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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近这些年,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工作的大面积推进,城市建设工作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智慧
城市建设理念也逐渐被用到了城市建设工作中。所谓的智慧城市建设也就是在城市建设中运用先进的
科学技术,以此来达到优化城市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目的。在城市建设中,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其中一项
重要内容,智慧地铁的建设就是城市轨道交通为顺应智慧城市建设而开展的一项城市建设工作,智慧地
铁建设工作的进行,必须基于自身的发展需求,做好地铁车站、地铁线路的升级改造工作,在科学技术的
推动下朝着地铁建设目标而努力。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智慧城市背景下建设智慧地铁的重要意义,围绕智
慧地铁建设工作的具体实施展开如下探讨。
[关键词] 智慧地铁；智能化；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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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large-scale promotion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urban construct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and the concept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has gradually been applied to urban construction.
The so-called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s to use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urban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optimizing urban public infrastructure service facilities. In urban construction, urban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 the wisdom of the subway construc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is to adapt to the wisdom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urban work, wisdom and
subway construction work, must be based on own development needs, to do a good job of upgrading the
subway station, subway lines, Unde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ward the goal of subway
construction and efforts. In view of this, based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mart subwa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mart c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of smart subway construction as
follows.
[key word] Smart subway;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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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模式下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从而为

们带来更加舒心的体验,加速地铁行业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管理工作是以

人们的公共出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的发展进程,同时还能够提高我国的经

1 智慧城市背景下建设智慧地
铁的意义

济发展水平,为建设智慧城市奠定良好

人为主,以信息系统为辅进行的。在大数
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1]
的基础 。

2 智慧地铁的特征

技术快速发展的前提下,这些技术以其

智慧地铁建设是在智慧城市建设理

信息驱动以及数据赋能效用在建筑领域

念下发展起来的,智慧地铁的建设是在

2.1自感知、自决策

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因此,在城市轨道交

应用高科技理念的前提下,使用先进的

和船通过的地铁系统相比,智慧地

通建设管理工作中,也可以借鉴新一代

服务技术来建设地铁工程项目,在智慧

铁建设工作需要在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

的信息技术,将信息技术和建设管理深

地铁建设理念的引领下,能够达到提高

设备的辅助下来完成,比如,运用先进的

度融合起来,积极探索全新的发展模式,

地铁运输能力、服务水平以及乘客体验

传感设备和智能终端,再在互联网等先

确保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作在全新的发

的目的。智慧地铁的建设不仅能够为人

进通信方法的协助下,可以实时感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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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各要素的状态。同时,大数据技术的

以自动识别,并且进行模糊搜索,最终找

乘客携带了金属违禁物品就能够准确识

使用,还能够对大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分

出最佳答案,然后用语音以及触屏的方

别出来,对于那些漏过背包检查的乘客,

析处理,从而将海量的数据信息整理成

式提示乘客进行操作。地铁车站中的自

也可以通过智慧安检系统识别出来,将

为制定决策的依据,这样一来也就实现

动售票系统在为乘客提供便利的同时,

存在漏检以及可疑问题的乘客信息推送

了地铁的自主决策和感知功能,有利于

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工作业量。自动

给车站综合管理系统和车站智能运行系

为人们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服务。

售票系统除了要具备售票功能之外,还

统,再将其自动弹窗到车站控制室的综

2.2自适应、自成长

需要开放车站智能运行以及综合管理系

合监控屏上,民警手持终端也就能够同

通过对大量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

统接口,以便乘客在进出闸机时候,为乘

步接收到相关信息,联动站内各岗位对

智慧地铁就能够自主学习和辨识外部环

客提供开启或者关闭闸机的服务,同时

异常情况进行处理。智慧安检系统的使

境、企业、乘客以及政府等多元主体的

还可以服务乘客自主购票、乘车以及处

用,具有降低安检工作任务,减少工作量

需求,在此基础上,将新思想和新理念融

理乘客的异常票卡等,为乘客提供全方

的作用。

入到地铁建设中,从整体上实现整合创

[3]
位的服务 。

新,确保地铁能够自主适应内外部条件

3.2人脸扫描进站系统

3.4视频自动巡检系统
视频自动巡检系统顾名思义是以视

的变化,以便为人们出行以及企业发展

车站人脸扫描进站系统是在强大的

频的方式来巡检地铁车站的异常行为,

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务,在为需求侧提供

数据库支撑下运行的,该系统效用的发

借助视频分析功能能够准确掌握监控区

智慧响应的同时,为供给侧提供智慧服

挥,主要是借助智能视频分析技术来完

的客流密度,以此来分析乘客的行为。视

务。由此可见,智慧地铁是一种不断融合

成对人脸的识别,从而为解决逃票问题

频自动巡检系统感知得到的数据,可以

提升的发展过程、持续创新的发展模式

提供便利。视频图像采集设备是运用人

借助通信接口传输至车站智能运行系统

以及不断适应新需求的发展状态,具有

脸扫描进展系统的载体,通过在车站进

中,以此来提高监测数据的精准性,并且

[2]

