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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

法，针对社区不同人群分别进行公交调度，能够

充分运用公交车的运力。调度系统包括：服务器、

客户端、社区公交车、无人驾驶公交车、拼团定制

公交车、数据传输模块，服务器存储有社区内现

有的社区公交车站点数据信息，客户端、无人驾

驶公交车通过GPS定位，并上传位置信息至服务

器，数据传输模块分别和无人驾驶公交车、服务

器、客户端连接，形成数据传输通道；社区公交车

用于社区内部交通，无人驾驶公交车用于社区内

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拼团定制公交车用于社

区对外出行，调度方法包括：社区内部交通的公

交车优化调度方法；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

式的优化调度方法；社区对外出行优化调度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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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服务器、客户端、社区公交车、无

人驾驶公交车、拼团定制公交车、数据传输模块，所述服务器存储有社区内现有的社区公交

车站点数据信息，所述客户端、无人驾驶公交车通过GPS定位，并上传位置信息至服务器，所

述数据传输模块分别和无人驾驶公交车、服务器、客户端连接，形成数据传输通道；所述社

区公交车用于社区内部交通，所述无人驾驶公交车用于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所

述拼团定制公交车用于社区对外出行，

社区内部交通的公交车优化调度方法：乘客通过客户端选择次日出行的出发站点、目

的站点、出发时间、期望到站时间及乘车人数，服务器整合社区内所有出行需求数据后，结

合现有的社区公交车站点位置，按需求分配运力，生成次日社区公交车运营方案，然后将方

案中每条社区公交车的路线、车号信息、各站点的预计停靠时间发送给所有社区内部交通

的乘客，次日按所述运营方案调度社区公交车；

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的优化调度方法：乘客通过客户端选择出行的上车时

间、上车地点、下车地点，无人驾驶公交车运行过程中，服务器根据上车时间，以及乘客和无

人驾驶公交车的位置信息判断下站是否有人乘车或下车，若有人乘车或下车，服务器下达

指令使无人驾驶公交车在下站停靠；若无人乘车或下车，服务器下达指令使无人驾驶公交

车在下站不停车，继续行驶；

社区对外出行优化调度方法：乘客通过客户端选择拼团方式以及社区外目的地，拼团

方式包括：自己开团邀请其他社区居民拼团，以及，选择加入其它社区居民的团体完成拼

团，拼团成功后，公交车公司按照目的地和团体人数对应分配运力，并将乘车信息反馈给社

区居民，居民按照反馈信息乘车，同一团体乘同一辆拼团定制公交车前往同一目的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客户端为手

机APP访问软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APP访

问软件具有导航功能，用于向对乘客提供站点以及对应公交车的定位信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手机APP访

问软件具有三个页面对应三种不同的公交车出行需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社区公交车

站点数据信息由公交车管理部门提供。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传输模

块分别和无人驾驶公交车、服务器、客户端网络连接，并进行数据传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公交车专

用车道、所述无人驾驶公交车行驶在所述公交车专用车道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社区内部交通的

公交车优化调度方法中：服务器分配运力以总费用最小为目标函数模型进行计算，目标为

在已知固定需求条件下所有乘客的乘车和等车时间费用及车辆运营费用之和最小，即：

式中：CR-公交线网系统的总费用；CB-运营费用单价；CP-乘车时间价值；CW-等车时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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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QI-线路I的最大断面流量；qmn-节点m、n间的公交需求量；C-公交车平均载客能力；VR-公

交车平均运行速度；lI-线路I的长度； -线路I站点m、n间的距离； -经过节点m、n的客

运需求量在线路I上的分配比例；R-路线集合；AI-线路I的节点集合。

9.根据权利要求1或8所述的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社区内部交

通的公交车优化调度方法中：社区公交车运营方案中每条社区公交线路的配车数量由下式

计算：

式中：NI-公交线路I的配车数量；lI-公交线路I的长度；fI-公交线路I的发车频率；vI-公

交线路I的车辆技术车速。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其特征在于，社区内出行接

驳其他交通方式的优化调度方法中：无人驾驶公交车辆数用下式计算：

式中：N-无人驾驶公交车辆数；M-无人驾驶公交车客运周转量；a-季节不均衡系数；V-

无人驾驶公交车运送速度；h-无人驾驶公交车每日工作时间；m-标准车载客量；k-无人驾驶

公交车日均满载率；n-无人驾驶公交车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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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公交车调度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公交调度方法均没有针对不同的人群、工况分别进行设计，而是采用的统

