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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 智能交通系统（ITS）是将先进的信息技术、数据通讯传输技术、电子传感技

术及计算机软件处理技术等有效地集成运用于整个地面交通管理系统而建立

的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系统。 

智能交通 

城际交通 

城市交通 

高速公路收费、监控、通信系统、交通信息服
务系统、物流信息系统。 

城市公共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城市交通管理、
车载导航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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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城市智能交通是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提高运输
效率，保障交通安全，缓解交通拥挤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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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智能交通满足了
多方的实际需求 

交通管理者： 
1）减少事故（仅2010 年11 
月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19802 
起，造成6641 人死亡、
20930 人受伤）； 
2）缓解拥堵（传统方法：城
市规划、修建道路、限号限购
都有明显的缺陷）； 
3）方便管理（警力不足以全
面覆盖，集成指挥平台可实现
对各子系统的高效指挥管理）； 
4）创造收入（违章罚款，一
套新电子警察系统半个月左右
可收回成本）。  

运营及个体出行者： 
1）减少通勤时间； 
2）享受信息服务。根据湘
财证券的调查，大部分受访
者（包括地铁、公交、私家
车出行者）均表示愿意为减
少通勤时间付费，最需要的
智能交通系统是信息服务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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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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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 

• 算法、芯片和集成电路商：基本被国外研究机构和SONY、PHILIPS、TI、

ADI 等国外厂商垄断，利用掌握的核心技术保持着较高的利润水平。但这些

电子巨头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比较激烈，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之间存在较大替代

性，另外国内厂商如华为海思、中星微电子等后起之秀进步也非常迅速，所

以单个研究机构或厂商对产品制造商的影响不明显。 

• 数据提供商：主要指具备电子地图制作资质的厂商，目前仅有11家单位获得

该项资质，行业准入门槛和集中度很高。国内道路交通信息采集数据由政府

部门掌握相对不公开，部分电子地图制作厂商也开展了部分交通信息服务业

务，数据来源主要是浮动车采集和部分政府提供数据。 

• 硬件制造商：提供智能交通系统硬件设备。受限于国内外交通管理模式、管

理理念的巨大差别，市场参与者主要是国内企业。目前硬件市场处于高度竞

争状态，普遍缺乏核心技术，产品同质化严重，总体价格呈现下滑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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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 

• 软件制造商：行业内的专业软件制造商主要指软件平台系统提供商，如GIS平

台提供商ESRI，超图软件，数据库系统提供商Oracle和基于GIS平台做二次

开发应用的北大千方等，涉及到各个细分市场，包括电子地图开发，交通信

息汇集、发布、仿真、决策等各个领域。产品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市场集中

度和毛利率水平高，但需要持续大量的研发投入。  

销售模式 

软件销售 

整体解决方
案 

软件开发企业以软件授权的方式销售给系统
集成商或最终客户，并提供安装、调试以及
其他售后服务，软件开发企业按照安装的终
端数量收费。在一次性收取销售款项后，还
可每年收取软件的升级服务费用。 

向政府、集成商等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和订制
服务，按照合同规定进行系统设计和开发，
开发完成后交付用户使用，并由公司提供安
装、调试、集成以及其他售后服务。付款一
般按照项目进度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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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 

• 系统集成商：系统集成商提供全面解决方案，以招投标方式承包工程，在工

程建设中投入外购或自主开发的嵌入式软件以实现整个系统的特定功能，提

高系统使用的附加值，并通过工程承包收入收回软件的研究开发投入。 

– 面对不同产商的产品，在行业标准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对集成商的技术水平和工

程资质有较高要求。 

– 主要采用集成商垫资模式或BT模式，需要垫支大量资金。 

• 运营服务商：我国智能交通管理系统行业目前尚处于标准制定与完善阶段，

行业内企业几乎全部扮演着系统集成商和产品供应商的角色，运营服务商的

角色相对缺失。未来随着行业技术标准逐渐统一，城市智能交通软硬件系统

进一步完善，车载和移动设备进一步普及，交通信息服务产业将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智能交通运营服务商将在行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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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 

• 咨询设计商：主要涉及的领域为向最终用户提供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设计与

咨询服务，一般不涉及系统的建设与产品供应。目前咨询设计商主要是国外

专门咨询企业和国内科研机构，部门地方政府部门和系统集成商也有专业的

规划设计团队。设计咨询商通过课题研究、专项咨询设计等方式取得项目，

其资金来源以科研课题居多。随着智能交通的专业化、普及化，商业咨询将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 客户：我国智能交通建设的主要客户为各地政府、交通管理部门、道路规划

和建设管理部门等，目前大多属于政府采购的内容，通过政府采购的流程采

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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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状况——需求不断扩大 

• 我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不到18%
增加到2008年的45%，年均增加
1%。  

• 根据建设部的统计显示，我国城市
人均道路面积仅为10.6 平方米，远
低于国外城市人均道路面积15-20
平方米，同时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
正以15%的高速率增长，而城市道
路的增长率则仅为3%左右。 

 

部分城市交通拥堵现象日益严重。
据中科院发布的《2010中国新型
城市化报告》显示市民平均每天
上班时间（单程）大约为30分钟，
其中北京最长，为52分钟，广州
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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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状况——需求不断扩大 

