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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交通 

  管理



城市交通管理为法国擅长的领域，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促进业界创
新工具的发展。法国城市的特色，尤其是稠密的人口，促使高效的交通管
理系统一直走在前沿。企业和城市共同为城市定期评测这些管理工具，
以便解决当今的交通问题，并预测未来的挑战。在这个领域，法国的专
业知识在整个世界范围都有参考价值。  

创新并可互相操作，市区交通管理系统集结了一整群设备和服务：路口控制红绿灯、出入控
制设备、多样信息标识、不同传感器、车载设备、停车终端、通信设备、中央监控系统、信息系统
和服务。通过执行由各城市、国家、产业共同制定的标准，这些系统互相完美兼容。这些设备的
高质量和强健功能同样通过极其严格的认证流程进行检验。

这些系统自适应性强，很容易就能适应持续繁忙的车流。它们构成了诸多管理措施中的一个，
和人口高于十万的法国城市必备的市区出行地图（PDU）配合工作。交通管理系统服务于每一个
参与交通的人，通过利用主动交通方式（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减少个人机动交通的使用。

城市交通管理系统的运行依靠每个参与交通的人， 不管他们是公务员、基建管理者或
交通操作者。这些系统必须考虑每个区域的特性：法国工业和研究局也同样会用上他们在这个
领域知名的专业知识。最后，这些系统需要有资质人员的管理，以及有效的维护。高水准的职业
培训机会和高质量的维护服务能够满足这些需要。

解决 
车辆通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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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交通管理服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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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汽车在 二十 世纪的发展， 交通信号灯成为了愈发重要的交
通调整工具，也同时保证了司机、行人、自行车骑车者的安全。

如今，智能交通系统为改善交通管理，包括公共运输，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法国，交通命脉穿
行的人口特别稠密的大城市数量，促进了创新解决方案的产生。

调控
车流

主要手段 


车流的实时管理


车流交汇调整   

掌握 车流   ///    7

波
尔

多混合经济公司Gertrude Saem由波尔多城市社区于
1981年建立。其起始目标是减少公路的拥塞。其商业
化的系统如今被很多法国或世界上的城市使用：敦刻
尔克，兰斯，特鲁瓦，梅斯，蒙彼利埃，阿尔及尔，蒙特
雷，波尔图，里斯本，弗罗茨瓦夫和北京。

设备
Gertrude系统（城市化、旅行、环境实时调整电子管
理）允许实时管理交通信号灯。从一个传感器网络测
量交通，每秒钟重新计算不同路口交通信号灯的最佳
调整值，并传送信号到控制员处。

管理
交通的测量依靠稠密的传感器网络，专门测量道路 
占用率，侦测公共交通车辆。为了减少传感器分布 
所带来的成本，很多城市现在使用无线传感器解决 
方案（参见第17页Hikob公司）。

系统的设定允许：
• 优先某条公路的车流量；
• 减少某条公路的车流速；
• 优先行人穿行；
• 为公共交通车辆和急救车辆的通行提供便利。
系统同样拥有监视功能，应对事故或不同事件进行
调整。

优势 
 >  当前系统超过了其最初目标。有了交通灯优先权行为的
整合，该系统如今可以大力提高公共交通车辆的交通。 
 www.gertrude.fr

Gertrude系统 

戛
纳

Navinéo是一个允许通过地理定位实时跟踪公车群
的系统。它由Engie Ineo公司开发，提供以下服务：公
车调整、车站等候时间、事故管理、交通信号灯优先
级请求。

设备
依靠联网的公交车，Navinéo优先管理公共交通车辆
的交通信号灯优先权。 

管理
不管是将公交车投入高水平服务、解决特殊场所所面
临问题，还是准点策略，该系统能自适应路口特性并
提出多种类型的优先权请求。
• 集中式指令 : 整合的计算机根据公交车的实时状
况（提前/延迟）来过滤优先级请求。它通过帮助操
作系统的无线电网络，将其请求发送到交通信号灯
中央管理系统，后者结合预设的参数（紧急情况等
级、路况）发布优先级指令。
• 长短范围优先级指令 : 每台车辆在靠近路口时提
出信号灯发布请求。短范围发布时，优先级请求由车
辆本地直接发送。长范围发布时，优先级请求由长距
离无线电基建发送。

