通建设带动湖南省发展现代交
通运输业 。 实现了智慧交通与 “数
字湖南 ” 和交通运输部信息化规划
紧密衔接 。 交通运输部 《公路水路
交通运输信息化 “十二五 ” 发展规
划建设推进方案 》 明确了多项工程
在我省开展试点 ， 体现了对智慧交
通发展的大力支持。

《湖南省交通运输信息化 “十二
五” 发展规划》 为未来五年我省智慧
交通发展构建了 “1842” 框架 ， 到
“十二五” 末， 智慧交通建设将初具
规模， 实现80%的公路水路重点基础
设施监控覆盖 ， 100%的载运工具实
现动态定位跟踪监测覆盖； 60%以上
的高速公路应用不停车收费系统 ；
95%的行政许可实现在线办理； 公路

管理、 道路运输、 水运航务、 质量管
理等信息化覆盖率达85%以上； 交通
应急事件平均响应时间小于30分钟；
重点车站 、 码头 、 渡口100%实现安
装视频监控设备； 在建特大桥梁、 长
大隧道项目工程进展100%实现实时
监控。 长株潭城市群率先实现交通一
卡通服务。 信息化对政府、 行业的宏
观决策支撑作用超过50%。 交通运输
科技贡献率达到55%； “门户网站 、
服务热线、 交通广播” 三位一体的现
代交通信息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交通
信息服务覆盖全省 ， 惠及全省老百
姓。

智慧交通建设蓝图已经绘就， 湖
南交通运输信息化如今站在更高的起
点， 智慧交通将以互联网、 物联网、
云计算、 电信网、 广电网、 无线宽带
网等网络为基础， 以信息技术高度集
成， 信息资源综合高效应用为主要特
征， 正引领湖南在富民强省的快车道
上， 阔步前行！

特约撰稿 柏 润

“智慧交通” 惠民生

省高速公路监控指挥中心。

车辆驶入不停车收费 （ETC） 专用车道。 章尧 摄

株洲航电枢纽船闸全景。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省交通运输厅提供）

所谓智慧交通是现代信息技术
与交通运输领域深度渗透融合的产
物， 把传感器嵌入和装备到公路 、
桥梁、 隧道 、 航道 、 港口 、 车站 、
载运工具等各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
和要素中 ， 互相连接 ， 形成物联
网， 再与通信网、 互联网连接， 实
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与交

互， 与传统智能交通相比， 智慧交
通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更
大， 对信息的采集精度、 覆盖度更
深 ， 是更为透彻的感知 。 与此同
时， 智慧交通将要实现的是更为全
面的互连互通和更深入的智能化 。
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以及社会影响
力也将更为深远。

相关链接：

什么是智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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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长韩永文 （左五）、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 厅长贺仁雨 （左二） 在大浏高速施工现场观看预
应力张拉过程。 章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