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平行系统理论的出租车管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和系统实现 

范东，刘希未，姚楠，熊刚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复杂系统与智能科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90) 

摘要： 在平行交通管理系统的基础上，本文应用层次分析法设定指标权重，建立了出租车管理评价指

标体系和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通过对人工交通系统的实验分析和实际系统的采集数据进行对比，可以

快捷地发现出租车政策、服务情况、保障指标等因素对管理结果的影响，进行深层次的实验分析和数据

挖掘分析，为提高出租车管理的整体水平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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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parallel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axi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assurance system was built and index weights in the system was set by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method. By comparing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from artificial and actual 

transportation systems based on the propose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t is easily to find that the influences of 

taxi scheduling policies, service levels, assurance indices, etc. to the traffic management. This paper contributes 

a new approach to cope with advanced experimental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problems for improving the taxi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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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城市交通问题的日益突出，交通委员会等部门的城市出租车运营管理缺乏有效的定量化的依

据与标准，出现了出租车调度和监管能力不足等各种管理问题。例如，政府决策部门如何确定城市的出

租车保有量；管理职能部门如何监管出租车的运营以及在不同城区的服务水平；对于大型活动场所或者



 

 

公共交通枢纽，管理职能部门又如何提出和评判出租车保障及疏散方案等等诸多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科研人员和交通领域管理者们做了很多研究，提出了多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想，

并结合实例做了实验和分析。肖洪波探讨了城市综合交通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

数学理论，建立了评价计算的具体方法，并结合苏州市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1]。尹春娥提出了可持续发

展保障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思路[2]。乔欢等采用塔式搭建的方法对如何建立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评价

体系进行了探讨，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对北方某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3]。 

针对出租车管理的现状，本文在平行交通管理系统[4]的基础上，建立了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通过

采用科学、合理、能体现出租车行业特点的指标，构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采集的出租车实际运营

信息和仿真运营信息进行评价，从而为出租车的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依据平行系统理论建立的平行交通管理系统已经包括了 OTSt、DynaCAS、aDAPTS 三个子平台[5-6]，

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完成后，即成为这一层的第四个子平台。通过在人工交通系统和实际交通系统间进

行平行交互，平行交通管理系统能够针对传统交通管理难以应对的交通复杂变化，及时地获取各种有用

的信息，融合后用于交通控制、管理方案的选择和制定，并对各种情况下的交通决策进行评估和分析[6]，

实用性和效果都较单纯的指标体系构建有了很大的提高。 

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与交通仿真软件结合，可以对各类出租车管理政策、方案的实施后效果进行预

测分析及预测评估；与城市出租管理软件结合，可以对各类出租车管理政策、方案的实施后的实际效果

进行分析及评估。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包括指标体系设计和软件系统开发两大部分，下面分别介绍。 

2. 出租车管理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为了有效地对城市出租车的运营、管理方案效果、管理政策效果进行评价，需要根据出租车管理在

城市交通管理中的特性选择合适的评价指标，并建立若干有针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7]。 

2.1 出租车管理评价指标的选择 

2.1.1 评价指标选择原则 

评价出租车管理的指标必须符合如下三大原则： 

（1） 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应该科学反映出租车运营的实际业务信息，符合出租车行业的现有

的认知。 

（2） 完整性原则。评价指标应该全面地反映包含出租车行业的特性，全面地反映和包含出租车

运营中的各种相关信息。 

（3） 实用性原则。评价指标的数据必须能够获取，并且只需进行简单计算、统计就可以获取。 



 

 

2.1.2 评价指标选择 

当出租车在城市内运营时，根据上述原则，影响运营者效益、服务水平的主要要素包括如下 5 类（评

价维度）：政策及基础指标、经营管理指标、服务指标、环保指标、保障指标。 

（1） 政策及基础指标 

1）城市人均出租车数量（单位：标台/万人）：城市内的人均出租车数量，反映城市的出租车

行业基础，计算时通过城市的出租车保有量与城市人口数量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出租车辆标台数

市区人口（万人）
。 

2）出租车在城市居民出行中的分担率：城市居民出行交通工具选择中，有多少是选择乘坐出

租车出行，反映城市的出租车行业基础，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中的一年服务信息与

一年内居民的总出行次数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城市出租车运营人次

居民总出行次数
100%。 

（2） 经营管理指标 

1）每车平均运营时间：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

区域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运营时间，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

车运营时间之和与出租车总数量相除获得。出租车运行包括如下状态：运营状态和停车状态，运

营指出租车未停止运营的状态，包括载客和找客（空驶）状态，如果停止运营，例如出租车司机

午饭、休息时，称之为停车状态。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运营时间之和

出租车总数量
。 

2）每车平均运营里程：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

区域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运营里程，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

车的运营里程之和与出租车总数量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运营里程之和

出租车总数量
 

3）每车平均运营速度：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

区域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运营车速，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

车的运营里程之和与出租车运营时间之和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运营时间之和

出租车总数量
 

4）每车平均载客时间：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

区域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载客时间，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