• 根据计世资讯的统计，目前我国的市级建制城市已达668个，非农业人口在20万以上的城市

有319个，建立一个交通指挥中心平均投资额约在7,000万元左右，如果20万人口以上的城

市均在8年内建成功能较为完善的指挥中心，其投资额约为190亿元。同时，北京、上海、

广州等特大城市需要大量城市快速环路及干道交通监控、诱导系统的规划、投入与建设。再

考虑城市交通管理的其他项目及部分中小城市的信息化建设投入，保守估计，2009-2016年，

中国城市道路智能交通系统的总投资额将达到1077.5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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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状况——政策支持 

时间 政策 作用 

2003年12月 公安部《公安交通指挥系统建设
技术规范》 

首席就公安交通指挥系统的分类、功能、资源配置、技术性
能要求等进行明确释义并制定相关标准 

2005年12月 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05年本）》 

“省市道路及智能交通体系假设”、”城市交通管制系统技术
开发及设备制造”、“城市建设管理信息化技术开发”属于国
家鼓励发展的产业 

2006年2月 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将“交通运输业”列为11个重点领域之一，并将“智能交通
管理系统”确定为优先主题 

2008年4月 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将“智能交通技术”列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 

2009年4月 国务院《电子信息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 

将新型电子信息产品和相关服务培育成消费热点，以信息技
术应用带动传统产业改造，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进一步融合 

2010年5月 公安部《公安交通指挥系统建设
技术规范》 

对公安交通指挥系统的基本功能及资源配置标准进行修订 

2011年4月 交通部《交通运输信息化“十二
五”规划》 

明确提出要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交通运输管理能力和服务水
平 

即将 交通部《2012-2020 年智能交通
发展战略》 

细化战略目标主要包括技术、集成应用、产业化和标准化四
个重点。在关键技术方面，明确支持数据实时获取、交通的
数据分析处理等关键技术；集成应用方面支持公共交通服务
和城市交通协调管理、交通运行监管与应急处置、出行便利
化和信息服务、货物运输的组织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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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状况——2011-2012各地投资项目 

城市 智能交通计划或项目 计划投资额 

乌海市 
 

“智能交通”项目，分为交通引导系统、交通卡口系统、
交通测速系统、交通联网系统等8大系统和交通指挥平台。 

9千万 

福州市 建智能交通控制中心二期：制定信号灯配时标准、统一交
通信号机型号、更换信号灯灯具、实施信号机无线联网、
安装信号机UPS、增设信号灯信息采集设备等六个方面 

4800万元 

江门 道路交通智能控制指挥系统 逾1亿元 

北京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1700处综合信号控制系统建设项目启动 10-15亿元 

成都 新增600套固定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前端自动检测与记录系

统、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升级、三环路智能交通管控系统建
设工程等项目 

约2.7亿元 

郑州 智能交通计划两个平台十大系统 三至五年投资
4-5亿 

呼和浩特 智能交通管理与视频监控系统 2.6亿 

哈尔滨 智能交通综合枢纽 1.3亿元 

嘉兴 智能交通总体建设规划 到2014年计划
投资约6.1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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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状况——投资额不断上涨 

•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各地政府对智能交

通管理系统的建设日益重视，部分城市的智能交通管理已达到较高水平，但

城市之间建设水平差距较大，整体建设水平并不高，在系统规模、城市覆盖

率、设备数量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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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 

• 车联网——通过 RFID、无线传感器网络等技术，实现在信息网络平
台上对所有车辆的属性信息和静、动态信息进行提取和有效利用。 

• 移动终端、车载导航 

物联网的主要应用 

• 以软件开发和应用为核心，硬件产品将成为遵循特定协议下的即插
即用设备，系统集成业务将越来越依赖于软件业务能力 

智能交通管理整体解决方案 

• 无论是集成商垫资模式还是BT模式，都需要智能交通企业垫支大量
资金。 

• 易华录公司在与开封市政府合作过程中采取了“企业贷款建设、政
府分期还款”的创新模式，有效改善现金流。 

改进传统的垫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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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案例 

时间 融资方 投资方 金额 

2012.6 北京四通智能交通系统集成
公司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有限
公司 

1.19亿元收购
75%股份 

2011.8 上海博康智能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英特尔 

N/A 

2011.7 北京中交兴路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中关村发展集团 5000万元 

2010.7 亿阳信通 IBM中国、江苏高科投 5000万元 

2010.2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有限公司 瑞穗、GE Capital、英特
尔投资和淡马锡 

5300万美元 

2009.3 北京航天智通科技有限公司 西门子创业投资（SVC）、
太平洋远景投资 

N/A 

2009年初 成都深港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泰紫荆投资 N/A 

2009年初 银江股份 英特尔投资 2000万元 

2008.7 北大千方 赛富投资 15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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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智能交通能够减少拥堵、降低交通事故、节约时间和资源 

智能交通产业链庞大、清晰，目前大多为政府采购内容 

市场需求量大，政府、业界投资额迅速上升 

将更多的体现物联网应用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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