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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标准 

《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项目来源 

2016 年 8 月 8 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6 年交通运输标准

化计划的通知》（交科技函〔2016〕506 号），正式印发了制定《公共

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行业标准的工作计划。 

计划编号：JT2106—36； 

标准的性质：推荐性标准； 

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 

归口单位：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29）； 

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总院、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盘锦市交通运输局、

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 

完成时间：2017 年。 

1.2立项背景 

2014 年 12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编制指南》

（交运发〔2014〕236 号），明确提出：“结合城市居民出行调查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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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共交通运行状况调查，按照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建立评价指标

体系，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状况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公交线网的

设置作为支撑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城市公共交

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然而，目前城市对公交线网的评价仍缺少系

统规范的标准，多局限于常态的部分确定性指标、缺少基础数据支撑，

且评价方法比较单一，难以系统的对线网进行有效评估。因此，急需

通过明确线网评价原则、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整体框架，筛选合理的评

价指标，并进行指标效果评估，制定完整的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

体系。以实现公共汽电车线网的合理评估、加速城市公共汽电车线网

优化布局、促进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全面提升为发展目标，为全国城市

公共汽电车线路合理优化布局提供有效的指导和依据。有利于提高公

共交通规划的科学性，促进各城市参照标准进行自我水平评价，从而

制定相应的线网优化方案，确保公共汽电车的服务水平和运行效率的

全面提升，为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1.3 主要工作过程 

2015 年 6 月—2016 年 8 月：交科院成立行业标准草案研究组，

先后赴郑州、乌鲁木齐、济南、保定、威海等地走访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和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深入开展调研工作，全面收集相关资料，形

成行业标准《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草案稿，并于 2016 年 2 月

通过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

标准立项申请。同年 8 月，交通运输部下达了制定《公共汽电车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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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行业标准的任务，计划编号为 JT2106—36。协调归口单位

为全国城市客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组织起

草编制。 

2016 年 9 月：正式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制订了标准编写大

纲，并邀请部分专家开展了讨论和论证。并在北京召开了制订本标准

的第一次工作会，并对指标体系架构进行广泛讨论，对指标进行了常

规比选。参编单位一致同意公交线网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及指标筛

选原则，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指标筛选建议。 

2016年 10—12月：交科院利用沃尔沃教育基金会快速公交能力

建设项目，与国际专家对公交线网评价指标进行沟通，了解国外公交

线网和公交发展水平评价国际经验，在此基础上，确定公交线网评价

指标体系的设计思想、体系架构，并初步选定一批评价指标，完成备

选指标集的初步构建（详见附件 4）。 

2017年 1月—3月：交科院在成都、枣庄、威海、芜湖等城市组

织部分公交线网指标的实证工作，并起草了标准初稿，形成第一版指

标筛选表（详见附件 3）。 

2017 年 4 月-6 月：标准起草组根据内部调研问卷反馈意见对指

标体系进行修改完善，形成第二版指标筛选表（详见附件 2），并组

织参编单位对入选指标开展指标描述、采集与评价实证工作。 

2017 年 7 月-2017 年 8 月：主编单位根据各参编单位反馈的实证

成果，按照指标筛选原则，确定了入选指标，在对新增指标完成常规

的论证与必要的实证的基础上，完成了指标描述工作，形成第三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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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筛选表（详见附件 1），并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稿的

编制说明起草工作。 

1.4 起草人及分工 

参与本标准的起草单位有：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设设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盘