优势 
 >  得益于交通灯等待时间的缩短，车流运行速度上升，
排队车辆减少。

 >  运行时间可靠。
 >  减少能耗。
 >  驾驶趋于灵活，舒适性提高。

Naviné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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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黎

2014年1月27日通过的区域公共行动现代化和大都会许
可法案将停车管理职责下放至地方。
法律规定，城镇和社区间需出台公共道路停车管理办法，加强城市交通政策的执行。相应的停车
管理设备随之出现，以便应对城市停车的新问题。2014年的法律规定，城镇和社区间能够授权
检查道路停车并制定逃避停车费用的罚款，这一举动也推动了该管理设备的开发。

优化 
停车管理

主要手段


电子停车


优化停车位的使
用率

Engie Ineo 

Engie Ineo 是一家专注于电子
软件、信息通信系统、交通和车
辆的企业。 它在法国和世界各
地拥有一个有三百个机构的网
络，涵盖了十分广阔的产业：交
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第三产业项目，以及基于
国防安全的项目。企业从起草到
实施，参与项目的所有步骤。企
业有15000多名合作伙伴，是创
新型企业，帮助各大城市和区域
进行能源转型和数字化。

Engie Ineo隶属Engie集团。
       www.engie-ineo.fr 

MediaCity
该设备装备于巴黎地区T3电车线，保证了电车绝对的
优先权，并避免其他车辆和道路使用者在路口的堵
塞。

设备 
Citilog公司开发了一个创新型的解决方案，基于整合在
其产品MediaCity中的视频分析，侦测道路堵塞。

管理 
该产品已经在T3线二十多个交汇口装备。分析模组实
时计算道路左转等候区域的占有率。当检测到堵塞风
险，它会发布警报，并加长绿灯时间，清空路口中央
车辆，保证电车到来时道路可用。开近的电车由此得
到绝对优先权，保证了舒适性和交通速度。

优势 
 >  该设备避免了交通信号灯在某一特殊时段的变化，以
便管理左转车辆的交通，畅通道路中央的电车轨道。
该特殊时段对交通容量和行人安全是有消极影响。

Citilog 

作为实时视频监视智能解决方
案的提供者，Citilog 提供一系
列特别的方案， 涵盖了交通领
域的图像处理软件套件（自动侦
测 事故、交通测定，以及一套完
整的视频管理系统）。Citilog的

产品在所有类型的基础设施上
都能找到：
 隧道(纽约的Lincoln-Holland
隧道, 马德里的M30隧道) ; 
 大桥(上海), 米洛高架桥； 
 城市道路。

Citilog在美国、香港、西班牙拥
有分公司。

 www.citilo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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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
纳

戛纳市从2013年起就使用Whoosh的服务。该服务由
Parkeon公司推出，简化了道路停车收费。

设备
Whoosh允许依靠移动电话来远程支付停车费。服务
订购是免费的，能够通过手机程序或桌面浏览器完
成，需要输入手机号和电子邮箱来注册。首次支付
前，车辆信息和银行信息不需要输入。随后，每次停
车时，只要保存停车区域和停车时间。停车费自动结
算。可以远程停车续时，停车时长要结束时，用户会
受到警告，避免违章。

管理
所有的交易都保存在一个数据中心，可以通过网络
访问。小票追踪、违章处罚管理、时间戳警告管理都
整合在同一用户界面。公共道路监察员在联网的平
板电脑上输入注册号来检查停车是否合法。若停车
违规，由同一台平板电脑提出违章处罚。

优势 
戛纳市：

 >  提供了简单、快速、实际、安全，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支
付方式，允许在更空阔的道路付费停车，对用户而言
更灵活、更公平；