自适应、自成长的能力 。

出闸机两端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设备,能

能够实现对整个监测范围的全方位覆

2.3以人为本、高效协同

够用来采集各区域中的视频图像。智能

盖。在深入分析客伤情况以及可疑物的

地铁的本质属性和其他公共交通相

分析服务器的使用,还能够分析每组闸

基础上,发出告警信息,并且自动弹窗到

同,区别在于地铁的容量大。相比于私人

机区域的钻爬检测以及跨越检测等违规

车站控制室的综合监控屏幕上。这样一

交通,人们在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时候

行为,具有自动抓拍三张逃票行为以及

来,不仅减少了人工巡检的时间花费,同

无需处理列车基础设施相关的工作,但

保存15秒钟的视频片段的作用,可将其

时,还有利于车站的安全稳定运行。在上

是,地铁这类公共交通在出行时需要处

作为查证逃票行为的依据。借助网络通

下行车站中,为了能够全面采集车站中

理和其他乘客以及运营管理人员之间的

信接口向车站智能运行系统以及综合管

各个重要区域的客流密度数据,就需要

关系,这样一来,就会为乘客带来不舒适

理系统自动推送逃票告警信息,并且将

将网络摄像机分别设置在这个关键区域

体验,让乘客感受到空间压迫感。正是由

其自动弹在车站控制室的综合监控屏上,

[5]
中 。对于客流量大的那些出入口,需要

于地铁是公共交通的属性,无法为乘客

之后将其同步推送到站务员的手持终端,

将网络摄像机设置在站外,通过网络摄

提供从起点到终点的一站式服务,要想

由车站员工进行查证,同时在数据库中

像机来分析异常逃票行为。通常情况下,

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还需要接驳其他

自动记录逃票乘客的特征信息,以此来

主要将网络摄像机设置在客流量相对较

交通方式,进而降低了交通出行的便捷

提高车站人员精准督查潜在逃票行为的

大的自动扶梯处,主要是因为这些区域

[4]

性。对于个体出行,智慧地铁更加注重各

效率 。为了能够给乘客提供个性化的

容易出现摔倒以及踩踏等异常行为,借

个业务系统之间的资源整合,要确保实

服务,可以采取增加智能专用通道的措

助视频分析服务器,能够更加直观地分

现乘客与基础设施、乘客与列车以及乘

施。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和掌静脉识别技

析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在此基础之

客与他人之间的协同,以便能够为乘客

术自主对特殊人群进出站提供便利。

上,CCTV的使用,能够及时将相关数据信

带来良好的出行体验,从而将地铁和气

3.3智慧安检系统

息传输到综合管理系统中。需要设定多

态交通工具高效衔接起来,确保智慧地

智慧安检系统具有自动识别乘客携

少个视频分析服务器的数量,需要根据

带危险物品的作用,通过将危险物品的

分析图像和分析算法来确定。通常情况

3 智慧地铁的技术应用

相关信息录入到智慧安检系统中,一旦

下,视频分析服务器并不是独立的,需要

3.1智慧客户服务终端

该物体经过安检系统,就能够被自动识

成套使用,除了要用来分析站台的客流

铁效用的充分发挥。

触屏和语音是车站客服终端可用的

别出来。在智慧地铁安检系统中,主要用

密度之外,还需要对出入口和自动扶梯

两种方式,乘客在接近终端设备的时候,

到的安检设备有智能视频分析系统、智

等容易出现问题的区域进行分析,用来

设备将会自动感知乘客,并问候乘客,只

能安检终端以及安检门等,具有分析候

分析乘客的行为。网络摄像机的使用,

需乘客讲出自己的需求,终端设备就可

检区域人群、乘客异常行为等作用,如果

需要使其和视频接入交换机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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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智能乘车引导子系统应用于车站
中,主要是通过将智能导向显示屏设置
在车站出入口、站厅入口以及换乘通道
等区域来体现系统的应用效果,用来显
示车站换乘信息、车站车厢中的客流拥
挤情况以及车站诱导信息等,通过向乘
客实时发布车站中的相关信息,为乘客
提供良好的候车以及乘车体验,实现对
整个车站信息的全面覆盖。使用智能分
析技术和实时数据接口技术,能够为引
导乘客乘车实时发布相关信息。智能乘
客引导子系统主要是基于车站综合管理
系统平台以及智能乘车引导子系统来发