锦市交通运输局、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

心等 8 个单位。来自各参编单位的起草人员有：吴洪洋、郭忠、郝萌、

魏领红、赵海宾、尹怡晓、范东涛、叶亮、孙俊、白冰、白子建、陈

素平、苗世春、李玲、罗中萍、赵凛、陈阳、梁先登、马红伟、解建

华、王镛清、刘闯、李振宇、尹志芳、王吉生、宋伟男、李超、廖凯、

高畅、牛犇、林翊、王宇鹏、蒲丹丹等。 

起草工作按单位和人员分工，每个单位负责 1-2 个指标的编写，

具体分工见下表 

表 1 《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标准编写工作分工 

序号 指标代码 评价指标 负责单位 

1 PTNI1 公共汽电车线路网密度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2 PTNI2 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网覆盖率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3 PTNI3 公共汽电车站点覆盖率 叶亮、赵凛 

4 PTNI4 公共汽电车平均换乘系数 叶亮、赵凛 

5 PTNI5 公共汽电车线网重复系数 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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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代码 评价指标 负责单位 

6 PTNI6 公共汽电车线路长度 济南市城市交通研究中心 

7 PTNI7 公共汽电车线路非直线系数 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 

8 PTNI8 公共汽电车平均换乘时间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9 PTNI9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平均运送速度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10 PTNI10 公共汽电车出行时间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11 PTNI11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满载率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12 PTNI12 公共汽电车到站不规律指数 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13 PTNI13 公共汽电车车公里载客量 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编制原则与主要编制内容说明 

2.1本标准的编制原则说明 

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严格遵守了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国家

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标准的体例、格式严格按照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等要求。同时，结合公交线网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指

标筛选的专业特点，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公交线网水平

评价经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结构的设计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 

2.1.1 标准“范围”的说明 

编制本标准的主要目的是为相关部门制定线路配置和调整方案

提供基础和依据。本标准的评价对象是城市公共汽电车线网发展水平，

主要为中心城区公交线路，不包括城乡公交线路。参与评价的主体包

括上级政府、相关部门、公交企业、城市居民、第三方专业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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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本标准对城市公共汽电车线网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的结果，主要适

用于公共汽电车线网运营现状及规划方案评价。本标准亦可用于同类

城市的公共汽电车线网运营水平评价与对比分析。指标值具有对城市

公共汽电车线网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进行预警、对现行政策的实施效果

进行评估等功能。 

2.1.2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基于我国当前城市公共交通发展阶段特点、国家对城市公共交通

发展的目标要求及公交线网评价的特点，确定指标体系设计原则如下： 

1）整体完备性原则 

城市公共交通线路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城

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子系统，由人、车（公共交通工具）、路（途径、

交通线路）三个方面组成，既包括硬件，也包括软件，有着综合和动

态的内部关系，具有多变量、多目标、多层次、多数性等特点，建立

指标体系时需从不同侧面反映公交线网发展的特征和状况。 

2）客观性原则 

指标体系必须客观准确地反映线路的功能状况、行为特点和运行

效果。保证评价指标体系的客观公正，保证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准确

性和评估方法的科学性。 

3）独立性原则 

城市公共交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评价指标选取应遵守非线性原

则，独立性要强，信息的关联性要尽可能小，不能相互包含，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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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的结构最优化。 

4）可操作性原则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评价工作的意义在于分析现状，认清所处

阶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因此，尽量选取日

常统计指标或容易获得的指标，以便直观、简便地说明问题。 

5）一致性原则 

与政策法规的一致性。指标评价的导向性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规、

政策、规划的基本要求。本标准依据的主要政策性文件有：“国务院

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 号，国家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的目标和要求）、《“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规划》（明确公共交通基本服务基本要求），“交通运输部关于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

（以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提出了具体指标要求），《城市公共交通“十三

五”发展纲要》（明确公共交通发展目标）。 

与技术标准的一致。本标准引用了 JT/TXXXX“城市客运经济技术

指标计算方法 公共汽电车”、JT/TXXXX“城市客运经济技术指标计算

方法  轨道交通”、GB/T 32852.1-2016 城市客运术语 第 1 部分 通用

术语、JT/TXXXX“城市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调查和统计方法”等国家

或行业标准，体现了与相关技术标准的一致性。 

2.1.3 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说明  

按照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结构的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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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结构设计借鉴了国内