 >  提高了车辆使用者的支付率；
 >  得益于获取的信息，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和道路的使
用，开发最优方式来管理区域。

________
Whoosh的服务 如今被三十多个城市使用，如里尔、 
斯特拉斯堡、 南泰尔、圣埃蒂安、蒙特尔、贝尚松。 

Whoosh移动程序 

通过提供横向的停车管理方案
和公共交通售票方
案，PARKEON如今在六十多个
国家拥有业务，并在发展中国家
加速增长。在东欧、俄罗斯、拉
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它拥
有一个包含八十多个合作方和销
售方的网络。企业在全世界有

1100多个雇员，其中500个在贝
尚松。该市是PARKEON设备的
生产地，但同样也是R&D活动的
中心（每年营业额的8%投资于
R&D）。
2015年，PARKEON的营业额达
到了两亿两千五百万欧元。

 www.parkeon.fr
 www.whooshstore.fr 

(针对iOS和安卓系统的移动app
可用)

Parkeon 

实地引导系统

Unibail-Rodamco是巴黎地区Vélizy 2商业中心的拥
有者，该商业中心是欧洲最重要的之一。Unibail-
Rodamco在2011年9月安装了一套实地引导系统。目
的是为了允许客户开车访问商业中心时，能够方便地
找到可用的停车位。

设备
安装在停车场外部区域的实地引导系统由以下部件
构成：
• 车辆感应器，由SmartGrains公司提供，在3000
个停车位的每一个都安装，用来侦测车辆 ;
• 动态信息显示面板，由SVMS公司提供, 显示可用车
位数。
当一个司机在停车场前行，他能在面板上读到实时
的可用车位数。区域信息在每一个入口、交叉口、车
道头提供。

管理
每个车位带有无线感应器，坚固且低能耗（电池能持
续工作五年）。每个感应器都贴于地面，通过磁场变
量侦测车辆是否停在其上方。该侦测方法不会并外
部环境因素影响（下雨、灰尘，等等）。信息通过无线 

电波发送至车道头和全局化的信息面板，后者在它
们的位置实时显示可用车位数。另外，在商业中心布
置这样的软件能够实时观测停车场的占用情况，并
能够获取对中心管理极为有用的统计数据。

优势 
 >  实地引导允许商业中心管理者拥有一套活跃、可靠、
实用的系统，使客户能更容易、更快速地找到可用的
停车位。该系统能提高停车场百分之十的接待能力，
相应地也提高了商业中心的客流量。

巴
黎

地
区

SmartGrains 

SmartGrains创业公司设计、生
产并商业化实地引导解决方案， 
该方案用于商业中心、卖场、超

级市场、火车站、飞机场的停车
场。该公司创立于2009年，在巴
黎及外省有名十几个工作人员。

 www.smartgrai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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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德

里
 道路停车管理授权 

改善拥堵区域的交通、优先转型和提高停车付费率
是多数城镇目标的一部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很
多国家将道路停车管控职责下放到地方。在英国、比
利时、西班牙是这样。法国从2018年1月1日起也将加
入这个行列。

设备
自2013年底以来，马德里市授权Indigo公司管理 
城市停车的一部分，包括超过84000个道路收费停 
车位。

管理
Indigo公司设计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和服务，来提高停
车位的操作和其付费管理。
• 自动化控制
装有摄像头的汽车会读取车牌，从而分析停泊车辆
的状态。车牌信息和注册信息会在付费时进行比对。
该解决方案可以每小时检验1500个车位。相比之下，
步行执法的团队每小时只能检查150个位置。
• 支付方式多样化
不同的支付方法被 提出，包括现金支付、卡片 
支付（预付费卡或银行卡）、移动支付（iOS、安卓系
统）。若超出停车时间，停车者需要支付停车罚金60
欧元。但若不超出一个小时，可以立即支付4欧元，调
整停车情形。

