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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影响研究 

张德磊 

廊坊市出租车管理处  河北廊坊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交通运输行业也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不论

是在交通要道建立上还是交通枢纽的建设当中，都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随着交通要塞不断打开，给

人们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多，通运输安全问题也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重点关注对象，

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社会话题之一，对此本文就廊坊市出租车交通安全管理问题展开讨论，通过研究在

互联网加持下对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举措以及影响进行深入探析，希望能为我国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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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mentum is rapid,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has 
also made proud achievement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whether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portation arteries or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hub, there are earth-shaking changes.However, as the 
traffic fortress constantly open, bring convenience to people travel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portation safety 
problem has also been the focus of the social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s become one of the current hot social 
topic, this paper discusses Langfang taxi traffic safety management issues,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Internet under 
the highway traffic safety management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measures and impacts hopes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China's transportation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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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通过互

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联合发展，

在互联网＋交通运输这个传统行业进行联合发展时，

能够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完善当前的交通运输安全

管理问题，通过对交通运输资源进行集中优化配置，

从而确保交通运输管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对于提

升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通过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和交

通运输安全管理两方面的深度融合发展。 
1 简述“互联网＋”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各行各业通过融

入互联网信息技术衍生的新兴产业链更是数不胜数。

“互联网＋”理念在国内首次被提出是在 2012 年的

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提出，作为各行业“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有利渠道。在 2015 年全国人

大代表会上马化腾更是提交了《关于以“互联网＋”

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议案，

通过提倡社会各行业以“互联网＋”为创新驱动，

鼓励传统产业通过与“互联网＋”进行有效融合促

进创新产业发展，此外“互联网＋”还能够促进跨

界产业的有效融合，从而使得国家经济效益发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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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生，使我国经济发展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以一

种新经济形态的方式，促进“互联网＋”和传统产

业链的创新发展，以此来实现产业升级提升经济生

产力全社会财富值增加的目的[1]。 
2 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现状 
据相关部门调查研究显示，2018 年我国共发生

各类交通事故 244937 起，其中由于交通安全导致死

亡人数为 63194 起、受伤总人数 258532 起，最终直

接造成的财产损失高达 138456 万元等等，从以上数

据便可以看出交通安全问题造成的直接后果，在我

国经济发展迅速的背后，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以及

可支配财产越来越富足，这便出现了私家车、民用

汽车、营运机动车等泛滥的情况，截止到 2017 年私

家车的保有量已由2013年的 10501万辆增长至 2017
年的 20575 万辆，涨幅高达 96％，而营运机动车当

中的出租车截至 2018 年高达 140 万辆左右，与 2017
年相比较同比增长 0.3％，而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公

路交通运输车辆的剧增，交通安全事故频发率也直

线上升，为了能够有效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相关

对于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机制应当不断完善，才

能够使我国经济高倍速发展的同时呈现正发展趋

势。。 
3 互联网+对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影响 
3.1 促进完善交通运输安全监管机制 
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机制的完善，对于交通运输

行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交通运输管理

过程中，通过对交通运输安全结果数据进行分析，

使之能够被有效应用于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部门

进行道路安全状况评估检查，从而在进行评估检查

的过程中能够实现对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的完善，

这是我国长期以来一直秉承的道路交通运输管理理

念和管理方式[2]。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下，对

于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相关信息服务逐渐趋于

信息化和数字化，通过对交通运输信息进行共享，

使得乘客信息和货物的信息能够在“互联网＋”的

依托下实现全方位监督和管理，而对于交通运输当

中违法车辆，则可以利用“互联网＋”的方式展开

智能化监管，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提高对交通运输安

全的监管能力，从而使得公路交通安全运输问题能

够有效控制，而车辆行驶的具体情况以及出行需求

和人口迁徙等，也能够依托于大数据信息为交通安

全管理提供有效数据，通过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和信

息技术发展，使得“互联网＋”和交通运输行业的

安全管理能够通过联合发展，实现对交通运输安全

管理机制的不断完善。 
3.2 促进交通运输安全管理数据内容不断丰富 
传统的交通运输行业，对于相关安全管理数据

的调查以及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大多是通过问卷

调查的方式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实际工作

效率低，而且工作开展难度相对较大且危险系数高，

此外所耗时长问题也是传统交通运输安全数据收集

当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而像当今社会私家车、

公共用车以及营运机动车（出租车）数量的倍速增

长，再使用传统的问卷调查来进行数据统计是极为

不合理的，因此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便显得尤为

重要，通过实现“互联网＋”和交通运输安全管理

数据整合的不断联合发展，使得在实际交通安全运

输管理过程中，可以利用相关技术实现对整体数据

的不断整合分类，提高数据准确性的同时还能够保

障实际工作效率，对于降低公路交通运输危险概率

的发生也有着重要的控制作用。此外通过利用“互

联网＋”相关技术，还能够使得交通运输安全管理

工作的相关管理数据不断得到完善，为交通运输行

业安全管理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3.3 促进公路交通运输资源集中优化配置 
全面化、系统化的公路交通运输网络的建立，

