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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大数据智能化应用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
中。新技术、新应用带来的便
利、快捷背后，同样也伴随着一
定的安全风险。

2018 年 7 月，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发布了《大数据安全
白皮书（2018年）》，其中指出，
大数据因其蕴藏的巨大价值和
集中化的存储管理模式成为网
络攻击的重点目标，针对大数
据的勒索攻击和数据泄漏问题
日趋严重。

如今，随着智能化设备普
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大数
据内容的提供者之一。如何保

护大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
是大数据研究者、使用者必须
考虑的问题。

无可置疑的是，交通大数
据及其应用将会让智慧交通
的脚步加速，让我们所生活的
城市更加智慧。与此同时，如
何做好大数据安全工作，为智
慧交通乃至智慧城市提供更
加坚实的保障，也是摆在社会
各界面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
问题。

今后，伴随着更多的大数
据智能化应用到来，更加先进、
完备的大数据安全技术也必须
跟上。

大数据既要运用好
信息安全也须跟上

□申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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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就是轨道环线的站点，
我的‘人品’太好了！”

最近，家住南岸区东海长洲的
市民李桦心情很好。去年底，轨道
环线涂山站开通，与小区之间直线
距离不到300米，李桦日常出行方
便了许多。

不过，为啥轨道站刚好就在家
门口？李桦也不太明白。

”轨道站建在哪里，就与交通大
数据有关。”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副院
长高志刚介绍，轨道环线的规划设
计，参考了交通预测模型的研判结
果。而这一结果，是基于对涂山站
周边交通大数据的分析。

也就是说，环线涂山站刚好在李

桦家门口，交通大数据的“意见”很重
要。

高志刚解释，轨道站点的规划
设计，需要总体考虑周边人口分布
情况、人流量、步行覆盖距离等因
素。区域内住的人越多，人流量越
大，设置轨道站的可能性就越大。

交通预测模型以具体区域的相
关交通大数据为基础，通过特定算
法，模拟出单个轨道站点的客流承
载量和覆盖面积，从而为站点规划
选出最佳的位置。

所以，对李桦来说，并不是家门
口“多”了轨道站，而是这片区域中，
最适合建轨道站的位置就在他居住
的小区附近。

家门口为何新设轨道站？
本报记者 申晓佳

主城居民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
感觉：工作日的周一、周五，主城最堵。

“特别是周一早上和周五下
午！”30岁的陈丽丽（化名）家住渝
中区，在江北区上班。她说，每逢周
一和周五，她宁可去挤轻轨，也不想
坐公交，免得被堵在桥上。

这种感受是否准确？
“交通大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

事实的确如此。”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交通综合信息平
台监测数据表明事实确实如此。内
环以内，周一早高峰和周五晚高峰
与其他工作日早晚高峰相比，平均
车速下降，拥堵里程比例分别提高
1.3%和1.2%。

发现了现象，还得深挖背后的
原因。市交通规划研究院研究团队
从人员移动特征、车辆使用特征两
个方面分析拥堵原因，发现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周一、周五，主城与区县

间人员出行交换需求更大，较其他
工作日分别提高5.3%和14.3%。

其二，周一、周五，主城内部居
民出行活跃度更高，出行量较其他
工作日分别提高0.9%与5.2%。其
中，就医、办事、娱乐消费、寄宿学生
回家与返校等非通勤需求影响比较
突出。

其三，周一、周五，车辆使用量
显著增长，主城区籍车辆较其他工
作日分别高出2.2%和 5.4%，区县
籍车辆数较其他工作日分别高出
2.0%和13.5%。

对此，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建议，
应继续加快高铁、城轨快线以及城市
轨道等建设，分担主城区与区县、主
城区内的小汽车出行需求，缓解工作
日“周一周五、主城最堵”的现象。

周一周五，主城为啥最堵？
本报记者 申晓佳

交通大数据反映城市的“一呼一吸”

每天12亿条数据，拿来干啥用
本报记者 申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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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报告”
是怎样做出来的？

