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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所处的发展状态 (Status-quo) 

• 纵身一跳的感觉 

• 不同的阶段 
–刚刚品尝“机动化” 

–逐步习惯“机动化” 

–恐怖的“机动化” 

• 寻找可持续交通发展
之路 



“公交优先”受到重视 (Transit Priority) 

 



公共交通的问题 (Problems) 

• 政策、法规 

• 意识、理念 

• 规划、建设 

• 管理、服务 
–我国城市公交普遍存在公交运力不足;运营效
率和准点率低，侯车时间过长； 

–高峰时段过于拥挤，乘坐舒适性差，换乘不便； 

–公交车辆安全事故频发 

 



城市智能公交系统的发展 (Direction) 

• 对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而言，今后不能再像

以前那样单靠“增加车辆、增加人力”这样粗放

经营的方法来提高运输能力和质量 

•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必须从粗放型经营转为技术集

约型管理，智能公交系统为这种转轨提供了机会 



智能公交的内涵 (Concept) 

• 利用智能化技术提高公共交通资源和能源

利用效率，缓解交通拥堵，提升公交服务

水平和吸引力，促进低碳交通出行 



世界智能公交的其发展 (Worldwide Development) 

• 美国的“冰茶”（ISTEA）

法案（1991） 

• 欧洲基于通讯的智能化

（Telematics） 

• 日本的VICS（1986） 



公交智能化系统架构(System Architecture) 
公交智能化系统架构 

• 公交信息化 

• 数据采集与融合 

• 公交运营 

• 公交信号优先 

• 自动驾驶辅助公交 

• 公交车辆安全系统 

• 公交管理 

• 公共交通智能调度 

• 公共交通智能场站管理 

• 公共交通智能信息服务 

• 电子客票系统 

• 末端网络智能化 

• 共享自行车 

 



公交数据采集与融合 (Data Collection) 
 
公交数据采集与融合子系统采集的数据包括居民出行O-D数据、公交车
辆定位数据、实时客流量、动态交通数据、站点间行程时间数据、公
交车发车间隔、公交车到站时间数据等。 



自动驾驶辅助公交  
(Vehicle Automation) 

• 磁轨技术 

–磁道钉的方式“铺设”地磁轨道 

–公交专用道上实现无人驾驶 

–自动车道保持与自动换道 

–精准停车 

http://www.path.berkeley.edu/PATH/Publications/Videos/Bus_docking.ram�


自动驾驶辅助公交 (Vehicle Automation) 




公交车辆安全辅助系统(Safety Assistance) 



公交信号优先(Transit Signal Priority) 
 
在公交车辆行驶到路口时，系统会根据车辆的延误以及载客量等信息决
定是否对该车辆进行信号优先。信号优先将取决于相应的控制算法，在
保证公交优先的前提下，减少对交通流的影响。 

RFID阅读器 

太
阳
能 

天线 

信号控制器 

优先申请接入设
备 

控制中心 

RFID标签 



公交信号优先的路口设备实例 

射频读卡器 

当绿灯快要结束时，检
测到有公交车辆到达，
信号机延长当前绿灯时
间。 



  

射频卡 

公交信号优先的车辆设备实例 






单路口监视平台 (Monitoring System) 



公交流量统计(Volume Statistics) 

公
交
流
量
报
表 

公
交
流
量
分
析 



旅
行
时
间
报
表
图 

旅
行
时
间
分
析
图 

旅行时间统计(Travel Time Statistics) 



设备故障统计(System Failure Statistics) 



公共交通智能调度系统(Dispatching System) 



实时监控车辆的运行
轨迹和位置 

通过3G网络实时监控
车厢内状况 

模拟线路的运行轨迹、及
时了解车辆的到站信息 

公共交通智能调度系统(Dispatching System) 



