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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验证“互联网+出租汽车”模式的有效性和网约车时代出租汽车运营规制的重要性，定量

研究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打车软件对出租汽车运营的影响。以深圳市为研究区域，选取打车软件

广泛使用前后两个节点日的出租汽车GPS数据，对比两日出租汽车微观运营指标。各指标分析结果

表明，打车软件改善了低人口密度和偏远地区的打车难状况，减少了出租汽车的无效运营，并且总

体提升了驾驶员的接单效率。因此，鼓励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是科学合理的。同时，采

用适当的策略规范网约车时代出租汽车的经营服务行为，减少打车软件的负面效应，是促进出租汽

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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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a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et-based taxi servi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taxi operation-

al regul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quantitative impacts of internet technology on taxi operations. Taking

Shenzhen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compares the selected operational indicators at two typical days before

and after car hailing Apps widely u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xi booking apps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taxis service for those users who live in low-density suburban. Meanwhile, it decreases empty-load rate

and improves service effectiveness. These evidences describe the merits of Internet- based taxi service

which are able to better support policy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axi indus-

tr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gulate taxi operations with proper policies and reduce nega-

tive influences of car hailing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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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打车软件指利用智能手机实现出租汽车

打车请求和服务的软件[1]。中国打车软件自

2012年上线以来争议不断。支持者认为打车

软件能提高打车效率，实现驾驶员与乘客间

相对位置的可视化，使得供需匹配效率提

高；驾驶员与乘客间的信息不完整情况有所

改善，行车路线透明，可避免驾驶员绕路多

收费。此外，打车软件具有支付更便捷、计

价方式更灵活、评价系统更完善等优势。反

对者认为打车软件影响社会公平，降低了老

人、儿童、外国人等不擅于使用打车软件人

群的打车成功率；另一方面，驾驶员通过打

车软件提前知晓乘客的出行起讫点，存在挑

单行为，拒载短途出行乘客，影响不同出行

距离乘客的乘车公平。

2016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

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 (国办发[2016]58号)和《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分别简

称《指导意见》《暂行办法》 )先后公布。深

徐 媛 1，鞠炜奇 2，杨家文 1，董美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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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也于 2016年 12月出台《深圳市人民政

府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

的实施意见》 (深府[2016]104号)和《深圳市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指导意见》提出“鼓励巡游车企业转

型提供网约车服务”“鼓励巡游车通过电

信、互联网等电召服务方式提供运营服

务”。由此可见，“互联网+出租汽车”成为

推进传统出租汽车提升服务品质、实现转型

升级的途径，政府对互联网约车平台的认可

顺应了信息化时代发展的趋势。《暂行办

法》在鼓励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

的同时，就网约车经营服务规范提出具体要

求，保障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

为验证“互联网+出租汽车”模式的有

效性和网约车时代出租汽车运营规制的重要

性，深入认识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打车软

件对出租汽车运营的影响至关重要。以往研

究通常为定性探讨，大多是对使用打车软件

后车辆的运营效率和乘客打车难易程度变化

等的判断和描述 [2-4]，缺乏定量的分析和刻

画。在出租汽车运营特征的定量研究方面，

国内外学者大多采用系统论、空间计量理

论、空间模型等理论和方法，并基于一定的

指标对出租汽车的运行效率、寻客模式等进

行研究[5-6]。在数据来源方面，理论和实证研

究均表明GPS数据具有运营时间长、道路覆

盖范围广、便于集中管理等显著优点[7]。随

着GPS数据在出租汽车相关研究中的广泛应

用，出租汽车运营研究从以往的市场均衡和

绩效研究转向微观运营特征研究，且主要集中

在出租汽车运营特征分析的方法与模型[8-10]、

运营的时空特征[11-12]及其影响因素[13-15]等方面。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通过动态对比传统

扬招模式和“互联网+出租汽车”模式下出

租汽车的运营特征差异，定量揭示打车软件

作为新技术对出租汽车运营的影响程度。以

深圳市出租汽车GPS数据为基础，选取打车

软件广泛使用前后的两个调查节点日，分别

计算出租汽车上下客点格局、载客次数、空

载率、载客出行距离结构等微观运营特征指

标，分析打车软件的广泛使用对出租汽车运

营的影响。

1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11..11 研究区概况研究区概况

2013 年末和 2014 年末，深圳市全市出

租汽车拥有量分别为15 973辆和16 275辆[16-17]，

按年末常住人口计算的千人出租汽车拥有量

分别为1.50辆和1.51辆，远低于《城市道路

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规定的

“大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 2辆”的要求。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出行服务水平要