• 价目模块化
这允许根据客户类型（住户或临时停车）、车辆 
类型（高污染或低污染低），或根据区域的占用率来
调整停车。比如，在高交通流量的区域（市中心）， 
停车费会更高，以减少汽车数量和减轻道路网的 
堵塞。

优势 
 > 更多流动性，针对车辆用户优化的客户服务。
 >  在社区收入和市中心车辆流动方面的显著效果。 
马德里的停车付款率超过85%，伦敦超过95%。

 >  一套为城市交通政策服务的系统（区域价目定义、陪
同检查管理、市中心减少拥堵）。 

INDIGO是一个法国集团，是停
车管理、个人车辆的世界级领导
者。INDIGO有18000名雇员，分
布在17个国家的500多个城
市。INDIGO是该领域唯一一个
在三大陆、所有泊车种类都涉及
的操作者：道路停车、停车场、
私人多用途停车场。INDIGO

管理世界上超过4600块停车
场，有着2300000多个停车
位，2500多公里的道路停车段。
飞速发展的交通市场，到2025
年的估计市值为一千亿，而
INDIGO是未来市场上的关键一
员。在比利时、西班牙、大不列
颠，以及法国，INDIGO和当地

上级管理机构取得共识，管理着
违章客户的检查和罚单。

 www.parkindigo.com

Indigo 主要方式


集中式多手段出

行管理 

实现
多重手段管理

面对交通出行需求的增长，很多城市出台了有利于公共交通
和非机动车的交通政策，以便限制污染，缓解路网饱和。
不同出行手段之间的交互使得多重手段出行管理变得必须。很多城市装备了支持不同手段出
行者交换工具的决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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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ustrafic
图卢兹市开发了一个集中化的方式，优化了交通网络
的功能，提高了出行质量，简化了事故处理。

设备
Campustrafic是一套全局管理图卢斯市区出行的系
统。它将多种交通管理服务重新归类到同一处：
• Capitoul指挥所，图卢兹的城市网络指挥所 ;
• Tisséo指挥所，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管理指挥所 ;
• 工程和交通管理指挥中心，由西南大区的跨省份
指挥部管理 ;
• 法国南部高速公路公司指挥所。

管理
图卢兹市同时装备了基于合作的决策结构，管理路
网异常的行动制定流程， 便于操作员之间交换和通
信的同一座大楼，以及互联的路网全局观察系统网
络。园区也同样配备了事故管理大厅，允许快速实行
指令系统。

优势 
 >  其结构能在特别危急的时刻处理中发挥作用。
 >  面对抗议集会、施工、节庆活动，它大幅度简化了多方
交通管理措施的制定。 

Claire-Siti 
Claire-Siti平台由法国交通运输网络科学和科技研究
所（Ifsttar）开发。该平台在法国及国外使用，包括布
鲁塞尔和新德里。

设备
Claire-Siti是一个通过多重手段和跨手段管理交通现
象的工具。该系统能：
• 集成多重交通手段的数据； 
• 实时监控所有类型网络的操作； 
• 分析效用（服务质量、温室气体排放）；
• 帮助实现出行帮助服务。

在 布鲁塞尔，该系统用于监控公交车和电车网络。

管理
Claire-Siti拥有不同的功能：
• 翻译功能，允许跟踪效能和时间指示器；
• 诊断和信息功能，允许联系网络异常，发现故障原
因关系，告知用户和操作者故障对不同交通手段的影
响；
• 决策功能，允许延时计划行动（如公交车时刻表或
调整行为）并实时检查；
• 观察影响功能，允许延时重新执行操作日期以作出
对比分析；
• 一个预测和演绎工具，基于两个依靠多代理演绎，
能实现路况实时预测和评估新交通服务的模组。 

这些功能依靠一个创新通用的数据模组，建立于三
组数据空间上：逻辑网络空间、表示空间、资源和出
行单位空间。 

优势 
 >  系统允许和不同模式、网络或线路的表示进行联系，
以便交互，诊断现象，并建议操作行为。

 >  该设备能够安装在所有现存的调控系统上（覆盖），
单重手段或多重手段。

 >  一个单重手段版本被整合用于Thales公司的商业供
应中。

布
鲁

塞
尔

图
卢

兹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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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手段


