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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能交通系统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云计算和云存储技术的出现对智能交通系

统的发展又带来一次机遇与挑战。本文对广州天河地区智能交通云研究和开发情况进行了回

顾，从交通管理系统对海量信息存储和处理能力地需求出发，说明了云计算与云存储技术在

此领域应用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并对广州智能交通云组成内容及开发收获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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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mergence of cloud computing and storage technology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work for th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cloud in Tianhe 

area of Guangzhou.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for the storage and 

processing capacity on magnanimity information, we propos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cloud computing and 

storage technology in this domain will be a trend. Meanwhi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mponents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cloud in Guangzhou and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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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伴随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出现，并反哺文明。城市的规模也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扩

大。 但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和平和人类科技快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汽车保

有量快速攀升及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的城市的交通问题（如安全、环境污染、低效等问

题）已严重影响城市的发展，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以往的城市交通方式，如道路扩容，

增加新的道路等， 因成本过高无法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满足不了快速增长的城市交通需

求。因此，智能交通系统（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简称 ITS）为各国所重视，将先



进的信息技术、通讯技术、传感技术、控制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等有效地集成运用于整个交

通运输管理体系，而建立起的一种在 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

综合的运输和管理系统。 

云计算是近年兴起的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的计算方式，因其可提供得弹性的低成本计算

和存储能力，也得到了智能交通领域研究人员的注意
[1]
。 

在智能交通系统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中，城市交通控制系统作为 ITS 的重要组成部分，面

对复杂多变的城市交通环境，正试图通过提升对环境的感知能力和反应能力来提高交通运输

效率，缓解交通阻塞，提高路网通过能力，减少交通事故，降低能源消耗和减轻环境污染。

本文回顾广州 2010亚运会期间的研究工作来说明智能交通云在此方面的作用。 

2. 云计算与云存储-来自交通控制的需求 

如图 1所示，一个完整的交通管理系统会与实际交通系统形成一个控制闭环，包含交通

信息采集、交通信息存储与处理和交通控制与诱导三部分。其中交通信息采集和交通控制与

诱导部分如同控制闭环中的传感器与执行器，而交通信息存储与处理部分则为最为核心的控

制器部分。如前所述，城市交通的复杂化使得城市中的交通信息采集和交通控制与诱导部分

的设备数量快速增多，且各个部分之间所能提供和要求的信息的种类和内容也不断丰富，给

交通信息存储与处理部分带来压力。 因此接下来分别从交通信息存储和交通信息处理两方

面论述云计算与云存储的必要性。 

2.1 平台体系交通信息存储 

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控制系统的信息采集装置已由早期的磁感线圈发展出各种性能各

异的传感装置，如微波雷达、红外探测装置，声线列阵装置以及现今推广的各型视频采集装

置。 

从原始信息存储而言，例如视频信息较之磁感线圈所能提供的信息量要丰富的多，故其

所需的存储空间也要相应增加。中关村海淀交通支队路口一路摄像头提供的视频流数据为

320M/小时，按此推算，北京市二环路内路口均采用视频监控，视频流数据一天的存储量为

892.5G。北京市二环路内一年的交通数据存储量则约为 311TG。如果采用传统单点控制方式，

将信息存储和处理均放置于本地，将对整个交通系统的路口设备端带来巨大压力，前期投资

会十分巨大，执行端设备还存在数据安全问题（如数据丢失等）。将数据上传入云端，利用

大量廉价服务器机群实现云存储，可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完善硬件投资，确保数据安全。

Hbase 平台下存储数据采用三次备份分布于不同服务器，避免了数据丢失问题。 

从加工过的信息而言，在交通系统网络化的今天，路口控制或 VMS 信息发布往往为几

个信息采集点的信息通过综合处理的结果。这些交通信息若本地存储本地处理，然后根据各

自需求互相传递信息，即交通信息交互中采用的自协调 TRYSA2 模式[2]。较之 集中协调 TRYS
模式，TRYSA2模式通讯量较大，通讯个体设计复杂，交通信息采集和交通控制与诱导的终

端设备的成本较大。在科技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新的控制方式投入使用，TRYSA2 模式会

要求终端设备大量更新。而 TRYS 模式，将信息存储和处理放置于中心，控制终端提供基本

的移动控制代理运行环境，充分利用网络化社会带来的便捷，节约社会资源，这种“本地简

单，远程复杂”的控制思想
[3]
与云计算思想不谋而合。 

2.2 平台实现框交通信息处理 

如信息存储部分所述，信息采集端的发展给计算中心带来海量的交通数据，而控制端的

应用也随社会的发展需求不断增多，从原单一的交通信号控制到交通诱导，交通导航，违章



监控等等。因此交通信息处理也迎来了两个棘手的问题：有效响应与海量数据挖掘。 

 

图 1 交通控制闭环 

 

有效响应 

以本文中的交通控制与交通诱导为例，因交通本身的动态特性，计算中心的方案（如控

制方案，诱导方案等）均须在一定时间完成，超出一定时间范围则成为面对交通状况变化的

无效响应。应对此类问题的解决途径有二： 

1、 通过大规模机群的协作加快解决方案的寻找速度； 

2、 增加交通状态预估模块，预测交通状况变化。 

本文交通诱导部分就是解决途径一的示例，而交通流预测则为是解决途径二的示例。 

海量数据挖掘 

交通管理一部分应用需对交通中的海量历史数据进行挖掘，提取一定的规律或模式。如

交通流预测为例，交通流预测的实质为依据一定交通流模式，根据现有的交通流数据，预测

下一时刻（阶段）的交通流状态。 当通过学习机制获取交通流模式后，其预测步骤的计算

量一般有限，很少存在无效响应问题。本文的交通流预测方法用多 Gaussian 分布对交通流

建模，但其参数学习在单机模式下面对广州天河地区路网耗时以天为单位计。这样的数据挖

掘速度影响预测系统上线使用，故利用云计算中流行的 Map-Reduce 计算模式来并行加速其

参数学习过程。 

基于以上分析，随着交通管理系统对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需求的快速增长，智能交通云