求的提高，深圳市出租汽车行业的服务水平

呈现滞后发展的趋势，逐渐暴露出运营车辆

供给不足且缺乏动态调整机制、原特区内外

发展不均衡、服务价格偏高、非法营运猖獗

等问题。

2012年 11月，嘀嘀打车(2014年 5月更

名为“滴滴打车”，2015年 9月更名为“滴

滴出行”)和快的打车等打车软件陆续登陆

深圳市，发展过程中受到一定的政策阻拦和

规制。2013年4月28日，深圳市成为首个由

政府叫停打车软件的城市，市交通运输委员

会客运交通管理局下发通知，要求各企业对

已经安装手机打车软件的出租汽车驾驶员责

令卸载，不得继续使用。打车软件得到迅速

推广和运用的转折点发生在 2013年 12月—

2014年1月，标志事件是嘀嘀打车和快的打

车分别与腾讯、阿里巴巴合作，推广移动支

付功能，并继续以“疯狂烧钱”的补贴方式

拼抢市场。截至2014年1月，嘀嘀打车和快

的打车在深圳分别覆盖超过 8 000辆和 1万

辆出租汽车。截至2014年3月，嘀嘀打车和

快的打车在深圳的用户数分别达 300万人和

200万人，当月的深圳市内订单总数分别达

10万余条和30万余条。随着“互联网+交通”

的普及，一键叫车成为很多用户的首选出行

方式，对传统出租汽车市场产生了不小影响。

在研究时间点 2014年 7月 8日，滴滴打

车和快的打车在深圳地区虽已取消对乘客端

的现金补贴，但对驾驶员端的现金补贴仍然

存在。具体为每单补贴 3 元，每天补贴 10

单，并且还有高峰期抢单奖励、每日抢单奖

励和月度抢单奖励等不同类型的奖励。打车

软件补贴政策产生的激励效应能调动驾驶员

接单的积极性，对没有驾驶员端补贴的传统

出租汽车市场形成一定竞争。另外，文中所

述打车软件对出租汽车运营的影响均指在打

车软件仅与出租汽车公司合作时期，在该时

间范围内，滴滴打车和快的打车尚未推出专

车和快车服务。

11..22 数据描述数据描述

在数据来源方面，2013年 10月 22日和

2014年 7月 8日的出租汽车GPS数据来自于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深圳市出租汽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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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统计数据来源于《深圳统计年鉴2014》和