智能感应器

各类干扰（气象、事故、抗议集会）经常削弱路网的功能。
这些干扰对用户安全的影响取决于事件的性质、可预测
特性、时间长度、路网交通量。
 装备有效的工具来分析来处理这些事件成为重要问题。这项创新技术向管理者提供监控工
具，协助其决策，以及适应这些情况的全套专业系统。 

保证 
安全

Hikob设计了无线自主多点的获
取系统，以重组地区的实时信
息。它们由自主能源的磁力感应
器组成。经济、便于安装、不依
赖电缆，不需任何预维护。它们
为路网、道路和城市交通操作责
任人提供了一个可靠、有效、经
济的解决方案。
得益于它们的自设定功能，它们

能够自动整合到一个IP网络。 
为了回应交通调整系统的整合
需求，它们配备了标准化的用户
界面（REST-XML程序界
面，DIASER通信界面，系列通信
通道和干接触插口）。
  www.hikob.com

Hikob 

Grizzly系统

该创新系统由一个初业公司Hikob的合作者开发，
允许实时收集路网气候变化的信息。冬季路网活动
调控的发布也因此优化。

设备
Grizzly是一个无线自主感应器网络，安装在巷道外部。
这些感应器用来侦测特殊区域的拥堵状况，以便优
化操作。

管理
该设备实时收集重要或特殊区域的温度、湿度、露
点；这些信息无法通过法国气象局获得。这些信息
通过无线信号网络传输，返回到专门的网站上，可供
操作者查询，来更好地定位撒盐干预的目标。

优势 
 >  感应器的电池可以自主工作10年。
 >  安装和连接成本得到降低。这些无线通信感应器能
够依赖现有的网络来工作。

 >  发布调控工作的流程得到优化。它帮助限制人力和物
力资源的消耗，减小撒盐干预对环境的冲击。 

里
昂

大
都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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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人行横道 
图

卢
兹

1986年在图卢兹试行，智能人行横道显示出了其统筹
道路两种用途的高效：个人性强、可预见性低的行人，
以及量大、疏导性强的车辆。

设备
智能人行横道是一种智能的、指导性的红绿灯，便于
行人在当前环节横穿马路。设备包括：
• 一个经过修改的行人信号灯，在绿色和红色的人形
标示中间放置了闪动的黄色横杠 ;
• 针对车辆的传统三色信号灯 ;
• 一个行人侦测系统 ;
• 竖杆：既能作额外的信号标识，也能作为夜间显示
人行横道的照明系统。

管理
无行人时熄灭，黄色横杠在有行人停留在横道前开
始闪动。同时，针对车辆的三色信号灯切换成闪动黄
灯，对驾驶员发出行人出现的预警。若行人决定在系
统侦测到其出现后五秒钟内横穿马路，黄色灯持续
闪动，保证其能到达人行横道正面。若否，车辆信号
灯变红，行人信号灯变绿。 
该设备根据行人的要求停止车辆——红色针对车辆。
行人不用作无谓等待，并且能够在黄灯跳动时就立
即穿过马路。

优势 
 >  该系统信任交通信号灯且将责任赋予行人。
 > 安装的能耗减少。

_________
该类型设备的生产者有：
Fareco和Lacroix City生产信号灯 部分

 www.fareco-fayat.com
 www.lacroix-city.com

A s s y s t e m 生 产 感 应 器，C a p i t e c 和 F l i r 生 产 感 应
器，SafeWalk生产行人侦测器

 www.exatelys.com
 www.flir.fr

商品物流占城市交通的15%至25%，是城市温室气体排
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带来交通拥堵。
为了限制市内物流运输带来的影响（拥堵、噪音、污染），公共部门提倡替代性物流交通，尤
其是自行车、电动车或天然气车，以及河运和铁路运输。