外相关指标体系设计的经验，并充分反映了公交线网评价的特点。 

评价指标采用指标定义、指标代码、指标计算公式、指标基础数

据采集要求、评价标准等六个要点进行综合描述。公共汽电车线网评

价指标见表 2。 

表 2 公共汽电车线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序号 指标代码 评价指标 单位 

1 PTNI1 公共汽电车线路网密度 km/km² 

2 PTNI2 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网覆盖率 % 

3 PTNI3 公共汽电车站点覆盖率 % 

4 PTNI4 公共汽电车平均换乘系数 —— 

5 PTNI5 公共汽电车线路长度 km 

6 PTNI6 公共汽电车线网重复系数 —— 

7 PTNI7 公共汽电车线路非直线系数 —— 

8 PTNI8 公共汽电车平均换乘时间 min 

9 PTNI9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平均运送速度 km/h 

10 PTNI10 公共汽电车平均出行时间 min 

11 PTNI11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满载率 % 

12 PTNI12 公共汽电车到站不规律指数 —— 

13 PTNI13 公共汽电车车公里载客量 p/(v·km) 

2.1.4 评价指标类型划分的说明 

指标分类方法有很多，包括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绝对指标与相

对指标、考核指标与参考指标、正向指标与逆向指标等。指标分类与

指标的用途有关，经济技术指标、统计指标、评价指标、考核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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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要求各有不同，就评价指标而言，主要用途是对同一对象不同时

期的水平评价以及不同对象同一要素的水平评价。因此，评价指标以

定量指标、绝对指标为主，由于指标的重要程度属于具体考核评价办

法的范畴，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不需进行考核指标与参考指标的分

类。 

因此，根据评价指标的特点，标准起草组主要按照明确“指标的

导向性”要求，对公交线网评价指标的类型进行划分，即分为正向指

标、逆向指标和约束性指标等三类。其中，正向指标的指向性为正向，

即指标值越大越好，如公共汽电车站点覆盖率；逆向指标的指向性为

逆向，即指标值越小越好，如公共汽电车到站不规律指数；约束性指

标的指向性为适当合理的值范围。如公共汽电车线路长度。该指标的

合理值应根据城市规模与城市特点合理设置，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

越小越好，而是满足合理需求即可。 

2.1.5 评价指标筛选方法的说明 

评价指标筛选是本标准的重点也是难点工作。为均衡评价指标的

导向性、可采集性、普适性、精准性、前瞻性要求，编制组对指标备

选方案的所有指标开展了四阶段筛选工作。即指标初选阶段、指标常

规论证阶段、指标实证阶段、指标描述阶段。 

指标初选阶段：是指在公交线网评价指标体系架构下，根据指标

筛选原则的要求，提出备选指标，确定备选指标集。 

指标常规论证阶段：是指按照指标筛选原则的要求，基于已有的、



 

10 

 

成熟的实践经验，从备选指标集中初选出一批指标进行指标比选的常

规论证，即：对入选指标进行指标评价目的、定义、计算方法、基础

数据采集方法及评价原则等进行初步描述，在初步描述的基础上做第

一次筛选，形成基于常规论证的指标筛选表。 

指标实证阶段：是指对常规论证无法确定的指标，进一步开展有

针对性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有三种类型：一是指标比选综合实证。

二是指标描述综合实证。三是指标基础数据采集方法实证。在指标实

证的基础上，形成更为完善的指标筛选表。 

指标描述阶段：对入选指标筛选表的每一个指标，进行指标定义、

类型、代码、计算公式、单位、基础数据采集要求、评价原则的具体

描述，进而完成公交线网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2.1.6 指标基础数据采集方法说明  