每天12亿条数据，来自哪里？
源于手机信令、射频识别（一种

无线通信技术，应用于汽车自动识别
等领域）电子牌、社会车辆OBD（车
载诊断系统）、营运车辆GPS（全球
定位系统）、公交IC卡、轨道刷卡等
16类数据。

也就是说，市民的日常出行中，
随身带手机、乘坐公交、轻轨刷卡、自
驾经过收费站、打出租车等，都会为
交通大数据的海洋增加数据“水滴”。

“这些数据和相关信息都是匿名
的，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
收集和保密处理。”

市交通规划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利用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对交
通大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处理后，才
能为城市组团做出“诊断”。

比如说，城市中，人来车往，看
似没有规律。但运用大数据分析，
就能筛选出一段时间内人群的活动
规律。

下一步，将重庆主城分为若干个
组团，根据人群活动规律，分析出哪
些组团之间人群来往最频繁。术语
称为“出行联系”。

可别小看“出行联系”，掌握了
它，就能对主城各个组团“解剖麻
雀”，进行评估和诊断。

以人气最火爆的观音桥片区为
例，2018年8月的数据显示，人和片
区的居民最喜欢往观音桥片区跑，日
均出行超过14万人次。

而从整个观音桥片区的出行量
来看，其中33.7%都是跨组团出行。
也就是说，观音桥每迎来100人次出
行，其中就约有34人次来自其他组
团。

这些人到观音桥干什么呢？一
部分是去上班。仅在就职通勤方面，
渝中片区每天有2万人前往观音桥
片区通勤。

另一部分是购物。观音桥商圈
周末单日吸引约19.8万人，其中七
成以上为主城长期驻留人口（即在主

城停留超过18天以上）。
从普通市民看来，观音桥片区人

气火爆有了数据证明。但从内行的
角度看，高志刚则指出：“一方面，观
音桥的‘火’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
面，大量人流、客流持续涌入观音桥，
对组团和商圈造成了压力。”

也就是说，在“火”的背后，也体
现出城市多级商业中心体系尚未完
善，人群购物需求还不能在本组团内
得到满足。

这就是交通大数据为城市组团
“体检”后，拿出的一份“诊断报告”。

主城北部区域
为何会新增商圈？

拿到“诊断报告”，“对症下药”就
有了依据。

近年来，主城北部区域新建了一
批商圈，如嘉州新光天地、爱琴海购
物广场、宜家-奥特莱斯等。

为什么要新建这些商圈？因为
主城北部区域人口快速增长，带来居
民消费快速增长。

“2018年底的数据显示，主城北
部区域长期驻留人口已经超过300
万。”市交通规划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此，重庆主城北部区域近几
年陆续开通了前述商圈，作为次级商
业中心。

这些商圈表现如何？交通大数
据也有把握。

2018年底数据显示，爱琴海、新
光天地、宜家-奥特莱斯周末单日各
分别吸引约1.8-2万人，其中接近八
成是主城区常驻人口。其中，新光天
地、爱琴海的客流吸引平均距离为
5.1-5.3公里。

此举效果显著。以人和片区为
例，跨组团出行中，购物目的的出行
比例从2014年的45%，大幅降低到
2018年的36%。

这意味着，主城北部区域的居
民，基本能在家附近满足购物需求。
新增商圈的“药方”开对了。

交通大数据的分析结果也显示，
另外一些时候，已开出的“药方”也需
要进一步优化。

部分公交优先道
为何还需优化？

2018年，重庆修建了多条公交
优先道。交通信息综合平台监测显
示，建成后大部分公交优先道运行效
果明显改善，客流小幅增长，运行效
率较开通前提升40%以上，日均客
运量平均增长4.7%。

但是，也存在部分公交优先道效
果欠佳、需要进一步优化的问题。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对交通大数
据进行综合分析后，协助市公安交管
局提出了“药方”：针对部分路段，可
以将公交优先道的设置与定向车道、
车型管理综合考虑，提高优先道的综
合利用效率。

例如，机场路东环立交往金渝立
交方向，公交优先道与定向车道共
车道设置，机场路其余区段的公交
优先道也允许出租车、多乘员车辆
（3 及 3 人以上）和中、大型客车借
道。实践后，此举有效地提升了该路
段的通行效率。