主要方式 


河运物流或自行车

送货 

优化 
城市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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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纳河物流运输 

Franprix是Casino超市集团的子公司，从2012年8月开
始，在赛纳河上运输巴黎市中心店面的货物。这个举
动是和XPO物流集团（公路运输公司）、巴黎Haropa 
Port，SCAT（河运公司）和塞纳河码头（维护者）合作
执行的。它得到了法国水路局和法兰西岛大区的支持。

设备
这些商品装载集装箱里，由卡车一直送到河运码头，
然后由驳船拖到巴黎市中心。驳船在那里卸货，商品
直接送到各个位于巴黎中心或上塞纳地区的商店。

管理
特殊的装箱在马恩河畔谢内维埃的仓库进行。这些
集装箱由公路班车送到马恩河畔波内伊码头，距离
共8公里。当它们到达码头时，这些集装箱由一个90
吨的起重机装载到驳船上。自2016年依赖，Franprix
位于马恩河畔波内伊的第二仓库也加入了装箱的行
列。驳船随后航行20公里，从马恩河进入赛讷河，通

过两道河闸，到达巴黎的波尔多奈码头。驳船随后被
卸空，每个集装箱都装到符合PIEK标准的卡车上（保
证噪音低于60分贝的标准）。它们所载的商品随后被
分送到Franprix的300多个门店。这个多重手段物流
链每天能在巴黎市内运送45个集装箱。

优势 
 >  河运替代能兼顾经济和环境问题。
 >  它提供了直通城市心脏部位的出入口，保证了可靠的
运输时间。

 >  根据Franprix公司统计，该设备每年减少了四十五万
公里 的公路运输，相当于巴黎环城13000圈，为路网
减少了3800辆卡车，少排放了250吨二氧化碳。 

La Petite Reine 
La Petite Reine 是一家送货上门服务公司，其送货
均使用100%适宜且静音的交通工具。它是巴黎第
一家投入到生态物流市场的公司，建立于2001年。
十年后，Star's Service集团，末段物流的领导者，成
为了La Petite Reine的最大股东。
 
设备
• 90辆电动助力三轮自行车，由Lovelo公司制造，叫
做Cargocycles   ©。 这些三轮车是特别为市内物流开
发的。它们重100公斤，载重180公斤，能运送所有兼
容1.5立方米体积的商品。
• 50辆带轻型冷藏设备的车辆能行驶80公里，能够
装载更重要的商品（最多650公斤，体积2.5立方米). 

管理
该机构致力于协同使用城市物流平台，以及定制的
物流车辆，以最佳适应城市的大量交通。得益于在
巴黎市中心的仓库，员工能保证近距离的投递。通
过Cargocycles   ©投递，能进入到市中心，包括超级
市中心的步行区域。这些自行车既符合人体工程学，
又轻巧，能够走得离投递目标十分近的距离，并保证
将拥堵克制在最低限度。这些驾驶投递员每年执行
四十万次投递，每年覆盖一百万公里路程，而不排放
丝毫二氧化碳、可吸入分子，也不制造噪音。

优势 
 >  L a Pe t i te Re in e 同 样 扮 演 一 个社 会 角色 。 
Cargocycles  ©的投递和保养能支持失业或无学历
的年轻人就业。在企业里，30%的劳动力是签订固定
期限合同的，并且配备特别的融入队伍和专门的整
合人员。

巴
黎

 

巴
黎

地
区

LOVELO 

Lovelo创立于2009年。这个中
小型企业开发了一庞大系列的自
行车和多人脚踏车，来满足不同

城市服务的需要。该公司位于厄
尔-卢瓦省，有6名雇员，营业额
稳步上升，包含产品出口。

 www.lovelo.com 



22   /// 22   /// 通告使用者    ///    23

移动程序m.starbusmetro 
2012年10月以来，Keolis交通公司和雷恩市将交通
数据实时自由公布（公交车时间、可用停车位数量，
等等），并推出了手机程序m.starbusmetro。这个
程序允许从联网的智能手机实时访问Star网络的时
刻表信息（雷恩市区公共交通服务：单车、公共汽
车、地铁、换乘信息）。