为了减少因技术和人为因素造成的指标计算不准确，本标准对每

一个评价指标规定了计算公式，并对指标的基础数据采集方法做出了

具体要求。本标准对每一个评价指标，从统计时间、空间、对象的口

径一致性上进行了规定，以确保每一个城市不同时期（不同时间轴上

的纵向比较）及不同城市同一时期（不同城市的横向比较）的评价指

标的数据一致性，使纵横比较更加科学、准确、公平。 

围绕这一目标，本标准对公交线网评价指标值的基础数据采集方

法的选择优先级做了如下规定： 

最高优先级：优先采用满足指标基础数据采集要求的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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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国务院各相关部委制订并实施的统计报表制度上报的数据，如

交通运输部制定、国家统计局批准的《城市（县城）客运统计报表制

度》（以下简称《城市客运报表制度》）；各级政府机构定期出版的年

鉴数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官方网站定期发布的公告数据等。如公

共交通客运量等 

第二优先级：在无法获得最高优先级数据时，按照指标计算公式

及基础数据采集要求，运用已投入正常运营的城市智能公交相关业务

应用系统（如城市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公共汽电车运营调度系统、自

动售检票系统等）采集指标基础数据或计算指标值。如公共交通站点

覆盖面积等。 

第三优先级：按照指标计算公式或抽样调查方法要求，由符合相

关资质要求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专项调研获得的数据。如拥挤度。 

第四优先级：在上述三种方法都无法获取时，提出符合要求的基

础数据采集建议。 

2.2评价指标筛选的综合说明 

2.2.1 公共汽电车线路网密度（PTNI1） 

公交线网密度用以表示公交线网的相对规模及平均分布状况，反

应乘客与公交线网的接近程度。公交线网密度对市民出行的方便程度

具有重要影响，高密度的公交线网可以有效地缩短乘客步行到站距离、

增加可选择的公交线路、减少换乘次数。在小城市或偏远郊区等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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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较小的地区受制于公交网络规模，公交线路条数有限，因此无法

布设高密度的公交线网。 

2.2.2 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网覆盖率（PTNI2） 

反映城市公共汽电车的线网覆盖情况，有“公共汽电车运营线网

覆盖率”及“公共交通线网密度”等两个指标供，前者考虑的是城市

道路上公共汽电车线网的覆盖情况，后者考核的是城区区域面积公共

汽电车线网覆盖情况。考虑到公共汽电车线网覆盖程度受城市道路覆

盖程度的影响，同时也选择了“公共汽电车运营线网覆盖率”作为本

次评估公交网络的覆盖情况。 

2.2.3 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率（PTNI3） 

公共交通站点覆盖情况是体现公共交通基本服务性能的重要指

标。反映公共交通站点覆盖情况的指标有：按不同交通方式分的，公

共汽电车站点覆盖面积；有按覆盖区域范围分的，中心城区或城市建

成区站点覆盖面积；有按覆盖程度分的，以站点为圆心 300 米或 500

米为半径的站点覆盖面积等。 

关于站点覆盖率，国家相关文件要求如下： 

 《“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确定了“强化

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市区人口 100 万以上的城市实现中心城

区 500 米范围内公交站点全覆盖”的目标。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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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4 号）提出“大城市要基本实现中心城区公共交通

站点 500 米全覆盖”的目标。 

为适应不同类型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评价的需要，结合国家上

述文件要求，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方式、不同覆盖范围等，对城市公

共交通站点覆盖率进行定义和指标计算方法的规定。其中，公共汽电

车站点覆盖率推荐有两个统计口径，分为中心城区 300 公共汽电车站

点覆盖率和建成区 500 米公共交通站点覆盖率。 

2.2.4 公共汽电车平均换乘系数（PTNI4） 

乘客平均换乘系数用来评价公交线路服务的连续性，反映居民乘

坐公共交通的方便程度。在统一票价的公交运营体制下，换乘次数的

增多也意味着出行费用的增加。一般情况下，城市居民单程出行的换

乘次数不宜超过 3 次。大城市平均换乘系数应小于 1.5，中小城市平

均换乘系数小于 1.3。 

2.2.5 公共汽电车线路长度（PTNI5） 

乘客的愿望是不转车直达目的地，为了减少乘客换乘，公交线路

宜长为好，但是线路过长行车难准时，沿线客流难均匀，平均载客量

较少。 

目前判断公交线路合理性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1）根据城市用地大小和形状来考虑，取中小城市的直径或大

