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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xagon Safety & Infrastructure Keeps Traffi c 
Moving Smoothly in São Paulo
The largest city in Brazil, São Paulo experiences the fourth-heaviest traffi c in the 
world. With 17,700 kilometers of roads and 7.8 million vehicles, combined daily 
traffi c congestion can exceed nearly 300 kilometers. Nine hundred vehicles are 
added to São Paulo’s streets each day.

Major sporting and entertainment events, such as Carnival, put even greater 
pressure on the city’s traffi c system. Nearly one million people attend this annual 
event alone. 

The city’s Traffi c Engineering Company (CET) is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is 
massive traffi c fl ow. Seven hundred fi eld agents per shift respond to accidents, 
enforce parking laws, and perform other duties needed to serve the city’s more 
than 12 million residents, plus millions of tourists each year. 

MEETING GROWING DEMAND
Tasked with responding to more than 13,000 traffi c incidents each day, CET’s 
old dispatch system couldn’t keep pa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a major urban 
traffi c network. The in-house, tabular system could only register 1,200 daily 
incidents, with no map-based capabilities to manage location-based resources. 
All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fi eld occurred via radio and some information was 
recorded on paper.

“It was very basic – a stand-alone system,” said Olímpio Mendes de Barros, CET’s 
operations manager. “Dispatchers had no visibility to agents in the fi eld in real 
time, and it took fi ve days to deliver reports to decision-ma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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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海克斯康解决方案整体提升圣保罗智慧交通运行管理

坐落在巴西圣保罗的交通管理公司每天需要应对处

理 13,000多起交通事故，然而该公司内部的交通处理系

统每天只能接手约 1,200例案件，并不具备地图架构的

资源管理能力，也无法给现场人员提供可视化工具。因此，

700名工作人员轮班处理交通事故，执行停车法规及其

它工作义务。同时递送纸质版的事故报告也要花费几天

的时间。

传统的应急处理系统已无法满足城市交通网络日益增

长的需求，交通管理公司急需一套先进的事故处理解决方

案以提高它的规划、运营以及数据分析能力。该公司希望

引进一套新系统，通过地理参照性信息来缩短反应时间，

可以与现场人员无差别地实时共享事故数据，使复杂的工

作流程自动化，同时又可以与现有系统相结合。

交通管理公司选择了与海克斯康安全与基础设施合

作，其事故处理与应对解决方案可以实现交流中心操作员

以及现场人员之间的实时信息共享。整套解决方案的核心

是海克斯康全球领先的指挥调度系统（I/CAD），调度员可

通过地理信息地图观测交通事故，大大地提高了资源管理

的效率。通过 I/Net 调度网络组件，事故数据可以传送到

圣保罗州其它的 15台设备上，使交通事故报道和其它问

题得到更简捷的处理。该解决方案提高了运营效率，譬如，

维修交通信号灯所需的时间——从最初的几个小时缩减至

仅需几分钟。

巴西圣保罗州交通管理公司还采用了海克斯康的地理

空间信息分析工具，可以开启并分析不同的数据集。交通

事故的地理参考性报告使该公司提供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定

性分析。大量数据的系统化管理，地理参考性事故报告的

发布使得该公司有能力做出未来规划。海克斯康为巴西圣

保罗州交通管理公司提供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大大提高了交

通管理能力，采用智慧城市技术，创造了集交通信号灯、

摄像头、传感器、交通标志等为一体的网络系统。

客户：

巴西圣保罗州交通管理公司

挑战：

提高地图架构的资源管理能力，给现场人员提供可视化工

具；提高规划、运营以及数据分析能力；缩短反应时间；

使现场人员可以实时共享事故数据；使复杂的工作流程自

动化；工作人员需要轮班处理交通事故，纸质版报告的递

送花费时间多

产品、解决方案：

I/CAD；地理空间信息分析技术

效果：

大大提高了交通管理能力；实现交流中心操作员以及现场

人员之间的实时信息共享；提高了资源管理的效率

智慧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