图 1 视频自动巡检系统架构图

挥作用的,通过使用模型算法,能够勉强
乘客进行信息发布,为乘客乘车提供引
导。如图2所示,子系统主要是由乘客信
息主机、乘客信息服务器、接入交换机
以及乘客信息终端等构成的。

4 智慧地铁的实施方法
4.1建立CPDEG策略
智慧地铁建设工作涉及范围比较广,
包含了对整座城市轨道交通网的规划、
建设、运营、维护以及经营等多个方面
的内容,是一项业务场景复杂,建设周期
长的工程项目,由于每个城市的规划方

图 2 智能导向系统架构图

案不同、地形情况也各不相同,城市轨道
的建设目标也不同,因此,在具体开展建
设工作的过程中,技术方案的使用需要
技术人员积极探索,没有可供借鉴的行
业标准。再加上智慧地铁的建设理念刚
刚兴起,各项工作的实施基本处于培育
阶段。多方面的因素都决定了智慧地铁
的建设需要积极探索新的方法,无法沿

图 3 智慧地铁的实施策略

用传统的建设管理办法。值得注意的是,

再由接入交换机将其接入到如图1所示

信息的采集工作。同时,使用智能分析服

智慧地铁建设目标的制定必须结合实际

的既有CCTV网络。

务器,还能够用来实时掌握车站的客流

情况进行,严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控

3.5客流监测系统

密度,显示车厢中的客流拥挤状态；通过

制建设风险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并且

运用客流监测系统,能够为车站更

将综合管理系统与车辆信息结合起来,

要做到兼顾全局。因此,智慧地铁的建设

加直观地分析客流的分布情况以及发展

能够准确定位进站车辆,让候车乘客明

可以在运用循环机制的基础上,使用如

趋势提供便利。该系统的使用,主要是借

确等候列车的到达时间,以免乘客产生

图3所示的策略,也就是需要经过构想—

助列车称重数据采集技术以及最佳候车

焦躁情绪。同时,还能够通过分析车厢中

方案—试点示范—评估完善—全面推广

区域算法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实时分

的客流密度为候车乘客提供准确的车厢

这一流程。在具体落实该实施策略的过

析车站中的客流情况,从而为引导乘客

内信息,以便候车乘客根据自己的实际

程中,可以有效利用现阶段的可用技术,

乘车提供便利。通过在车站出入口以及

情况作出是否需要继续等待或者乘车的

将暂时不够成熟的项目移到下个环节进

车站候车区域等人口集中的区域安装视
频图像采集设备,能够实现对相关区域

[6]

选择,提升乘客的出行舒适度 。
3.6智能导向系统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行优化完善,但是,需要将相关接口预留
[7]
出来,形成一个闭环过程 。为保障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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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建设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就需

建立其完善的智慧地铁系统建设标准,

了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化工程的建设进

要做好市场调研工作,全面分析内外部

从而立足于行业、政府以及企业等层面

度。所以,国家或者行业应该针对建设资

客户的实际需求,以便将策略实施过程

制定科学合理的制度。标准的制定,必须

金出台相应的政策,为智慧地铁项目建

中的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样一

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现存的市场

设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可靠的支撑。(2)