城市的半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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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规范推荐值，即市区路线的长度 8-12公里，郊区线 15-20

公里。 

（3）根据全市乘客的平均运距的 2-3 倍计。 

但是以上方法带有很多主观不确定因素。首先，城市用地范围的

界定比较模糊，这就造就计算所得的半径值不准确；其次，市郊区线

的判别带有主观性，随着我国城市扩展速度的加快，城市边缘区的性

质已发生改变，单纯的以市区线和郊区线进行线路分类有较大难度；

再次，郊区线的合理范围过大，不易把握；最后，全市乘客平均运距

只能作为宏观指标判断公交线网平均长度的合理性。因此在进行单条

线路长度合理判别时，会有一定的误差。为了准确有效的判断现状各

条线路长度的合理性，必须对应的研究各条线路自身的客流特征。因

此，本标准在此指标评价标准值选择应是该线路平均运距的 2-3 倍。 

2.2.6 公共汽电车线网重复系数（PTNI6） 

线路重复系数反映了公交线路在城市路网中的重复程度，可衡量

该线路的社会公益性。公交线路重复条数过多，虽然沿途居民拥有更

多的出行选择，出行便捷程度高，但是，这也会使该路段上公交车辆

过多，导致交通秩序紊乱，降低运营效率以及资源的浪费。 

2.2.7 公共汽电车线路非直线系数（PTNI7） 

非直线系数反映了公交线路的直达程度和乘客的绕行情况，该指

标与城市现状道路网布局密切相关。非直线系数可用于评价线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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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性。因为，非直线系数既是运营费用的经济指标，又是乘客乘

坐公共交通所消耗时间的经济指标。实际是这个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还

反映乘客乘坐公共交通的方便程度，因此又体现了线路的社会效益。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线路的非直线系

数以小为佳，理想值为 1，一般取 1.15-1.20 为宜，一般不超过 1.4。 

2.2.8 公共汽电车平均换乘时间（PTNI8） 

平均换乘时间是指乘客完成换乘所花费的平均时间，包括换乘步

行时间与换乘等候时间。该指标是反映线网高效运行最重要的方面，

也是乘客在换乘时最关心的因素。 

2.2.9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平均运送速度（PTNI9） 

城市公共交通运送速度关系乘客的出行时间成本，也会影响公交

线路运营成本，同时还会影响运营车辆的配置。因为：出行时间的长

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居民所选择的出行方式。而影响乘客出

行时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运送速度。所以，运送速度是吸引城市居

民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运送速度对城市公共交通

运营的劳动生产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运营成本与运营的劳动生产

率有密切关系，从而运行速度对运营成本的变化会起很大的作用；运

送速度的提高可以少增加车辆，而能达到完成同样数量的客运服务质

量。因此，该指标的选取无论对公交企业而言，或是对乘客而言，均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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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公共汽电车出行时间（PTNI10） 

出行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居民所选择的出行方

式。本指标为一综合性指标，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上反应公交的线路布

设、可达性以及运营组织等方面的服务水平。一般以 95%居民出行单

程最大出行时间来进行评价，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50220-95），市区人口大于 100 万的城市，95%公交乘客最大出

行不高于 50 分钟。中等城市不高于 35 分钟，小城市不高于 25 分钟。 

2.2.11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满载率（PTNI11） 

公交满载率是评价乘客舒适度以及衡量公交线路服务质量的关

键指标，根据公交线路双向满载率分析，可以用来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的运力配置。分析时可以采用网络平均满载率水平以及公交线路的满

