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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治理正向着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方面发展，建设绿色、安全、智
能的“数字城市”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
向。在9月中旬举办的“2020线上中国
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智博会）上，与会
专家提出，用“数字孪生”的新理念、新技
术，可将城市建设与管理提升至“细胞
级”精细化治理水平。

创新设计理念，引入“数字孪生”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三个要
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
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先生认为，城市治
理首先需要有高素质的治理主体，这是
人为主；其次必须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和
机制，这是制度为主；此外，还必须有先
进的治理手段，这是工具为主。他认为，
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要加强对“工具”
的应用。

新技术驱动着城市建设与管理模
式的创新。当下，“新基建”提速推进，
随着CIM（城市信息模型）、5G、AI（人工
智能）、云计算、边缘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发展
模式从传统的粗放式开发建设逐步向
科学规划、高质建设、精细治理全过程
升级。与此同时，新经济下消费结构升
级，带来需求层面要求提高，宜业、宜
居、安全、环保的城市建设的要求也更
加显见。

“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绿色、
安全、智能的‘数字城市’是未来的发展
方向。但是目前城市在规划、建设、管
理上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广联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刘谦在论坛

上表示，这迫切需要新的机制、新的手
段来推动数字化、智慧化管理体系建
设，比如采用数字化方式，把政府治理
全过程，包括规划、建设、管理等全过程
实现在线化，同时对要素进行数字化模
拟，再进行智能化的仿真和决策。在他
看来，借助数字化手段，探索城市安全
监管新思路、新模式，实现“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张蓝图干到底”，支持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安全高效管理，势
在必行。

建设绿色、安全、智能的“数字城
市”，必须创新管理模式。与会专家认
为，首先要创新设计理念，引入“数字孪
生”的核心理念。

什么是“数字孪生城市”？“数字孪生”
是指通过对物理世界的人、物、事件等所
有要素数字化，在网络空间再造一个与之
对应的“虚拟世界”，形成物理维度上的实
体世界和信息维度上的数字世界同生共
存、虚实交融的格局。如果物理世界是一
个工厂，则对应的数字世界是数字孪生工
厂；如果物理世界是一个城市，那么对应
的数字世界即数字孪生城市。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城市的模拟、
监控、诊断、预测和控制，解决城市规建
管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全面提
高城市资源配置效率和运转状态，将城
市建设与管理提升至‘细胞级’精细化治
理水平。”刘谦进一步解释道。

“数字孪生城市”怎么建

“数字孪生”已连续三年被Gartner
（高德纳）列为十大战略技术之一，这一
技术越来越受到智慧城市建设的青睐。
今年8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德仁在全球地理信息开发者大会
（WGDC2020）上表示，数字城市的最高
阶段是数字孪生的智慧城市，基于数字
孪生的智慧城市将实现在网络空间对物
理空间的现实城市的智能运控与管理，
为城市交通、电力监测、公共卫生管理等
能力均带来提升与突破。

其实，《南京市数字经济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20—2022年）》已经提出

打造数字政府和数字孪生城市，全国其
他一些城市也提出了建设“数字孪生”新
城的规划。近年来，基于全方位城市信
息模型（CIM）的解决方案已在包括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建设管
理、青岛中央商务区综合治理管理等项
目上落地应用。

南京江北新区则在去年就已对“数
字孪生城市”列出详细规划。《南京江北
新区智慧城市2025规划》显示，建设

“数字孪生第一城”，江北新区将力争在
全国范围内率先建成高精度的数字孪生
城市信息模型，把新区直管区386平方
公里区域内的人、物、事件等进行全要素
数字化，完整映射到城市信息模型中，并
对其进行前瞻性预判，通过“虚实对应、
相互映射、协同交互”，促进孪生城市“城
市要素数字化和虚拟化、城市运行状态
实时化和可视化、城市管理决策协同化
和智能化”的“六化发展”。

“数字孪生城市”怎么建？“一个数字孪
生平台、一个运营管理中心、三类智慧应用
场景。”刘谦提出了一个整体架构：最底层
为网络及云基础设施；中间层是城市数字
空间基础设施，也是支撑城市规建管一体
化业务层和智慧社会服务层；第三层是三
类智慧应用场景，包括规划应用、建设应用
和管理应用；第四层是智慧运营中心，支撑
城市智慧化运营决策。“通过‘数字孪生城
市’建设，把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融合
为一体化平台，从而让城市变得更加绿色
和宜居，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加生态，同时在
面临外部不确定因素的时候，变得更加有