车载客时间之和与出租车总数量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载客时间之和

出租车总数量
 

5）每车平均载客里程：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

区域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载客里程，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



 

 

车的载客里程之和与出租车总数量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载客里程之和

出租车总数量
 

6）每车平均载客速度：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

区域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载客车速，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

车的载客里程之和与出租车载客时间之和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运营时间之和

出租车载客时间之和
 

7）每车平均空驶时间：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

区域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空驶时间，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

车空驶时间之和与出租车总数量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空驶时间之和

出租车总数量
 

8）每车平均空驶里程：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

区域 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空驶里程，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

车的空驶里程之和与出租车总数量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空驶里程之和

出租车总数量
 

9）每车平均空驶速度：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

区域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空驶速度，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

车的空驶里程之和与出租车总空驶时间之和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空驶里程之和

出租车总空驶时间
 

10）每车平均收入：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域

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营业收入，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车的

运营收入之和与出租车总数量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运营收入之和

出租车总数量
 

11）每车平均空驶率：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

域内的所有出租车的平均空驶率，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车的

空驶里程之和与出租车的运营里程之和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所有出租车空驶里程之和

出租车运营里程之和
 

说明：平均空驶率可以按照时间和里程两种方法计算，本文中选择按照里程的方法计算。 

12）统计周期空车数：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

域内的可以提供载客服务的车次数，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空车进

入、及重车进入且在区域内下客记录的车次之和获得。记为 。 

13）统计周期重车数：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

域内的不可以提供载客服务的车次数，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重车

进入且在区域内无下客记录的车次之和获得。记为 。 

14）统计周期空重车比：：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



 

 

某区域内的得出租车辆总数中，可提供载客服务与不可提供载客服务的车辆数比例，计算时通过

统计周期空车数与统计周期重车数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3） 服务指标 

1）服务车次：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域内的

所有出租车的总服务车次，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车的服务车

次之和获得。记为 。 

2）电招数量：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域内的

所有出租车的总电招服务请求数量，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车

的电招服务请求记录之和获得。记为 。 

3）电招完成数量：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域

内的所有出租车的总电招服务请求完成数量，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

有出租车的电招服务请求并提供出租车服务的记录之和获得。记为 。 

4）投诉数量：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域内的

所有出租车的投诉总数量，计算时通过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内的统计区域所有出租车的投诉记

录之和获得。记为 。 

5）服务电招率：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域内

的所有出租车服务中电招出租车所占的比例，计算时通过电招完成数量与服务车次相除获得。 

计算公式：  

6）电招完成率：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域内

的所有电招请求中能够最终获得服务的比例，计算时通过电招完成数量与电招数量相除获得。 

计算公式：  

7）投诉率：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域内的所

有出租车服务中投诉车次所占的比例，计算时通过投诉数量与服务车次相除获得。计算公式：

 

（4） 环保指标 

1）运营油（气）耗：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

域内的所有出租车运行所消耗的油（气）耗，用于表示出租车所消耗的资源。记为 。 

2）运营排放：在一个时段统计周期内（可以是小时、日、月），一个城市或城市某区域内的



 

 

所有出租车运行的排放，包括所有出租车运行所排放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炭氢化合物、氮氧

化合物、颗粒物等，用于反映出租车对城市环境的影响。记为 。 

（5） 保障指标 

1）保障任务完成度：在城市某区域的保障要求的完成程度，通过出租车供给和上级保障要求

进行对比获得。记为 。 

2.2 出租车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出租车管理评价指标，可以针对不同的评价侧重及评价对象范围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每个评价

指标体系由若干个评价指标构成，通过对评价指标体系内评价指标的对比，可以得到评价对象在不同评

价指标上的对比；通过应用层次分析法[8]建立的指标权重，可以得到评价对象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内的综

合得分，从而为出租车的管理提供最直观的依据。 

2.2.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流程如下： 

 

图 1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流程 

（1） 选择评价指标，选择评价指标时，要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不同侧重选择，不同的评价指标

体系反映了对城市出租不同层面上的评价[9]。 

（2） 建立权重判断矩阵，一套指标体系中，选择评价指标后，需要根据专家经验分析比较各个

评价指标的两两相比重要程度，形成如下 T-Ck 权重判断矩阵 W（其中，Ci,Cj 表示指标，Wij 表示

Ci 和 Cj相比的重要程度）。 



 

 

表 1 判断矩阵 W 

T-Ck 权重 C1 … Cj … Cn 
C1 W11 … W1j … W1n 
… … … …… … … 
Ci Wi1 … Wij … Win 
… … … …… … … 
Cn Wn1 … Wnj … Wnn 

（3） 计算指标权重，在判断矩阵中，比较重要程度时，系统采用了美国运筹学家萨迪(A．L．Saaty)