载率分布情况来分析，公交线路满载率分布建议采用满载率大于 0.9

的公交线路比例指标。此外，计算满载率时应对公交车辆的额定载客

量进行调整，建议将车内可站立乘客的计算标准由每平方米 8 人改为

每平方米 6 人。线路最高满载率用以表示统计期内主要运营线路车辆

载客能力最大利用程度和车厢拥挤程度。一般值不超过 95%-100%，

由于满载率同时与运营效率有紧密关系，其值也不宜过低，一般不宜

低于 60%。 

2.2.12 公共汽电车到站不规律指数（PTNI12） 

公共交通到站不规律指数用公交到站间隔来反应车辆的准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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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用该指标，可用来衡量公交企业调度管理、运营组织的有效性；

同时可作为衡量乘客对公交服务水平准点性满意程度的重要指标。是

评价公交线路运行可靠度的关键指标，公交线路运行过程中车辆到站

的规律性是乘客关心的问题，通常采用高峰时期到站不规律系数。运

用时建议采用公交线路到站不规律指数的分布指标进行分析。 

计算案例：下表为高峰小时某条公交线路车辆的到站统计情况，

1 小时内到达 15 辆公交车，平均到站间隔 4 分钟，即如果期望的间

隔在平均到站间隔大于 2 分钟之内即 6 分钟以内，则超过期望间隔的

共计 2 个班次，本条线路的到站不规律指数为 2/15＝13%。 

表 3 公交线路到站统计表 

车辆序号 时刻 到站间隔（分钟） 

1 7:00  

2 7:03 0:03 

3 7:09 0:06 

4 7:18 0:09 

5 7:19 0:01 

6 7:27 0:08 

7 7:30 0:03 

8 7:31 0:01 

9 7:35 0:04 

10 7:40 0:05 

11 7:44 0:04 

12 7:49 0:05 

13 7:53 0:04 

14 7:58 0:05 

15 7:59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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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公共汽电车车公里载客量（PTNI13） 

是反映公交线路运营效益的关键指标，通过该指标与公交线路每

车每公里的运营成本比较，可以分析公交线路的运营效益状况。 

3 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用情况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大量参考了公共交通绩效考核相关的欧盟

标准（如欧洲标准化委员会交通-物流和服务-公共客运服务质量定义、

目标和计量），欧盟国家政府及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城市政府和公交

企业的绩效考核指标（如英国“地方交通计划”绩效指标，伦敦市长

交通发展战略指标 MTS，伦敦巴士与地铁绩效）、美国公共交通合作

研究计划（TRCP）绩效指标、美国纽约大都会运输署（MTA）绩效指

标，相关组织与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与应用实践（如美国交通运输研

究委员会编著的《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等。 

4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严格依据公共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相关的

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规定，并选取重点内容进行了强调和细化。 

1、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并参考

了正在制定的《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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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其它强制性国家标准关系 

无。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6 贯彻行业标准的要求与措施建议 

6.1高度重视公共交通基础数据采集工作，提高基础数据质量。 

一是加强 GPS、GIS、视频技术等智能交通与信息技术在公共交

通运营组织与行业管理中的应用，加大基础数据采集的资金投入，

普及先进信息化手段在城市客运基础数据采集的应用，提高公共交

通基础数据的准确度与权威性，使基础数据更有效地运用于城市公

共交通发展水平评价与公共交通政策研究与规划制定工作。二是按

照综合运输服务一体化的要求，规范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基础数据

采集制度，加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内外基础数据采集的协同机制，

协调好五年一度的城市交通出行大调查，优化整合各类调查方案，

避免重复调查、多口径调查导致的资金浪费与统计数据不统一。 

6.2加强标准的宣贯与培训。 

《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行业标准是落实《指导意见》要求，

引导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科学选择公共交通发展模式，提高均等

化水平、缓解交通拥堵、改善空气污染的重要技术指导文件。标准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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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后，应专门组织力量，抓紧开展宣贯工作。应重点在 36 个中心城

