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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科学评价公共交通乘客的出行信息接受水

平，分别从信息传递和信息搜寻的角度，对公共交通出

行信息进行了详细分析。将信息理论运用于解释出行

信息的传递过程，建立了出行信息传递模型。运用信息

熵理论将乘客接受的出行信息进行量化，提出了评价出

行信息接受水平的具体方法。以实际调查数据为依据，

运用该方法对公交乘客的出行信息接受水平进行评

价。结果表明，该方法可从乘客认知角度评价出行信息

的接受水平和出行信息的传递状况。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perly evaluate travel information

acceptance level of transit passeng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ravel information particularly from two aspects of infor-

mation transmission and information searching. Based on

information theory, a trave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od-

el is established. Then 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approach to

evaluate travel information acceptance level, which is

quantified by using information entropy. Based on survey

data, the approach is applied to evaluating travel informa-

tion acceptance level of transit passengers. The results indi-

cate that the approach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travel infor-

mation acceptance level and transmission quality of travel

information from the angle of trip-makers'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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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公共交通乘客进行出行决策，主要基于出

行经验和出行信息。显而易见，出行经验缺乏

时效性和准确性，且信息量也不能满足出行决

策的需要。而借助充分的出行信息，乘客可以

做出最优行程安排，从而提高出行效率。因

此，需要通过接受新的出行信息对出行经验进

行修正，为出行决策提供信息保证[1]。

文献[2]证明出行信息能够显著地节省公共

交通出行者的时间与精力；文献[3]提出期望出

行信息的获取是不确定条件下出行选择效用函

数的组成部分。目前，关于出行信息传递及接

受水平的研究并不多，大多针对信息条件下机

动车驾驶人行为特性进行研究[4~5]，本文分别从

公共交通出行信息传递与信息搜寻的角度对出

行信息进行分析和建模，探讨出行信息接受水

平的具体评价方法。

1 公共交通出行信息分析

1.1 出行信息传递模型

信息度量首先是在通信领域进行研究的，

文献[6]认为通信是随机信号和随机噪声通过通

信系统的过程，并用概率测度和数理统计的方

法研究通信的基本问题。从本质上看，出行信

息的传递过程也是一个通信过程，其传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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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出行信息源就是公共交通系统运行

过程中产生出行信息的源事物，产生的各种出行

信息通过编码向乘客进行传递。出行信息信道包

括车内广播、站牌、文字通告、电台广播[7]及互

联网等。而乘客接收出行信息后，会选取对自身

有用的信息并进行处理，最终根据实际接受的出

行信息进行出行决策和行程安排。

1.2 出行信息需求分类

公共交通出行信息的主要内容是乘客完成一

次出行所需获取的全部相关交通信息，主要包括

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本文依据乘客的实际需

要，将其细分为费用、时间、服务、路径及个性

化 5个信息分项。表 1为公共汽车乘客与城市轨

道交通乘客[8~9]的出行信息需求分类。

1.3 出行信息搜寻特性

信息搜寻(information searching)起源于经济

学，已在市场营销领域得到深入研究，主要关注

购物前的相关信息搜寻特性及其对购买行为的影

响[10]。本文将信息搜寻理论引入出行信息研究，

从公共交通乘客的角度分析出行信息搜寻的特

性。出行信息搜寻是交通参与者对交通环境(状

态)不确定性的一种积极反应，其目的是为出行

决策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在实际的出行行为中，

公共交通乘客对出行信息的搜寻是一个自发的过

程，所获取的信息对出行决策与出行的满意度将

产生重要影响。

公共交通乘客的认知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对

出行信息搜寻的方式和效用有着重要影响。同

时，个体出行特性也直接决定了具体的信息搜寻

过程。由SP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可知，出行

目的、出行距离、到达时间的灵活性、对公共交

通线网的熟悉程度和时间价值是影响出行者进行

信息搜寻的主要因素。出行信息的传递模式、信

息的准确性与公共交通乘客的个体出行特性相互

作用，最终决定信息搜寻的效用和出行满意度。

2 出行信息接受水平评价方法

出行信息的传递内容大多数具有逻辑对应关

系，如具体的出发时间、费用必然与目的地相对

应，而此特性在所有出行方式中都同样存在。如

果暂不考虑乘客出行经验的影响，并假定出行信

息均为离散型变量，根据表 1，从乘客认知角度

定义一组具有逻辑对应关系的出行信息为一个出

行信息单位 P ( p1，p2，p3，p4，p5)，即包含费

用、时间、服务、路径及个性化 5个信息分项。

当然，一个出行信息单位应包含的具体内容是因

出行方式、传递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的。定义

表 1 出行信息需求

Tab.1 The classification of travel information demand

公共汽车乘客

城市轨道交通乘客

时间

列车规定(实际)到发
时间、候车时间等

途经路线、换乘
信息等

途经路线、换乘
信息等

路径

班次、拥挤程度、
车站位置等

旅途服务、运行速度、
车辆等级等

旅途服务、运行速度、
坐席等级等

服务

票价

票价

费用

公共交通
运营状况

出行信息源 编码

出行信
息信道

人脑对信息
进行译码

出行决策和
行程安排

信息

干扰

图 1 出行信息传递模型

Fig.1 Trave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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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行信息项目(如公交出行费用信息中的公