‘韧性’。” 本报记者 蔡姝雯 王 甜
供图 视觉中国

“数字孪生”，探索城市治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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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助推交通大脑
走向我们

今年8月，首个以浮动车轨迹作为
数据基础的“智慧信号灯”落地南京。不
同于传统的“一次性”红绿灯配时优化方
案，“智慧信号灯”通过对浮动车轨迹、地
磁、卡口等数据的验证，推导出路口的全
量交通信息，再通过模型“仿真”给出最
优方案。数据监测显示，自项目在高庙
路和螺塘路路段实施以来，工作日早晚
高峰平均延误时间下降超过10%。

当前，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在智能交通领域深度融合应
用，智能化汽车流量的实时监控、智能化
交通管制等，切切实实帮助城市改善了
交通痼疾，畅通了城市的血液循环系统。

“5G是数据世界的高速通道，交通
是物质世界的高速通道，二者的结合必
将加快未来世界运转的速度和效率，深
刻改变人类的命运。”主论坛上，中国电
信无线网优专家张志华说，借助5G的基
础通道，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也会加速，
人工智能必将在交通领域发挥巨大的作
用，“5G+AI将助推交通大脑走向我们。”

“与现有无线技术相比，5G更适合
车联网应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
主旨报告中表示，5G的增强移动宽带、
高可靠低时延性、广覆盖大连接特征，正
好是车联网所需。

“5G未来的高级应用场景，就包括交
通领域里的5G远程驾驶、AVP自动泊车、
VR导航等。”谈及5G技术发展及车联网
应用，华为路网数字化解决方案部总裁李
晋波，通过5G网络远程操控和远程视频
监控，可以确保司机远离港口矿区等危险
的区域；而精细化协同服务也可以通过
5G实现，比如在有突发事件时重新规划
路线，以实现精准出行，在发生危险事故

时给出变道提醒，以实现安全可视预警。
“以5G应用为例，当前，江苏智慧交

通建设‘陆水空’全面覆盖，涌现出一批
具有科技感的亮点工程和创新应用。”江
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副理事长游庆仲
介绍，苏州率先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示范
应用，吸引了50多家企业落户创业，已
落地无人物流、智慧泊车等多个应用场
景；常州在开放测试场地部署5G通信网
络、路侧边缘计算单元及多种感知设备，
推动公交车自动驾驶；无锡市已建成全
球规模最大的车路协同网络，并形成全
球第一个城市级开放道路示范环境……
在这些应用场景中，5G技术的高速率、
高效覆盖、稳定传输等综合性优势尽显，
可以说，5G给交通管理和服务提供了新
的支持工具，成为提高交通运输安全性、
经济性、便利性和可靠性的重要手段。

2025年全球15%的车辆
将使用车联网

智能交通涉及多个技术领域，孕育着
巨大的产业机会。“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大
型的移动智能终端，随着车联网不断完善，
这会是一个极大的市场。”邬贺铨说，一个
汽车有十多个CPU，汽车电子系统占到汽
车整个成本的30%到60%。未来汽车创
新的80%将来自汽车电子系统。

他引用华为GIV（Global Industry
Vision全球产业展望）预测：到2025年

全球15%的车辆将使用车联网，工农业
与矿山将首先应用自动驾驶。而据全球
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预计，2025年车
联网将带来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每年
挽救3万—15万人生命，减少废气排放
90%；到2030年，车联网产品和服务的
衍生商业模式，会使汽车行业收入增加
1.5万亿美元，而现有全球汽车产业规
模为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车联网相当
于再造一个汽车产业。

目前，国内很多地区如天津、重庆、
武汉等，都启动了车联网建设项目，我省
也正在推进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
南京、苏州、南通都已入选车联网典型场
景示范工程。我省已初步构建起涵盖技
术、标准、产品、应用、测试和服务体系的
车联网产业生态。