市开展有关标准编制目的、标准主要内容、标准实施手段等内容的宣

贯。同时，将《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相关研究成果，以学术著

作、论文、手册等形式向行业公布，扩大标准的影响，真正发挥标准

的重要作用。 

7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8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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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 3 版“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指标集 

（2017 年 8 月 30 日，征求意见稿） 

序号 指标代码 评价指标 单位 

1 PTNI1 公共汽电车线路网密度 km/km² 

2 PTNI2 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网覆盖率 % 

3 PTNI3 公共汽电车站点覆盖率 % 

4 PTNI4 公共汽电车平均换乘系数 —— 

5 PTNI5 公共汽电车线路长度 km 

6 PTNI6 公共汽电车线网重复系数 —— 

7 PTNI7 公共汽电车线路非直线系数 —— 

8 PTNI8 公共汽电车平均换乘时间 min 

9 PTNI9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平均运送速度 km/h 

10 PTNI10 公共汽电车平均出行时间 min 

11 PTNI11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满载率 % 

12 PTNI12 公共汽电车到站不规律指数 —— 

13 PTNI13 公共汽电车车公里载客量 p/(v·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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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 2 版“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指标集 

（2014 年 7 月 17 日，征求意见初稿） 

评价内容 对象 序号 指标代码 评价指标 

线网性能 

网络 

1 PTNI1 公共汽电车线路网密度 

2 PTNI2 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网覆盖率 

3 PTNI3 公共汽电车站点覆盖率 

4 PTNI4 公共汽电车平均换乘系数 

5 PTNI5 公共汽电车线网重复系数 

线路 
6 PTNI6 公共汽电车线路长度 

7 PTNI7 公共汽电车线路非直线系数 

站点 8 PTNI8 公共汽电车站点饱和度 

服务水平 

快捷 9 PTNI9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平均运送速度 

舒适 10 PTNI10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满载率 

准点 11 PTNI11 公共汽电车到站不规律指数 

运营效率 
 12 PTNI12 公共汽电车车公里载客量 

 13 PTNI13 公共汽电车客流方向不均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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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第 1 版“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指标集 

（2017 年 2，初稿咨询会） 

评价对象 目标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指标 

使用者 
旅行时间

最短 

1 到站时间 公共汽电车线路网密度 

2 
候车时间 

发车时间间隔 

3 万人拥有公交线路长度 

4 
行车时间 

平均出行时间 

5 公共汽电车线路非直线系数 

经营者 
运营利润

最大 

6 运营收入 车公里载客量 

7 运营成本 公共交通单位里程成本 

政府 
社会经济

效益最大 

8 
服务公平性 

公交站点覆盖率 

9 路网可达性 

10 

施政成效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平均运送速度 

11 公共汽电车高峰小时满载率 

12 公交乘客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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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公共汽电车线网评价指标体系原始备选指标集 

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出处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能 力 

10 分钟/1km 可达车站的居民比例 
伦敦市长公共交通发展战略考核指标

（MTS） 

居住地到公交车站的距离/步行时间 世界银行可持续交通指数 

服务覆盖率 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 

公共交通站点 500 米覆盖率 
公交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公共交通线网比例 

公共交通线网密度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50220 

巴士准点率 （英国）地方交通计划绩效指标集 

准点车辆与全部车辆之比 国际公共交通对标 

乘客车程准时程度 （香港地铁）2011/2012 年顾客服务目标 

工作日早高峰平均车速 （英国）地方交通计划绩效指标集 

出行时间差 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 

出行超时 

伦敦地铁绩效报告 
公共交通运行时间可靠性 

平均车头时距 

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 私家车出行时间与公共交通出行时间

比 

地铁平均出行时间 伦敦市长公共交通发展战略考核指标

（MTS） 公共交通拥挤度 

公共交通平均拥挤度 公交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拥挤情况 伦敦巴士绩效 

公共交通车内/站台处发生的犯罪数量 世界银行可持续交通指数 

乘客犯罪率 可持续交通发展指标 

公共交通犯罪率 
伦敦市长公共交通发展战略考核指标

（M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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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出处 