来才能够为建设高质量的智慧地铁工程

化竞争格局,对市场上的先进技术水平

产业生态支撑。随着智慧地铁建设工作

项目提供可靠的保障。

进行分析。同时,政府制定的智慧地铁建

的逐步推进,对技术和装备也提出了更

4.2形成顶层设计

设标准对广泛性的要求比较高,为确保

高的要求,因此,就需要建立城市轨道交

顶层设计理念来源于系统工程学,

标准的适用性,就需要分析各个区域的

通高端产业生态联盟,建立新型生态环

侧重于某项工程“整体理论”的具体化,

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积极鼓励广大市

境,积极引导企业不断进行创新发展,做

即是对理论的落实。如今,智慧化试点项

场主体参与到标准的制定中,为智慧地

好老旧设备的升级工作,将智能化、数字

目的建设工作比较零散,通常面临着单

铁产业装备的发展打开局面。此外,为规

化的装备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作

一问题,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架构。因此,

范智慧地铁的技术等级水平,可以在行

中,创造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智慧地铁

智慧地铁的建设工作需要面向智慧建

业协会的带领下,建立行业性标准,确

工程项目,形成完善的智慧地铁产业体

设、智慧运维以及智慧服务等层面发展,

保智慧地铁建设工作朝着标准化的方

[8]
系,为城市提供高质量的交通服务 。

注重顶层架构的体系化以及系统化。因

向 发 展 ,尽可能减少装备无序化的现

此,为了能够取得良好的设计效果,首先,

象。另外,各个地铁运营企业也可以建

5 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智慧地
铁建设的未来发展方向

必须从整体上掌握城市轨道交通业务,

立适合自己当地的智慧地铁标准,在具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智慧地铁的建

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建设目标和建

体落实的时候做到整体标准和局部标

设发挥着关键作用。尽管我国大多数城

设方向,深入分析业务的实施难点和要

准的统筹兼顾。

市都在加速开展智慧地铁建设工作,并

点,合理规划智慧地铁的建设内容。在此

4.5保护知识产权

且取得了良好的建设成效,但是,由于受

基础之上,为了能够进一步确定技术路

智慧地铁工程项目作为一项系统且

到我国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和建设速度的

线,还需要对策略建设内容的实施路径,

又庞大的项目,该项工作的具体开展能

影响,智慧地铁项目的实施效果存在着

形成粗略的技术方案。最后,就是对设计

够衍生出大量的智力创造成果,因此,做

很大的差距。因此,未来在开展智慧地铁

方案的细化,要求将策略的技术方案细

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非常关键。知识产

建设工作的过程中,必须不断进行发展

化成可实施的内容,并且通过运用管理

权能够为权利人提供最为经济有效的创

创新,制定完善的智慧地铁建设方案,确

制度,实现体系化设计以及对建设运营

新激励,能够确保创新活动朝着更高层

保我国各城市智慧地体建设工作的规范

工作实现智能化管理。

次发展。同时,保护好知识产权还具有协

化开展。整个建设工作开展的过程中,

4.3加强融合创新

调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利人之间关系的作

要重视智慧地铁各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共

建设智慧地铁的关键在于创新,通

用,提高了知识产权的配置效率。围绕知

享效果以及信息系统的利用程度,保障

过运用创新思路和创新技术来达到建设

识产权保护原则,不仅要全面落实原创

[9]
智慧地铁的建设成效 。同时,对于示范

高质量地铁工程项目的目的。创新工作

性成果的保护工作,同时,还需要注重成

性的智慧地铁建设方案,需要在行业内

的落实,主要体现在产品、服务、业务、

果的转化和利用,为加速智慧地铁的建

部进行展示,使其在促进其他线路或者

管理以及制度等方面,对于产品的创新,

设进程提供可靠的保障。需要注意的是,

其他城市智慧地铁建设工作中发挥出关

需要加大对智能化基础设施、运维系统

数据作为建设智慧地铁的载体,在做好

键作用。此外,必须重视智能化设备和高

以及安全装备的研究力度,以便为进一

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过程中,怎样才能

新技术在智慧地铁城市建设工作中的应

步提升智慧地铁的建设效率提供可靠的

够将地铁企业运维数据的价值充分体现

用效果,确保智慧地铁真正实现智慧运

保障。对于服务的创新,需要充分利用智

出来,也是值得深思和急需解决的一个

营、智慧客服以及智慧维护,使整个城市

慧地铁现有的“智慧”属性,提供全方位

问题。

的交通服务水平得到质的飞跃。

的服务内容,以此来提升人们的出行质

4.6政府和产业界提供引领和支撑

6 结语

量,尽可能减少人力成本,帮助人们节约

(1)国家政策引领。在地铁工程项目

总而言之,面对城市道路交通的拥

更多的时间干更重要的事情。制度创新

的前期建设阶段,智慧地铁的建设内容

堵情况,地铁出行是乘客的最优出行规

需要以政策改革进而社会变革为前提进

超出了设计范围,由于该阶段的内容缺

划,而智慧地铁的出现,更是为乘客的出

行,在政策要求范围内创新人工智能等

少建设依据,所以,项目建设工作很难立

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不仅为乘客带来

方面的发展因素。

项。并且在建设智慧化项目的初期阶段,

了智能票务服务、路线规划服务等实质

4.4制定多层次标准

必然会面临资金投入加大的问题,但是,

性的服务体验,同时,对于地铁项目自身

通过对现有的资源进行整合,能够

由于相关配套设施比较落后,进而延缓

的发展而言,还能够自动实现故障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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