《深圳统计年鉴 2015》 [16-17]。由于打车软件

在 2013 年 10 月 22 日尚未在深圳市广泛使

用，而在 2014年 7月 8日已拥有大量用户，

且这两个调查节点日均为周二，天气状况类

似，均距离打车软件宣传高峰期较远，故具

有一定的可比性。

在数据属性方面，GPS数据包含车牌号

(ID)、数据采集时间、经纬度、客运状态、

瞬时速度等属性信息(见表1)。

在数据处理方法上，首先将所有GPS数

据转存至PostgreSQL数据库中，两日的原始

数据分别含14 728辆和15 472辆出租汽车的

GPS 记录，占当年深圳市出租汽车总量的

92.2%和 95.1%。通过 SQL语言剔除全天空

载率为 0或高于 80%、客运状态值非 0也非

1、GPS记录不完整等数据异常的车辆，两

日分别包含 9 582辆和 11 390辆正常出租汽

车，占当年深圳市出租汽车总量的 65.1%和

73.6%。其次，通过坐标转换和地图匹配将

车辆定位至深圳市路网。再次，通过空间查

询语句识别与计算出各车辆上下客点位置与

频次，各网格空载率和单次出行距离等运营

指标值，并利用ArcGIS空间可视化方法表

达各指标。最后，通过对两日相应运营指标

的动态对比，分析打车软件广泛使用前后出

租汽车运营特征的变化。

22 出租汽车运营特征指标出租汽车运营特征指标

在出租汽车微观运营特征指标选取方

面，上下客点格局、载客次数、空载率和载

客出行距离结构能揭示出租汽车微观运营中

的静态特征与动态特征，是研究出租汽车交

通出行的常用指标[10, 18]。

22..11 上下客点格局上下客点格局

上下客点格局是出租汽车运营过程中重

要的静态特征。上客点是出租汽车载客状态

从空载变为载客的瞬时点，直观反映乘客打

车需求产生的空间位置；下客点则是出租汽

车载客状态从载客变为空载的瞬时点，直观

反映乘客出行目的地的空间位置。本文通过

SQL查询语句提取出租汽车的上下客点，从

而确定车辆运营状态的转换区间。

点密度分析用于表征每个空间分析单元

内点要素分布的密度，是点格局分析中的重

要指标之一。对出租汽车上下客点密度进行

分析，从而确定乘客打车需求和出行目的的

集中和分散区。深圳市两日的上下客点密度

D j
k =
∑

i= 1

n

nt
i

ak

， (1)

式中： t 为时段值； k 为网格的编号； n j
i 为

j 时段网格 k 内的点要素个数； ak 为网格 k

的面积/km2； D j
k 即为网格 k 在 j 时段的点

密度，网格大小为1 km×1 km。

22..22 载客次数载客次数

载客次数直观体现运营车辆接客的效

率，是检验打车软件对出租汽车运营效率影

响的有力指标。载客次数越多，说明车辆的

接客效率越高，驾驶员服务乘客的数量越

多。单日车均载客次数为当日所有车辆的总

载客次数与车辆数的比值。载客次数分布的

变化具体揭示各载客次数段出租汽车数量的

比例变化。

22..33 空载率空载率

空载率(Empty-Load Rate, ELR)从出租汽

车服务供给侧的角度衡量其服务的有效性。

空载率过高时表明出租汽车服务供过于求，

出租汽车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而过低时表

明出租汽车服务供不应求，乘客容易面临

“打车难”的问题。空载率可反映一个城市

的出租汽车投放量以及调度是否合理。在保

障乘客便捷享受租乘服务的前提下适当降低

空载率是引导出租汽车高效率发展的关键[19]。

空载率一般分为时间空载率和里程空载

率，前者为总空载时间与总运营时间的比

值，后者为总空载里程与总运营里程的比

值。由于空载时驾驶员往往以空载的时间长

短而不是里程长短来衡量自己的机会成本，

本文选取时间空载率作为空载率的表现指

标，计算方法为

ELRk =
∑

i= 1

n

T k
vi

∑
i= 1

n

T k
vi +∑

j= 1

m

T k
pi

， (2)

表1 深圳市出租汽车GPS数据字段名称与含义

Tab.1 Field name and explanations of taxi GPS data in Shenzhen

字段名称

ID

time

longitude

latitude

status

v

字段含义

车牌号

采集时间(YYYY/MM/DD/hh: mm: ss，年/月/日/时:分:秒)

经度(东经)

纬度(北纬)

客运状态(0表示空载状态；1表示载客状态)

瞬时车速/(km·h-1)