需要联合发展“互联网＋”和交通运输行业，通过

加强对道路交通运输中过程量、状态量等相关数据

的收集，使得在公路交通运输过程中能够实现对公

路交通基础设施、运输工具、信息数据等交通运输

资源的集中优化配置，此外对于公路交通运输行业

数据资源的共享也能够通过“互联网＋”和交通运

输的联合发展得以实现，而且数据资源开放共享还

能够被用于公路交通信息网络在线查询以及网约车

等相关服务信息，使得公路交通运输安全问题能够

得以保障，有利于我国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发展。

像出租车超载的问题便能够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有效

收集，使得交通安全事故能够得以避免。 
3.4 促进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早在 2020 年 8 月 6 日，我国交通运输部门在《关

于推动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简称《指导意见》）的印发中，便有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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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为主线，以促进交通运输提效能、扩功能、增动能

为导向，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数字转型、智能升级，

建设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

安全可靠的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此外对

于打造高效融合的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方面，还能够

通过推进对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像高速公路电

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门架应用等，有利于发

挥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而打造智能交通

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的，通过

“互联网＋”相关技术的不断加持融合，有利于推

动道路交通运输行业的改革发展创新发展，而只有

对智能基础设施进行不断完善才能够使新技术的效

用有效发挥，比如我国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应用，

便对交通标志标识的准确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5 促进相关公路综合服务质量的上升 
对于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的管理需要从多角度、

多思维进行考虑，就当前我国公路交通运输行业的

实际发展情况而言，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

安全管理的工作实效，便需要在公路建设初期，通

过结合应用“互联网＋”相关技术和公路交通运输

安全管理，为公路的交通安全运输提供有效保障，

而且在公路建设过程中，还能够采用互联网信息技

术对交通运输的安全水平进行有效提高，此外利用

互联网技术对公路建设全过程的安全问题进行具体

规划，还能够有效控制公路交通运输的危险指数，

从而促进相关公路综合服务质量直线上升，对于日

常的交通运输管理工作以及相关技术使用都有着重

要的额作用，而且也能够实现对交通运输安全的整

体保护，有效促进公路交通运输安全运行，就安全

管理工作而言，也能够在促进工作效率提升的基础

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3]。 
4 “互联网＋”在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中的

具体策略分析 
4.1 对重点营运车辆（出租车）加强管理 
就出租车这类营运车辆而言，主要的营运成本

便是邮费，当然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规避这一问题发生，然而对于出租车来说

油车问世使用多年应用人数不在少数，在油车营运

过程中同样的油和路程地点，出租司机一般会选择

性地多拉乘客来平衡所耗油量，而在这一过程中便

会出现部分心存侥幸的驾驶人“多拉快跑”的现象，

通过铤而走险的方式赚取更多的资金，而在这一过

程中，如侥幸未发生交通事故还好，一旦出现由于

超载超员而出现的交通事故后果则不堪设想，因此

利用“互联网＋”加大对出租车的管理力度是当前

交通运输安全管理工作当中至关重要的事件之一。

以潍坊市出租车为例，中心城区的巡游出租车大约

有 2262 辆，网约出租车大概有 2183 辆，在近年来

通过对潍坊市网约出租车进行市场调节，使得当前

的网约车发展现状能够满足社会公众出行的需求，

而且为了能够进一步保障车辆出行安全问题，潍坊

市的公安部门对于网约车出行有明确规定，对于出

租车的使用年限具体规定为 8 年为一轮，到期即报

废，通过这一规定使得潍坊市出租车辆的管理能够

避免临近报废车辆继续上路的情况出现，为人们出

行安全带来保障的额同时，还能够利用“互联网＋”

相关技术使得公路交通安全运输管理工作能够得到

不断落实。 
4.2 严格管理驾驶员安全 
随着机动车辆的数量不断增加驾驶员的队伍也

不断扩大起来，驾驶群体区域多面化的同时公路交

通运输安全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像超速、超载、

超员等违法问题越来越严重，使得公路交通安全问

题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而在“互联网＋”背景下，

能够对驾驶人员的驾驶风险系数进行量化评估，通

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可以对驾驶人员的出行轨迹以及

驾驶的具体操作信息进行风险和安全评估，从而达

到对驾驶人员安全严格管理的目的，以此来保障我

国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的发展。 
4.3 严格管理公路运行安全 
公路运行安全一般除了驾驶员自身的安全量化

问题以为外，对于公路的具体路况也要进行严格管

理，像复杂路段便需要通过对公路的实际运行状况

进行全面感知，通过构建复杂的交通运行安全特征

和风险评估机制，借助云计算的方式构建风险评价

模型，对复杂路段实现主动化管理；而对于区域路

网来说，一般会存在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尤其是像

节假日和早高峰、晚高峰期等车流量更是居高不下，

面对这一问题，需要对交通道路的拥堵节点进行评

价机制分析，并通过连接智能手机终端和互联网平

台，实现对公路运行安全的有效管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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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时代下，为了能够

更好地发展公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便需要将二者

融合发展，通过应用于交通运输管理工作当中，能

够为我国交通行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数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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