公共交通场所治安事件发生率  

年交通事故死亡率 世界银行可持续交通指数 

意外事故死亡与客运量之比 国际公共交通对标 

公交责任事故降低率 
郑州市公共交通对郑州社会经济发展贡献

的评价指标 

无故障行驶里程 

伦敦地铁绩效报告 
直梯和扶梯工作率 

来车信息实时预报覆盖率 
交通-物流和服务-公共客运服务质量定义、

目标和计量 

行车时刻表公布比例  

GPRS 和 WLAN 系统安装率 （印度）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及评价基准一览 

乘客信息识别系统安装率  

公共交通营业比率  

列车服务可靠度 

（香港地铁）2011/2012 年顾客服务目标 
自动售票机可靠度、出入闸机可靠度 

通勤公共交通出行平均消费 世界银行可持续交通指数 

平均出行费用 
伦敦市长公共交通发展战略考核指标

（MTS） 

人均票价 国际公共交通对标 

公共交通换乘系数  

轨道交通站点 100 米公交换乘率 上海公共交通发展白皮书 

公共交通出行车内时间与行程时间比  

主要活动中心公交先到达性 

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 

平均间隔 

公共交通平均出行时间  

公 共

交 通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配套政策制定情况 

公交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公共交通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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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出处 

优 先

政 府

保 障

能 力 

公共交通运营补贴制度及到位率 

公共交通投入比例  

运输装备购置政府负担比例  

公共汽电车万人拥有量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 

公交车辆保有率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 GB/T22484-2009 

公共汽电车车均场站面积 

公交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公共汽电车进场率 

公交专用车道设置比率 

公交优先交叉口比率 

公交行业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郑州市公共交通对郑州社会经济发展贡献

的评价指标 行政村通公交率 

综 合

效 益 

年均出行方式百分比 
伦敦市长公共交通发展战略考核指标

（MTS） 

乘客满意度 伦敦巴士/地铁绩效报告 

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 
伦敦市长公共交通发展战略考核指标

（MTS） 

（全部人/残疾人/没有车的人）对于主

要服务地点的通行性满意度 
伦敦地铁绩效报告 

45 分钟内可到达的工作数量 
伦敦市长公共交通发展战略考核指标

（MTS） 

（5-10/11-15/16-19）岁学生去学校采

用（公交/步行）在（15/20/30）分钟

的比例 

（英国）地方交通计划绩效指标集 

通勤公交出行占公交总出行的比例  

公共交通企业资产负债率  

公共交通从业人员工资水平 

公交都市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公共交通 IC 卡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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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指标名称 指标出处 

公共交通投诉处理完结率 
交通-物流和服务-公共客运服务质量定义、

目标和计量 

平均百公里能耗强度 可持续交通绩效指标 

公交节约机动交通出行油耗量 
郑州市公共交通对郑州社会经济发展贡献

的评价指标 

行政区域内道路交通人均二氧化碳排

放量 
（英国）地方交通计划绩效指标集 

地上公共交通 CO2排放 

伦敦市长公共交通发展战略考核指标

（MTS） 
公共交通 PM10 年均排放 

公共交通 NOx 年均排放 

公交车相对于小汽车出行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碳氢化物/氮氧化物/颗粒物

减排量 

郑州市公共交通对郑州社会经济发展贡献

的评价指标 

公交节约道路资源 

运 营

效 率 

每小时/每公里的运营成本 

交通合作研究项目（TCRP） 

每年乘客人次 

每公里客次收入 

每乘客英里运营成本 

每批客次的运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