75



交通规划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5
N

o.6
N

ovem
ber2017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七七
年年

第第
十十
五五
卷卷

第第
六六
期期

式中： i 为网格 k 内第 i 个GPS点； j 为网

格 k 内第 j 个GPS点； n 和 m 分别为网格 k

内所有空载 GPS 点和载客 GPS 点的个数；

∑
i= 1

n

T k
vi 为网格 k 内所有GPS点的空载时间之

和；∑
j= 1

m

T k
pi 为网格 k 内所有GPS点的载客时

间之和，网格大小为1 km×1 km。

22..44 载客出行距离结构载客出行距离结构

出行距离结构反映出行中距离属性的构

成特征，是反映出租汽车运营动态特征的重

要指标。将每辆出租汽车一天的运营链划分

为一次次的单个出行是分析出租汽车出行结

构特征的基础。首先，将每辆出租汽车GPS

记录按时间顺序排序，从一辆车当日的第一

个GPS记录点开始直到其客运状态值发生变

化之前的过程，识别为该车当日的第一次出

行；从客运状态值第一次发生改变开始直至

第二次发生改变之前识别为第二次出行，以

此类推。在实际提取到的单次出行中存在部

分行驶距离过短或过长的情况，因而剔除单

次载客距离小于500 m或大于200 km的记录。

本文以载客状态下的出行为主，分别计算两

日的出行距离结构，以此对比出行特征变化。

33 结果分析结果分析

33..11 打车软件对上下客点格局的影响打车软件对上下客点格局的影响

乘客上客点和下客点的分布范围几乎一

致，即出租汽车出行起点和目的地的分布范

围几乎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出租汽车出行的

发生区通常也是吸引区。上下客点均集中分

布在六大区域，原特区内主要是福田、罗湖

和南山核心区，原特区外集中在宝安区的新

安、西乡街道，龙华新区的大浪、龙华、民

治街道，龙岗区的坂田、布吉、南湾街道和

龙城、龙岗街道(见图1和图2)，说明这些区

域对出租汽车出行需求较其他区域多。对比

深圳市各街道人口密度分布(见图 3)可以发

现，出租汽车上下客点集中区域基本是深圳

市人口较密集、人流量大的区域，这些区域

供求匹配度相对较高。

为进一步分析打车软件的广泛使用对出

租汽车上下客点格局的影响，将深圳市行政

区划分为 1 km×1 km 的 2 483 个网格，用

2014年 7月 8日各网格出租汽车上下客点密

度减去 2013年 10月 22日对应的上下客点密

度，得到上下客点密度差值(见图4)。由图4

可以发现，打车软件广泛使用后，虽然上下

客点的主要集中区域仍然为六大区域，但是

明显出现了向原特区外扩散的现象，大部分

低人口密度和偏远地区的上下客点密度有所

上升。这说明打车软件的广泛使用在一定程

度上打破了原有供求格局，原特区外部分区

域的打车难状况有所改善，证明“互联网+

出租汽车”模式能有效促进地区公平，更好

地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乘车需求。

33..22 打车软件对载客次数的影响打车软件对载客次数的影响

2013 年 10 月 22 日至 2014 年 7 月 8 日，

单日车均载客次数由48.0次升至51.8次，增

幅为7.9%，说明出租汽车的载客频次明显增

加。从两日出租汽车载客次数比例分布(见

图5)对比可以发现，单日载客40次以下的出

租汽车比例有所降低，大于 40次的比例有

所提升，进一步证明出租汽车的载客频次有

所增加，接客效率得到提升，更多乘客得到

服务。接客效率的提升可能是由打车软件平

台的多种优势引发，例如打车软件高效的供

需匹配能力、方便快捷的移动支付等。

2013年10月22日上客点

上客点集中区

北

10 km

2013年10月22日下客点

下客点集中区

北

10 km

a 上客点

b 下客点

图1 2013年10月22日出租汽车上下客点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location of taxi loading and unloading in Shenzhen

at Oct. 22n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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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打车软件对空载率的影响打车软件对空载率的影响

从表 2来看，两日全天空载率由 50.9%

上升至 53.3%，但车均空载行驶时长略有下

降，车均空载静止时长明显增加。这说明空

载率的上升是由静止状态下的空载时长上升

所致，而这可能是因为打车软件使驾驶员改

变了寻客模式。在传统的寻客模式下，驾驶

员空载状态时需要通过巡游发现路边的乘

客。而在“互联网+出租汽车”模式下，乘

客可以提前通过打车软件预约车辆，驾驶员

到指定地点等待乘客上车，实现了出租汽车

的门到门服务。这样既减少车辆单位时间的

油耗，也节省驾驶员巡游的精力。

将 2014年 7月 8日深圳市各网格出租汽

车空载率减去 2013年 10月 22日对应的空载

率，得到出租汽车空载率差值分布图(见图

6)。对比深圳市各街道人口密度分布(见图3)