“目前的5G技术还需要针对车联网
应用进行优化。”邬贺铨认为，在抓住车联
网发展机遇的同时，需先解决5G技术面
临的一系列挑战。比如，城市车联网通信
距离短、中间节点少，针对公众通信而设
计的5G网络技术的优点在车联网中并不
能都得到体现；此外，车路协同的应用对
5G也提出了与公众网应用不同的挑战。
总之，信息技术需要与汽车技术配合，以
满足安全、节能、效率等要求。

随着5G的发展，智慧交通的关键性技
术V2X也在向5G-V2X进行演进。V2X，
意为vehicle to everything，即车与万

物的连接，搭配了该技术的汽车，可以让车
与车、车与路“对话”。全球跨行业组织
5GAA（5G汽车通信技术联盟）预计，从
2024年开始汽车制造商将“大规模引入”
5G自动驾驶技术，实现5G-V2X。2026
年开始，所有新型自动驾驶汽车都将包括
5G-V2X功能，从而开启汽车5G时代。

“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完善5G-V2X
标准，面向车联网做更多的创新和试
验。”邬贺铨说，智能驾驶的效果还需要
5G-V2X与车联网感知系统及车载电子
的无缝融合，目前车载电子及相应的汽
车软件是显著的短板，另外，车联网感知
系统成本还比较高。在城市交通密集地
区，车联网是典型的大连接。每辆车有
上百个传感器，连接到车联网涉及到身
份管理，如何使用灵活多样的身份管理、
完成车辆快速验证也是一个考验。

车路协同不能
只关注“车”与“路”

按照智慧交通的设想，堵车将不再
是难题，出行之前即可掌握一切道路信
息，根据大数据分析可以获知道路拥挤
程度、躲避拥挤路段、获取最佳出行路
线。而自动驾驶技术的使用，不仅能减
少疲劳驾驶的风险，还可以通过数据计
算避免人为错误，减少事故率，进一步保
障道路的畅通。一路畅通抵达目的地
后，再也不用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寻找

停车位，利用车位感知、视频识别、智能
读卡等技术手段，可以简单快捷地进行
车位查询、车位预约、车位分享等。

这一切看上去非常美好，但要真正
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打造道路平安畅通的强健“心脏”，疏
通城市“大动脉”，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智
能交通系统（ITS），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
实时、准确、高效的交通运输管理系统。

“交通的本质是安全与高效的移动，这
是智能交通的第一目标；其次是方便与舒
适；然后是增值消费和娱乐。”中国智能交
通产业联盟理事长王笑京说，目前国内车
路协同还面临一些困境，比如老百姓的刚
需和常见需求多数已经被前面的技术应用
所覆盖，比如车载导航、网约出租车等，而
新提出的应用场景又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商业模式不清，成本收益也无法评估。他
认为，交通领域对通信技术的应用既要与
时俱进，更要实事求是，应从交通运输的本
质出发用好各种新技术，要用交通的指标
来评估技术的实用性和经济性。

“车路协同不能只关注车与路，城市
马路上不是只有汽车，还有行人与弱势
交通参与者，要关注人与车的协同。”邬
贺铨说，一些发达国家的马路上基本是
汽车，我们的马路上还有不少快递车、自
行车、电动车，可以说，中国的车联网在
全世界是最复杂的，5G在车路协同上要
做更大的努力。要加强车路协同服务开
发，创新商业模式；互联网企业、通信设
备供应商、网络运营商、车企等需要协
同，考虑到车联网能优先用在矿山、港
口、大型施工现场、农场、林场中，还需要
跨行业合作；而除了技术问题，政府跨部
门间数据共享与管理协同是更大的挑
战。“汽车永远在路上，5G车联网的创新
也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 蔡姝雯

供图 视觉中国

打通人打通人、、车车、、路路、、网的数字闭环网的数字闭环——

55G+G+交通交通，，两条两条““高速通道高速通道””加速世界运转加速世界运转
智能交通是我国智慧城市建设需要突破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智能交通处于快速更迭的

新时期，不断涌现的新技术和交通工程之间的深度融合，正引发交通行业内新的变革。

9月21日，第四届交通信息化论坛暨智慧交通产品技术博览会在苏州举行。在主题为“跨

界融合——5G应用与智能交通”的主论坛及8个分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展开了头脑风暴，探

讨如何借助信息化技术，打通人、车、路、网的数字闭环，助力政府实现高效的交通出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