设备
该程序实时传播下列信息：
• Star单车（公共单车系统），单车数量和车站可用
位置数量；
• Star网络（市区公交网络），每个站台的公交时刻
表；
• 地铁A线，地铁站状态（开放/关闭），地铁站电梯
工作状况；
• 换乘停车信息，每个换乘站停车位数量以及停车
场的状态（开放/关闭）。

管理
网络的每个站点都有参考号以及QR二维码。携带智
能手机的出行者，能够扫描每个Star网络的公交站
的二维码来得到实时时刻表信息。同样的信息也能
通过输入站台名来获取。出行者这样就能立即得到
下一班公车到达的准确时间。Star网络的实时数据
也同样可以自由取得。信息以可下载文件的形式传
播。

优势 
 >  配备Keolis的雷恩市，成为了第一个自由开放其交通
信息网络的法国城市。这层合作关系鼓励了众多服务
的开发，如帮助残疾人士城市出行的Handimap软
件，或是整合了数据和社交媒体的Isokron软件。

 >  Star网络是经过认证的NF服务。该标签基于旅行者的
满意度，是Star网络对其服务质量的承诺。 

主要手段


实时信息

地理定位和通信领域的领先技术允许开发实时信息工具。
 旅行者信息将出行计划变得简单，也让公共交通出行变得更具吸引力。

通告 
   使用者

雷
恩

城市交通网络运营商，公共交通
网络操作和维护的专家。 
KEOLIS借助OPENDATASOFT，
让开放交通网数据变得简单。致
力于希望开发新型智能服务的
企业家，该平台取回了不同感应
器收集的数据流，这些数据随后

能被非交通专业的开发者重复
利用。上述的解决方案OPEN 
DATA MOBILITÉ由雷恩市使用，
来开放公共交通数据。

 www.keolis.com

Keolis 



了解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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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
除了诸多国际驰名的大集团，也有很多中小企业致力于城市交通
管理系统领域。它们为创新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下列不完全列
表列举了一部分私有企业团体，依据程序功能分出几个大类。另

太阳能旅行者信息终端 
LumiSunX太阳能模拟器由Lumiplan公司推出，是
一个和学术研究机构合作开发的计算处理器。它让
部署太阳能旅行者信息终端变得容易。

设备
在里昂市区交通工会的倡议下，模拟器在大里昂范围
内使用，100多个太阳能旅行者信息终端在市中心部
署。

管理
该模拟器能验证某一处所和太阳能旅行者信息 
终端（BIV）共同运作的能力，提供适合的响应，以保
证连续最佳运行，而不受天气影响。这一事前步骤以
合理方式确定了要安装的BIV的技术特性。为此，太
阳能BIV集成了高产量的部件：单晶技术的光伏面板、
配备最大点数压力跟踪技术（MPPT）的充电器、高
容量电池、底功耗电子元件、液晶显示屏。

优势 
 >  依靠环境发电的设备耗电量几乎为零。
 > 全天候旅行者信息服务。

大
里

昂

Lumiplan 

LUMIPLAN TRANSPORT创立
于1972年，设计并实现了公共交
通领域，公交车、汽车和电车的
信息系统。企业推出了不同的实
时信息系统，分布于广告牌或车
站，推出了嵌入式安全系统（背
视视频监视），以及操作辅助软
件，来优化流量，提高线路和时
间范围管理。