可以发现，打车软件的出现有效降低了原特

区外低人口密度和偏远地区的空载率，说明

“互联网+出租汽车”模式改善了这些地区滞

后发展的出租汽车市场，使得出租汽车无效

运营有所减少，运营周转效率提高。

33..44 打车软件对载客出行距离结构的影响打车软件对载客出行距离结构的影响

由于出租汽车的行驶路径无法完全真实

还原，采取累加出行过程中两两相邻GPS点

之间距离的办法近似替代，相邻GPS点之间

的距离按两点之间的最短地球表面距离计

算。打车软件广泛使用后，驾驶员在 1 km

内的载客比例由4.7%显著上升至6.9%，1~2 km

内的载客比例由 15.4%上升至 16.9%，大于

2 km的载客比例略有下降(见图7)。

从需求角度而言，乘客原先需要在容易

打车的地段采用扬招模式打车，而打车软件

使得乘客足不出户就可以预约到出租汽车，

促使不少原先短距离出行选择其他出行方式

的乘客也倾向于乘出租汽车出行。这表明公

众对移动智能出行的支持和肯定。从供给角

度而言，驾驶员原先在利益驱动下倾向于长

途出行的乘客，甚至有部分驾驶员拒载短距

离出行的乘客。而在打车软件适当的补贴政

策下，驾驶员为获得更多补贴而增加接单

数，使得挑单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另外，滴滴出行于2016年8月在原有抢单模

式的基础上和出租汽车公司合作推出智能派

单服务。系统会综合考虑距离、拥堵情况、

运力供需和驾驶员服务评价等因素，自动将

乘客订单定向匹配给一位最合适的出租汽车

驾驶员。智能派单模式可以降低乘客被拒载

的可能，提升乘客出行效率。可见，移动互

联网技术在改变出行模式的同时，也需要进

行一定的运营策略和规制手段研究，例如在

适当的补贴政策和智能派单模式下，不同出

行距离乘客的乘车公平得以保证。因此，充分

研究网约车时代的出租汽车运营策略和规制手

段是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

2014年7月8日上客点

上客点集中区

北

10 km

a 上客点

b 下客点

图2 2014年7月8日出租汽车上下客点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location of taxi loading and unloading in Shenzhen

at July 8th 2014

2014年7月8日下客点

下客点集中区

北

10 km

[182, 3 255]
(3 255, 8 352]
(8 352, 15 369]
(15 369, 25 619]
(25 619, 58 688]

原特区外
原特区内

深圳市各街道人口密度/(人·km-2)

北

10 km

图3 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密度分布

Fig.3 Population density of Shenzhen based on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资料来源：根据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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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结论和展望结论和展望

本文选取打车软件尚未在深圳广泛使用

前后两个调查节点日，基于两日的深圳市出

租汽车GPS数据，借助PostgreSQL、ArcGIS

等软件，分析出租汽车的上下客点格局、载

客次数、空载率和载客出行距离结构等运营

特征指标的变化，揭示打车软件的广泛使用

对出租汽车运营的影响。从运营指标角度得

到四点结论：

1）打车软件的广泛使用使得原特区外

低人口密度和偏远地区的打车难状况有所改

善，证明“互联网+出租汽车”模式能有效

促进出租汽车服务的地区公平；

2）打车软件广泛使用后，得益于打车

软件的诸多优势，出租汽车单日车均载客次

数明显增加，接客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3）打车软件广泛使用后，车均空载静

止时长上升，说明打车软件可能改变驾驶员

的寻客模式，停车候客比例增加；同时，打

车软件有效降低了低人口密度和偏远地区的

空载率，减少出租汽车的无效运营；

4）打车软件广泛使用后，短距离载客

出行比例有所上升，这可能是出租汽车的门

到门服务培育了短距离出行乘客对出租汽车

的依赖，也可能是因为打车软件适当的补贴

政策缓解了驾驶员拒载短距离出行乘客的现

象，这证明了网约车时代研究出租汽车运营

策略和规制手段的必要性。

以上指标主要从出租汽车服务供给侧的

角度揭示打车软件的广泛使用对出租汽车运

营微观特征的影响。由此可见，《指导意

见》和《暂行办法》鼓励出租汽车行业和互

联网融合发展有其科学合理性。在此基础

上，采用适当的策略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行为，减少打车软件的负面效应，

加强监督检查，保障运营安全和乘客合法权

益，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出行需求，是促

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

本文通过高时空精度的GPS数据探究打

车软件的广泛使用对出租汽车运营的影响，

但仍存在其他变量控制方面的问题。例如，

居民收入变化、交通状况变化等也是影响出

租汽车运营特征的重要因素。后续研究中可

以对相关变量加以控制，从而更精确地分析

打车软件对出租汽车运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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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日出租汽车空载率与空载时长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taxi empty-load rates and empty-load time

in two surveyed days

日期

2013年10月22日

2014年7月8日

全天空载率/
%

50.9

53.3

车均空载行驶时长/
h

4.93

4.87

车均空载静止时长/
h

7.28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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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特区外

原特区内

空载率差值

北

10 km

图6 两日出租汽车空载率差值

Fig.6 Difference of taxi empty-load rates in two surveyed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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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两日出租汽车出行距离结构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distribution of travel distance by taxi in two surveyed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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