通过智能编制时刻表、生成配班计划、配车计划，为
公交管理部门的实时动态调度提供智能决策支持。 

计划管理                                   实时调度 

智能调度系统工作原理图 

公交运营调度系统

定点计划

行车计划

配车排班

调派单

现场调度

语音查询系统

司机、乘务员

行车路单

行车记录

营运分析与统计

决策支持

调度优化算法

行车方案

调度中心

公共交通智能调度系统(Dispatch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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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智能调度系统结合公交GPS智能调
度软件、车载终端、电子站牌于一体,
通过车载终端发送到调度中心的车辆
GPS和状态信息，实现对公交营运车辆
的动态监控，实现智能化调度，以使公
交公司更好的分配车辆资源、节省人力
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共交通智能调度系统(Dispatching System) 



公共交通智能调度系统(Dispatching System) 



对突发事件或者有预见性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生成有效的
解决方案（包括线路临时绕道行驶、修改车次时间以及
临时增加线路等常见应急措施） 

公共交通智能调度系统(Dispatching System) 



公共交通智能场站管理(Maintenance Center) 

 
 自动记录车辆进出场站时间 
 可自动生成电子路单，减少调度人员手动工

作的劳动强度 
 自动识别车辆的运营状态，方便调度人员掌

握可运营车辆和运营车辆 
 自动识别进站的车辆，为车辆判断准确、合

理的停车位置 
 自动统计可随时加入运营的在场车辆，方便

调度人员快速做出调度决策 

公交车场管理示意图 
RFID进站检测示意 

公交场站管理模块结构 



公交绩效评价系统(Performance Measure) 
 
该系统通过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公交系统的指标体系，通过采集的公

交运营信息，对公交运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服务水平等方面进行
客观、公正的评价。 



公共交通智能信息服务(Information Service) 

666路 9:17 9:25 

777路 9:19 9:28 

K51路 9:35 9:55 

和谐路北口路段受事故影响 

668路延误12分钟 778路延误13分钟 

889路延误12分钟 990路延误9分钟 

公交智能调度系统结合公交GPS
智能调度软件、车载终端、电子
站牌于一体,通过车载终端发送
到调度中心的车辆GPS和状态信
息，实现对公交营运车辆的动态
监控，实现智能化调度，以使公
交公司更好的分配车辆资源、节
省人力资源，提高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线路和站点信息的查询 

换乘信息的查询 

站台导乘信息以
及乘客信息查询 

车内站节牌信息显示 

车厢内LED信息显示 

公共交通智能信息服务(Information Service) 



公共交通智能信息服务(Information Service) 



电子客票系统(Ticketing System) 

票价、政府补贴以及企业内部管理都是企业财务可
持续运营中所必需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辅助决策
支持系统，建立合理的票制票价政策，包括换乘优
惠等，并通过公交公司的财务现状分析，提出改善
建议。 



共享自行车的智能化管理(Bike-Sharing) 

 借还信息处理 

 站点监控 

 车辆故障判别 

 站点系统故障判别 

 数据的统计分析 

 保持系统稳定 

 

信息处理系统 

站点监控 信息统计 

故障判别 



系统框架设计(System Architecture) 

系统管
理中心 

维修保养中心 后台服务中心 

区域调度中心 

信息发布服务 服务点 服务点 

自行车 

车辆信息 

信息传输 

区域调度中心 

服务点 服务点 

自行车 

车辆信息 



      车辆是在使用过程中直接与用户接触的设备，其性能直接影响

使用者对整个系统的评价及信心，影响市民对公共自行车选择。通

过对出行行为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系统是否有利于交通结构的改变。 

自行车车辆技术(Bike Technology) 



桩式 

闸机 

横杠式 

租赁终端技术(Renting Machines) 



总结和展望(Summary) 

• 发展公共交通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
径 

• 智能技术是提高公交运营效率、服务水平和吸
引力的关键 

• 先进的无线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检测技术
和车路协同技术将推动智能公交技术不断向前
发展 



谢谢！ 
Thank You 

李萌 副教授 
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系 
Meng Li, Associate Professor 
Tsinghua University 
联系方式 Contact: 
mengli@tsinghua.edu.cn 
1560129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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