交票价)为一个出行信息项 s，那么乘客所接受到

的每一个出行信息单位P都是由若干个出行信息

项 s组成的[11]，即：

P (p1，p2，p3，p4，p5) = P( f1(a)，f2(b)，f3(c)，f4(d)，f5(e)) =

a = (s11，s12，…，s1i)

b = (s21，s22，…，s2j)

c = (s31，s32，…，s3k)

d = (s41，s42，…，s4l)

e = (s51，s52，…，s5m)

i，j，k，l，m∈N

{ 。 (1)

根据信息熵理论，可以认为乘客接受的一个

出行信息单位的平均信息量与每个出行信息项出

现的概率有关[12]。因此，可以用式(2)度量乘客实

际接受的一个出行信息单位的平均信息量：

H(P )=∑
g =1

T

(t g /M )log(M /t g)， (2)

式中：T = i + j + k + l + m，表示一个出行信息单

位P可能具有的出行信息项s的总数；tg为第g个出

行信息项s在这个样本空间出现的次数；M为具体

的出行信息项s可能出现的总个数，即样本空间。

对式(2)进行改进，也可用来度量乘客接受

的各个信息分项的平均信息量，以信息分项 p1

(费用信息)为例，其平均信息量为：

H(p1) =∑
g =1

i

(t g/M )log(M /tg)。 (3)

该评价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实现，可

随机选择一定数量的乘客作为调查对象，但其出

行方式须一致。为了增加其可信度，首先采用开

放式问卷对乘客进行小范围调查，记录每个乘客

对出行信息的理解，尤其是对所包含的出行信息

项的具体理解。通过对乘客回答中的所有出行信

息项进行统计分析，确定T的取值和 s的具体内

容，并编制成问卷，对较大范围乘客进行下一步

封闭式调查，调查问卷的设计[12]宜采用多选和判

断形式。

根据信息熵的定义可知，信息量可度量信宿

所消除的不确定性的程度，当事件的出现概率越

大，信息量越小，信宿所能消除的不确定性也越

少。根据式(2)，式(3)计算得到的出行信息量越

大，乘客消除的不确定性越多，乘客的出行信息

接受水平越低，即反映出行信息传递的质量较

差；反之乘客接受的出行信息量越小，表明其接

受水平越高。

3 实例分析

为检验上述出行信息接受水平评价方法的有

效性，对成都市公交乘客的出行信息接受水平进

行了实际评价，评价主要基于问卷调查计算出行

信息项与出行信息分项的平均信息量。为使评价

结果具有典型性，确定两组样本的范围分别为：

①在西南交通大学公共汽车站等待 48路公共汽

车的乘客；②乘公共汽车到达春熙路商业步行街

的行人。具体的样本数量分别为第1组41个，第

2组62个。

通过初步的小范围开放式调查的统计分析确

定出行信息项。调查问卷的信息项分别为：票

价、公共汽车应到达时间、公共汽车实际到达时

间、购票方式、运行速度、车辆等级、旅途服务

水平、途经路线、换乘信息、车站信息、班次信

息。则T1=11，M1=41；T2=11，M2=62。对两组封

闭式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tg，最终

得出两组接受一个出行信息单位的平均信息量分

别为：H(P1)=3.492864，H(P2)=4.331287。

同时，可以得到每个出行信息项和出行信息

分项的平均信息量，如图 2和图 3所示。并得出

以下结论：①第1组的出行信息接受水平总体上

高于第2组，该结果可能与样本对应的公交线路

相关。②两组费用信息分项的接受水平均较高，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乘客对费用信息的关注和较高

的费用信息传递水平；③两组的时间信息接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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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出行信息项的平均信息量

Fig.2 Average quantity of travel information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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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出行信息分项的平均信息量

Fig.3 Average quantity of travel information subentries

平均较低，表明公共汽车运行时间不可靠且时间

信息传递水平较低。④与公共汽车到达时间、运

行速度、途经路线、车站相关的出行信息传递均

未达到理想水平，给乘客的出行决策和行程安排

造成了一定困难。

对统计结果进行分析，可以识别出接受水平

较差的出行信息项，从而为运营单位改善出行信

息传递模式提供建议。此方法还可用于指导客运

组织和营销管理，如对某公交线路的出行信息传

递状况进行评价。在具体评价中，对于不同的出

行方式，可以根据实际传递的出行信息内容和评

价目标进行设计。

4 结语

本文对公共交通的出行信息传递过程、出行

信息需求及出行信息搜寻特性进行了详细分析，

并建立了出行信息传递模型。运用信息熵理论将

公共交通乘客出行信息进行量化，探讨了利用信

息量作为评价指标评价出行信息接受水平的具体

方法。实例分析表明，利用信息熵理论可以从乘

客认知角度评价出行信息的接受水平和出行信息

传递状况，为建立先进的出行信息系统提供了有

效的评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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