不过，有细心的读者想问，交通
大数据的“诊断”结果就一定准确
吗？除了监测路况，交通大数据怎能
分辨人们出门的目的是工作、购物、
还是休闲娱乐？

“这需要对大数据进行分类、综
合分析，主要经由不断深化的大数据
算法来实现。”高志刚介绍，交通大数
据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手机信令。人
们出门时随身携带手机，根据信令停
留的时长、位置、频率，可以分析出不
同的出行目的。

例如，手机信令在夜间最频繁
出现的地点作为居住地，工作时段
最频繁出现的地点，有可能是工作
单位，其它的停留点可能是购物、休
闲地点。

在此基础上，结合停留时长、出
发到达时间、所在位置的用地开发类
型，更准确地识别购物、游憩、就医、
上学等目的。

此外，大数据算法还会对同期数
据不断进行比较，多方面考察和优化
计算结果，力求使大数据挖掘结果更

准确。

为何能给城市建设
和规划提供参考

仅仅“诊断”交通路况，还不是交
通大数据应用的全部目的。

2018年起，依托重庆市交通综
合信息平台和相关大数据做出的分
析结果，已经应用到城市规划领域，
参与指导城市土地投放。

“交通大数据能够为城市规划提
供可视化、数据化、全面化的参考。”

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副总工程
师唐小勇说，提起城市规划，人们
最怕的就是决策“拍脑袋”“凭感
觉”。过去，技术条件有限，城市的
许多基本情况只能靠实地踏勘、摸
排等采集，很难摸清城市真实的全
貌。

如今，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局及相关部门
支持下，该平台已经成为重庆最全面
的交通数据汇总、处理、共享平台，完
成了11个部门(单位)的数据汇集，实
现了人口出行活动、车辆出行、道路
运行、公共交通客流及服务的全面监
测。

高志刚说，通过交通综合信息平
台，不仅能及时判断堵点，还能预测
次日堵点，并进行同比比较，形成定
期交通状况报告。

从更广的层面来说，相关部门
还能通过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了解
到，哪些轻轨站周边缺乏公交覆
盖？哪些小区的居民还需要步行长
时间才能到公园？哪些组团的就业
机会还不够，常驻人口需要跨组团
就业？哪些居民区附近还缺少学
校、幼儿园……

打个比方，掌握了交通大数据，
从某种意义上就掌握了城市这个庞
大生命体的“一呼一吸”。

市交通规划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后，他们将更好地运用交通
大数据的分析结果，更深入地参与到
城市规划、建设中，将重庆打造得更
加宜居宜业宜游，为更多市民提供美
好的高品质生活。

●重庆市交通综合信
息平台每天平均收集12亿
条数据，来源于手机信令、
社会车辆车载诊断系统、
营运车辆GPS、公交IC卡、
轨道刷卡等16类数据。

●每天12亿条数据需
要经过筛选、整理、分析
后，才能形成极具价值的

“大数据”，可以分析出不
同的出行目的。

●用途1：为城市交通
运行提供参考，如预测次
日早晚高峰开始、结束的
时间，可精确到分钟。

●用途2：对大数据进
行分析，出具城市片区“诊
断报告”，为城市的规划和
建设决策提供参考。

明天天气怎么样？要回答这个问题，人们会立刻查
看天气预报。

那明天的路况呢？交通大数据能告诉你。
2018年11月，市公安交管局与市交通规划研究院联

合研发的重庆交通大数据资源池分析研判平台投用。这
一平台能对次日的主城区路况进行预测，早晚高峰开始、
结束的时间可精确到分钟。

而如今，在重庆，交通大数据的用途已不仅仅是预测

路况，它还能为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靠啥来参考？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高志刚介

绍，重庆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每天平均收集12亿条数
据。海量的数据，经过筛选、整理和分析后，会变成极具
价值的“大数据”，为城市的交通运行以及规划、建设提供
参考。

3月4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探索交通大数据之所以能“诊断”城市建设情况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