将为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接下的部分，本文将对广州智能交通云案例予以

介绍。 



3. 广州案例系统 

如图 2所示为广州天河地区的交通系统构成，共分为五层。其中红色字体标示部分在智

能交通云实现，包括基于 Hbase 的交通流存储数据库、基于 Hadoop 平台的交通流预测系统

和交通动态诱导系统。除此之外，基于 Hadoop 平台的控制代理推荐系统由于算法升级在开

发之中。以上系统的收获均将在余下内容分别予以介绍。而基于 Hbase 的交通视频信息数据

库与违章信息数据库和基于 Hadoop 平台的视频信息处理在规划中。 

 

图 1 广州智能交通云体系结构（第一和第五层基于物联网技术实现，中间三层为智能交通

云核心部分，各层之间的数据库部分基于云存储技术实现） 

 

3.1 交通流预测 

 

在 Hadoop 平台下基于 Map-Reduce 并行框架的交通流预测模型学习算法流程可简述为

如下几步： 

1、 数据切分：总服务器（Hbase 中称为 Namenode）将已有交通流数据按一定的切分规则存

储于不同的服务器（Hbase 中称为 Datanode），这一步有助于集群的负载平衡。 

2、 区域模型的学习：并行化的模型学习算法，在集群中每台任务级服务器上（Map-Reduce
中被称为 Slavenode，同时也是 Hbase 中的 Datanode）只能挖掘一部分交通流数据，因

此获取的交通流模型也是局部模型，对整个交通流数据集建模效果不佳，但加快了整个

学习进程。 

3、 模型融合：将任务级服务器上局部模型传回总服务器（Map-Reduce 中被称为 Masternode，
同时也是 Hbase 中的 Namenode），采用模型融合技术，获取适用于整个交通流数据集的



全局模型。 

其中数据切分和模型融合步骤十分关键。数据切分过程中数据切分粒度过细或过粗对学

习加速均有不利影响。由于区域模型的学习时间包含集群通讯时间和数据处理时间两大块，

切分粒度过细，子任务数目过多会导致集群通讯次数增加，通讯时间成本增加。而切分粒度

过粗，由于整个集群的学习速度会受处理能力最差的机器的影响，学习过程结束时间均取决

于处理能力最差的机器对一个大任务的完成速度，而无法由其他性能较优机器替代，延后整

个机群完成任务的时间。模型融合过程中局部模型的精度会有一定程度的损失，程度与融合

算法直接相关，对预测精度有直接影响。提高精度方法有避免局部模型中的子模型过多和局

部模型分类出现错判。 

3.2 交通诱导 

广州平台上的交通诱导系统
[5]
的算法流程也可分为三大步： 

1、实际观测路段的交通流数据获取（也可由交通流预测系统的预测交通流数据替代）。 

2、搜寻路口之间的最优路径解。 

3、发布交通诱导信息。 

交通诱导一般寻找路口之间的路径可分为启发式搜寻和传统最优化方法（如项目中所用

的基于最大流理论的 Ford-Fulkerson 算法）。启发式算法的计算量要明显小于传统最优化

方法，搜寻时间可控这一优点使得其为最常用的路径搜寻方法，但是无法确保解为最优解。

传统最优化方法可通过迭代算法搜寻出最优解，但面临计算时间长的问题，且随路网的扩大，

计算所有路口对之间的最优路径，成为组合爆炸问题。另外，由于诱导信息的实时性要求高，

并行计算成为有效途径之一。 迭代算法 Map-reduce化中通讯成本高是最大感受。由于交通

诱导较之交通流预测的每步迭代步骤数据处理量有限，主要为简单计算和迭代通信，故小规

模路网下加速不明显，适用大规模集群下的大路网处理。 

3.3 交通交通控制代理推荐 

基于交通移动代理和“按需控制”思想
[3]
，交通控制代理系统在

[4]
中提出。将控制代理

看作商品，交通控制设备看作用户，根据控制设备所在交通环境将合适的控制代理推荐给控

制设备，提高整个交通控制系统的控制性能。推荐系统辨别控制设备所处交通环境方法分为

两步：基本环境分类（如路口形状等）与动态因素打分。据此，项目的推荐方法采用 Cascading 

推荐，分为 Content-based推荐与 Collaborative-based推荐前后两步。 

Content-based推荐部分由于项目采用决策树来判断适合的控制代理类型，其方法处理

速度理想，故未考虑用云平台的集群完成。而 Collaborative-based推荐计算量较大，从[6]

中获取启发，可将电影推荐引擎改为交通控制代理推荐引擎。其中关键为支持 Hadoop 平台

的 Mahout 机器学习领域经典算法实现的开源项目中 Taste 模块的使用。Taste 是 Apache 

Mahout 提供的一个协同过滤算法的高效实现，它是一个基于 Java 实现的可扩展的，高效

的推荐引擎。图 3 为面对广州天河地区人工交通平台的两小时（7200s）实验结果，记录了

推荐系统发送给三个路口依据不同交通情况推荐不同控制代理的结果，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

的路口控制方式。 

4. 结论 

本文对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智能交通团队在 2010-2012期间，为广州天河地区智能

交通云研究和开发情况进行了回顾，说明了云计算与云存储技术对交通管理系统性能提升所

起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并对广州智能交通云组成内容予以介绍，详述了二个已开



发系统（交通流预测和交通诱导）与一个开发之中系统（交通控制代理推荐系统）的收获。 

 

图 3 推荐系统两小时推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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