提出的 9 标度法，用数字 l～9 及其倒数表示相对重要性程度。系统采用层次单排序法计算各个评价

指标的权重。即对判断矩阵 W，求出满足 WP=λmax P 的特征根与特征向量。λmax 为 A 的最大特征

根，P 为对应于λmax 的正规化向量，P 的分量 Pi 即为所对应评价指标 Ci的单排序的权值；λmax 与

P 的求解方法为和积法。 

（4） 一致性检查，依据重要程度对比关系给出的判断矩阵是专家的主观判断，容易引起判断关

系的不一致。为了减轻专家分析负担，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不一致的判断，这一程度是依据判断

矩阵的一致性指标 C.I.(Consistency  Index)控制的。 

1
CI max

−
−

=
n

nλ
                                    （1） 

CI 越大，表明判断矩阵偏离完全一致的程度越大，CI 越小，表明判断矩阵越接近于完全一致。

一般判断矩阵的阶数 n 越大，人为造成的一致性偏离越大，CI 便越大。 

在计算指标体系的一致性时，通过计算的 CI 与对应矩阵阶数的平均 CI 进行对比，如果可接受，

则认为通过一致性检查，否则必须调整判断矩阵。 

2.2.2 评价指标体系的测量模型 

给出了评价指标体系之后，还需要针对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每一个评价指标，给出测量标准，即建立

评价指标的业务值与在评价指标体系内的分值的联系，给出每个评价指标的评价测量参考。 

对于一个评价指标的评价测量参考，系统按照划分不同分值等级的方法，给出每一个等级的分值及

对应的业务值范围，下表显示了一个按照 5 等级划分的评价指标测量模型关系。 

表 2 评价体系测量模型（评价指标 1） 

评价指标 1 的

分值等级 
等级

分值

(M) 

业务

值范

围(R)

评价指标 1 在

指标体系中的

权重(P) 

等级在指标体系

中的分值

(G=M*P) 
Level 1 50 [a,b) P1 … 
Level 2 65 [b,c) P1 … 
Level 3 75 [c,d) P1 … 
Level 4 85 [d,e) P1 … 



 

 

Level 5 100 [e,f] P1 … 

上表中 M，R，P，G 分别表示评价指标 1 的不同等级的分值，对应的评价指标 1 的业务值范围，评

价指标 1 在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权重，评价指标 1 的不同等级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分值。 

3. 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设计 

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的软件系统总体架构如下。 

 
图 2 软件系统总体架构 

3.1 人工交通系统 

人工交通系统，提供人工交通仿真环境，针对各种出租车方案在人工交通系统内的运行记录各类运

行数据，包括车辆公司信息、管理方案、出租车营运服务、出租车营运 GPS、出租车需求服务等记录，

人工交通系统的运行数据提供给评价分析采集系统，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转换后记录到评价分析中心

库中。 

3.2 实际采集系统 

业务采集系统和人工交通系统相对，是从真实的城市出租车运营数据库中采集数据，供本系统使用，

采集的业务数据包括出租车公司信息、管理方案、出租车营运 GPS 记录、出租车电召服务日志、出租车

投诉记录、计价器营运记录数据，采集的这些数据提供给评价分析采集系统，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转

换后记录到评价分析中心库中。 

3.3 评价分析采集 

根据建立的采集分析，将人工交通系统传递的数据及真实系统数据库中采集的业务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转换，生成符合评价指标分析的统一格式的数据，记录到评价分析中心库中。人工交通系统和业



 

 

务采集系统分别对应不同的采集分析模型。 

3.4 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不同的评价要求，可以建立多套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从不同的侧重点反映出租车管理的效果。

该子系统实现了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功能。 

3.5 评价指标测量模型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后，必须有对应的测量模型，才能在评价指标分析时进行评价分析。该子系统实

现了建立评价指标测量模型的功能。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测量模型时，必须根据城市出租车数据库内

的现有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测量模型的内容。 

3.6 评价分析中心库 

记录了评价分析所需的统一格式的分析数据及分析模型。评价分析数据库主要记录了从人工交通系

统和实际系统采集分析过的统一格式的数据；模型库主要记录了评价指标体系、测量模型和在评价分析

应用中的算法模型。 

3.7 评价分析系统 

根据评价分析中心库内的评价分析数据，通过模型库中的各类算法模型进行计算，得到在不同指标

体系下的评估分析结果，评估分析结果可以通过表格、图表等形式体现，并支持导出 PDF 文件。 

4. 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实现 

城市出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整个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位置如图 3 所示，为选中的蓝色条。 

出租车评价指标体系界面如图 4 所示。 



 

 

 

图 3 城市出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图 4 出租车评价指标体系设置界面 

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评估报告界面如图 5 所示，可对人工交通系统的实验分析和实际系统的采集数

据进行比较分析，并可在导出的 PDF 文件中查看更详细的图表信息，以便为实际的监管工作提供指导。 



 

 

 

图 5 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评估报告界面 

5. 结束语 

通过出租车保障分析系统，可以方便地开展出租车管理的研究，并且通过直观易懂的方式表现研究

结果，方便管理者进行决策。 

通过对人工交通系统的实验分析和实际系统的采集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快捷地发现出租车管理的不

同因素对管理结果的影响，进而进行深层次的实验分析和数据挖掘分析，为提高出租车管理的整体水平

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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