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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轨道交通运行效率研究
焦 红,闫 瑾

东北林业大学 园林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 要: 本文针对哈尔滨轨道交通系统效率评价方面的问题，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以投入产出视角构建了一套科学

合理、健全完备的评价体系，旨在对哈尔滨轨道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作出全面、真实的评价。同时，又从三个不同

层面入手，即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对 2013~2018年，共六年的哈尔滨市轨道交通系统效率进行了评

价和解读，并识别了影响轨道交通系统效率的重要因素。结果表明：2013、2014和 2018年系统效率相对较低，还有

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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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unning Efficiency of Rail Traffic in Harbin
JIAO Hong, YAN Jin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of the Northe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0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evaluating how efficient Harbin rail transit system is, this paper elucidates a set of scientifically
appropriate and fully-structured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 and output with the help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evaluation how efficient Harbin rail transit system is. At the
same time, starting from three different levels, namely, comprehensive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this paper elucidates and evaluates how efficient Harbin rail transit system is in totally six years from 2013 to
2018 and spots out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hat decide efficiency of rail transit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 in 2013, 2014 and 2018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re is possibility for bette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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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问题发现与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的基础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交通运输系统迎来了

新挑战。而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一方面可以极大的减轻交通压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空间利用率、

优化空间布局，在推进环保节约型城市的过程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据包络法（DEA）是一种具有基于被评价对象间相对比较的非参数技术效率评价方法。在分

析多投入多产出的情况时，不必输入与输出的关系表达式，只需要根据决策单元的实际输入数据、

实际输出数据便可以快速、高效的求出最优权重。

哈尔滨地铁于 2012年开始通行，因而选取哈尔滨 2013~2018已经通行的两条线路的数据进行分

析，对哈尔滨地铁近几年的发展做出效率评价，从而有目的地对该系统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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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哈尔滨目前通行地铁线路
Fig.1 The subway line at present in Harbin

图 2 哈尔滨主城区交通系统规划图
Fig.2The traffic systemplan ofmain urbanarea inHarbin

图 3 哈尔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Fig.3Plan of urban rail traffic construction inHar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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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A效率评价模型

数据包络法的基本原理：运用科学化的方式使决策单元的输入或输出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始

终处于不变的状态，然后参照统计数据、结合数据规划明确生产前沿面，使各决策单元投影于 DEA
生产前沿面，并找出其同 DEA前沿面之间存在的偏离度，通过比对，从而判定它们的相对有效性。

图 4 DEA评价方法的思路
Fig.4 The evaluation thought of DEA

2.1 基于规模不变的的 CCR模型

Xij－第 j个决策单元对第 i种类型输入的投入总量，xij>0；yrj－第 j个决策单元对第 r种类型输

出的产出总量，yrj>0；vi－对第 i种类型输入的一种度量，权系数；ur－对第 r种类型输出的一种度

量，权系数；i－1,2,…,m；r－1,2,…,s；j－1,2,…,n。
如果将第 j0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所有决策单元的效率分别定义为目标、约束，那么便可以建构

出 CCR模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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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Charnes-Cooper变换，然后再将变量 s-、变量 s+以引入其中，便可以顺利构建出对偶规划

模型，具体如下：minθ。

0

1

xsxts
n

j
jj   


..

0

1

ysyts
n

j
jj   


..

njj ,,,, 210 

θ无约束，s+≥0，s-≤0
在上述模型之中，λj、θ均表示对偶变量。

在对 DMU的技术效率、规模综合效率评价时，均选用 CCR模型，据此可以得出一系列结论，

主要可以归结为下列三点，具体如下：

（1）θ*＝1，且 S +
* ＝0，S -

*＝0，即是指其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产出已经实现最优的目的；

（2）θ*＝1，但至少一个输入或输出在 0上。表明决策单元未实现规模最佳、效率最佳；

（3）θ*＜1，表明未实现技术效率最佳、规模最佳。

2.2 模型投入产出的指标确定

从数据的可得性等角度考虑，选五个指标作为投入变量，即运营线路数量、运营里程长度、运

营车辆数、车站站点数、日均开行列次，进而展开深入论述与分析，以此展现哈尔滨在轨道交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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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建设方面的具体投资力度；同时，将三个不同指标定义为产出变量[1]，即客运量、轨道交通分担

率、线路客流强度，来反映投入资源所产生的运能及服务水平状况。
表 1 轨道交通系统运行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rail transit system
指标属性

Indicator Properties
序列

Sequence
指标名称

Indicator name
指标意义

Indicator significance

投入

X1 运营线路数量 指城市年末运营的轨道交通总条数，能够反映城市轨道交通的供给情况及固定资产投入状况。

X2 运营里程长度 指城市在年末时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能够反映城市轨道交通规模状况。

X3 运营车辆数
指城市年末正常投入应用的轨道交通车辆的总数量，可以从更深层次、更广层面展现轨道交通

的配车数详情。

X4 车站站点数 指城市年末投入的轨道交通的总车站数，换乘站数量重复运算，可展现换乘便利度。

X5 日均开行列次
指在特定统计时间范围之内，列车为运送乘客在线路上平均每天行驶的次数，能够反映乘客出

行的便利程度。

产出

Y1 客运量
指一年之内，轨道交通所运载乘客的总数量，可以真实、详细的展现轨道交通的实际运营能力

以及营销效率。

Y2 轨道交通分担率
指城市居民出行方式中选择轨道交通的出行人数占公共交通出行人数总数的比率，反映了城市

交通的结构状况和轨道交通系统的被使用程度。

Y3 线路客流强度
单日内线路的客运总量、线路运营总长度之间的比值，可以充分展现某一单位长度之内，线路

每天的载客量状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可以反映线路运营效率的高低。

3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效率评价实例分析

本文在对哈尔滨市轨道交通的运行效率进行测度、评价的过程之中，选取了投入导向的 DEA
模型。借助MaxDEA软件对 2013年~2018年这六年期间，哈尔滨市轨道交通的运行效率进行测度，