LUMIPLAN集团同样在当地团
体和娱乐场所的动态信息市场
进行部署，提供电子屏幕、驱动
程序和针对终端用户的移动程
序。LUMIPLAN营业额为三千万
欧元，由2000多名活跃用户， 
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LUMIPLAN在法国和全世界
由180多名员工。

 www.lumiplan.com 

外的参考信息可以从道路设备工会的网站www.ser-info.com 和
Atec ITS协会 www.atec-itsfrance.net 获得。 

 交通规范 

Aximum 
www.aximum.fr 

Capsys 
www.capsys.eu

Engie-Ineo 
www.engie-ineo.fr 

Fareco 
www.fareco-fayat.com

Gertrude Saem  
www.gertrude.fr

LACROIX City 
www.lacroix-city.com

Logiroad 
www.logiroad.fr

Polyvelec 
www.polyvelec.com

SEA signalisation 
www.sea-signalisation.fr

SPIE 
www.spie.com

Thales 
www.thalesgroup.com

 城市停车 

Effia 
www.effia.fr

Indigo 
www.parkindigo.com

Parkingmap 
www.parkingmap.fr

Parkeon 
www.parkeon.fr

Qucit 
www.qucit.com

Smartgrains 
www.smartgrains.com

 市区停车的移动程序 

Copark
www.copark.co

Drop don’t park
www.dropdontpark.com

ECTOR
www.ectorparking.com

Onepark
www.onepark.fr

OpnGO
www.opngo.com

Parkmatch
www.parkmatch.eu

Park&Trip
www.parkandtrip.com

Paybyphone 
www.paybyphone.fr

Twoonpark
www.twoonpark.com

Yespark
www.yespark.fr

Zenpark
www.zenpark.com

 游客票务信息和操作帮助（SAEIV） 

Actoll 
www.actoll.com

Cityway 
www.cityway.fr

Conduent 
www.conduent.com 

Ineo Systrans  
www.navineo.fr

Instant System 
www.instant-system.com

Ixxi 
www.ixxi-mobility.com

Joul 
www.zenbus.fr

Kisio 
www.kisio.org

Lumiplan 
www.lumiplan.com

Mobigis

www.mobigis.fr

Okina 
www.okina.fr

Pysae 
www.pysae.com

Ubitransports 
www.ubitranspo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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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物流 

La Petite Reine 
www.lapetitereine.com

Lovelo 
www.lovelo.com

 动态路标、电磁感应器、安全设备 

Automatic systems 
row.automatic-systems.com

Franche-Comté signaux (FCS) 
www.franche-comte-signaux.fr

Isosign 
www.isosign.fr

Kerlink 
www.kerlink.fr

Labocom 
www.labocom.fr

Magsys 
www.magsys.net

SERFIM 
www.serfim.com

SES nouvelle 
www.ses-signalisation.com

Signaux Girod 
www.signaux-girod.fr

Sterela 
www.sterela.fr

SVMS - Signature 
www.groupe-signature.com

TTS 
www.ttsys.fr

 摄像头、自动图像处理、事故侦测 

Citilog 
www.citilog.com
Neavia 
www.neavia.com
Survision 
www.survision.fr

 无线布缆 

HiKob 
www.hikob.com

 工程 

Artelia 
www.arteliagroup.com

BMIA 
www.bmia.fr

Carte blanche conseil 
www.cbconseil.com

Ceryx 
www.ceryx-ts.net

EGIS 
www.egis.fr

Ingerop 
www.ingerop.fr

Orange business services 
www.orange-business.com

Setec ITS 
www.its.setec.fr

Sopra Steria 
www.soprasteria.com

Syntec ingénierie 
www.syntec.fr

Systra 
www.systra.com

 公共交通网络运营商 

Keolis 
www.keolis.com

RATP Dev 
www.ratpdev.com

Transdev 
www.transdev.com

 公共参与者 

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部——负责交通的政府部门

www.ecologique-solidaire.gouv.fr

风险、环境、交通和规划（Cerema）专业研
究中心

www.cerema.fr

法国交通运输网络科学和科技研究所
（Ifsttar）

www.ifsttar.fr



法国在多个领域中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与特长。
依靠这个全国范围的实例选集，来发现法国丰富的业界精华。

www.ecologique-solidaire.gouv.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