如此一来，便可获得 6个单位的综合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

表 2 投入产出数据

Table 2 Data of input and output

时间

Time

投入

Inputs
产出

Outputs
运营线路数量/条运营里程长度/km 运营车辆数/辆 车站站点数/站日均开行列次/次 客运量/万人次 轨道交通分担率 客流量/万人次/km

2013 1 17.24 17 18 241 1397 0.96% 0.80
2014 1 17.24 17 18 240 5387.37 3.36% 0.90
2015 1 17.24 17 18 237 6563.68 3.91% 1.04
2016 1 17.24 17 18 244 6849.95 4.00% 1.09
2017 2 22.066 21 23 413 11328.4 6.38% 1.37
2018 2 22.066 21 23 502 9742 5.38% 1.22

数据来源：《城市轨道交通 2013-2018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哈尔滨统计年鉴 2018》。
Data in the table taken from Statistics and Analytic Report of Urban Rail Traffic from 2013a to 2018a, and 2008a Statistic Yearbook in Harbin.

3.1 系统评价结果

表 3 哈尔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评价结果
Table 3 Evaluation results of urban rail traffic system in Harbin

年度
Year

综合效率
Integrated efficiency

纯技术效率
Technical efficiency

规模效率
Scale efficiency

规模报酬判定
Scale remuneration judging

2013 0.74 1 0.74 增长
2014 0.85 1 0.85 增长
2015 1 1 1 不变
2016 1 1 1 不变
2017 1 1 1 不变
2018 0.89 0.91 0.98 增长
平均 0.91 0.98 0.93 --

3.2 规模效率分析

从综合效率数据来看，2013年的综合效率值最低，之所以出现该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轨道交通正

处于建设之中，客运量还未达峰值。通过对纯技术效率进行深入观察与分析之后可以得知，在 2018
年，资源没有被完全利用，利用率非常低。从规模效率数据中可以看出，2013~2018期间效率处于

最低水平，由此表明，规模较小是导致综合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的主因。通过对规模报酬进行深入分

析之后可知，在 2015~2017年期间，哈尔滨轨道交通的资源并没有被完全应用，存在严重的浪费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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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因此哈尔滨轨道交通在未来发展过程之中，应当将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的提升作为核心，以此

来进一步提升资源的利用率[2]。

3.3 DMU在生产前沿上的投影分析

对于无效 DMU指来讲，在前沿上的投影便是目标值，通过恰当的方式对非 DEA有效的 DMU
产出值、投入值进行调整与优化，可以实现使 DEA有效的目的。

表 4 2013、2014、2018指标改进值
Table 4 Indicator improvement of 2013、2014、2018

年度

Year

投入变量

Variable inputs
产出变量

Variable outputs
运营线路数量/条 运营里程长度/km 运营车辆数/辆车站站点数/站 日均开行列次/列 客运量/万人次 轨道交通分担率 客流量/万人次/km

2013 -0.158 -2.722 -2.684 -2.842 -35.522 4371.505 0.024% 0.118
2014 -0.081 -1.388 -1.369 -1.450 -19.328 760.533 0.003% 0.076
2018 -0.116 -1.278 -1.216 -1.332 -112.919 930.315 0.006% 0.071

以 2018年为例，运营里程减少 1.2 km，运营车辆数减少 1辆，车站站点数减少 1站，日均开行

列次减少 113列，就会增加客运量 930.3万人次，轨道分担率增加 0.006%，线路客流强度增加 0.071
万人次/km。所以，在不考虑规模收益的前提之下，以投入导向视角作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当对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效率进行提升时，可以把投入冗余额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4 结论和建议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蓬勃发展在为居民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衍生了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针

对哈尔滨市轨道交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本文主要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从纵向层面对 2013-2018
年期间哈尔滨轨道交通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了深入探析，其结论主要包括:

（1）在对哈尔滨轨道交通系统的优化调整过程中，要从技术和管理方面，充分考虑资源的分配

及利用，以更好的发挥哈尔滨轨道交通系统的效益。并非盲目的增拓轨道交通的建设规模，进而产

生过度投资的状况。

（2）在提升城市轨道交通运行效率的过程之中，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并举的形式，如进一步强化

轨道交通同地面公交的衔接深度、围绕轨道交通建造“P+R”停车场等。根据城市公共健康空间设计导

则提出的通过城市设计提升日常活动可能性的“5D原则”，规划出哈尔滨的几个“P+R”停车场位置，

从而增加公共交通可达性和开放空间的可达性。

图 5 规划“P+R”停车场位置 图 6 智能立体泊车装置
Fig.5 Planning of the “P+R” park Fig.6 Intelligent stereo parking equipment

通过对当前哈尔滨市轨道交通建设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可知，哈尔滨轨道交通的站点数、建设规

模均在持续扩大，在短时间范围之内将会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因而制定科学、完善、可行的城市

整体交通规划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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