一的调度方法，社区公交系统针对人群众多，公交需求量大，现有的调度方法中，社区内部

交通、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以及社区对外出行等出行方式混杂，未能充分运用公

交车的运力，增加了公交车的使用量，增大了公交运营成本，也降低了居民出行的便利程

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针

对社区不同人群分别进行公交调度，能够充分运用公交车的运力。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方法，包括：服务器、客户端、社区公交车、无人驾驶公交

车、拼团定制公交车、数据传输模块，所述服务器存储有社区内现有的社区公交车站点数据

信息，所述客户端、无人驾驶公交车通过GPS定位，并上传位置信息至服务器，所述数据传输

模块分别和无人驾驶公交车、服务器、客户端连接，形成数据传输通道；所述社区公交车用

于社区内部交通，所述无人驾驶公交车用于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所述拼团定制

公交车用于社区对外出行，

[0006] 社区内部交通的公交车优化调度方法：乘客通过客户端选择次日出行的出发站

点、目的站点、出发时间、期望到站时间及乘车人数，服务器整合社区内所有出行需求数据

后，结合现有的社区公交车站点位置，按需求分配运力，生成次日社区公交车运营方案，然

后将方案中每条社区公交车的路线、车号信息、各站点的预计停靠时间发送给所有社区内

部交通的乘客，次日按所述运营方案调度社区公交车；

[0007] 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的优化调度方法：乘客通过客户端选择出行的上车

时间、上车地点、下车地点，无人驾驶公交车运行过程中，服务器根据上车时间，以及乘客和

无人驾驶公交车的位置信息判断下站是否有人乘车或下车，若有人乘车或下车，服务器下

达指令使无人驾驶公交车在下站停靠；若无人乘车或下车，服务器下达指令使无人驾驶公

交车在下站不停车，继续行驶；

[0008] 社区对外出行优化调度方法：乘客通过客户端选择拼团方式以及社区外目的地，

拼团方式包括：自己开团邀请其他社区居民拼团，以及，选择加入其它社区居民的团体完成

拼团，拼团成功后，公交车公司按照目的地和团体人数对应分配运力，并将乘车信息反馈给

社区居民，居民按照反馈信息乘车，同一团体乘同一辆拼团定制公交车前往同一目的地。

[0009] 优选地，所述客户端为手机APP访问软件。

[0010] 优选地，所述手机APP访问软件具有导航功能，用于向对乘客提供站点以及对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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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车的定位信息。

[0011] 优选地，所述手机APP访问软件具有三个页面对应三种不同的公交车出行需求。

[0012] 优选地，所述社区公交车站点数据信息由公交车管理部门提供。

[0013] 优选地，所述数据传输模块分别和无人驾驶公交车、服务器、客户端网络连接，并

进行数据传输。

[0014] 优选地，还包括公交车专用车道、所述无人驾驶公交车行驶在所述公交车专用车

道上。

[0015] 优选地，社区内部交通的公交车优化调度方法中：服务器分配运力以总费用最小

为目标函数模型进行计算，目标为在已知固定需求条件下所有乘客的乘车和等车时间费用

及车辆运营费用之和最小，即：

[0016]

[0017] 式中：CR-公交线网系统的总费用；CB-运营费用单价；CP-乘车时间价值；CW-等车时

间价值；QI-线路I的最大断面流量；qmn-节点m、n间的公交需求量；C-公交车平均载客能力；

VR-公交车平均运行速度；lI-线路I的长度； 线路I站点m、n间的距离； -经过节点m、n

的客运需求量在线路I上的分配比例；R-路线集合；AI-线路I的节点集合。

[0018] 优选地，社区内部交通的公交车优化调度方法中：社区公交车运营方案中每条社

区公交线路的配车数量由下式计算：

[0019]

[0020] 式中：NI-公交线路I的配车数量；lI-公交线路I的长度；fI-公交线路I的发车频率；

vI-公交线路I的车辆技术车速。

[0021] 优选地，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的优化调度方法中：无人驾驶公交车辆数

用下式计算：

[0022]

[0023] 式中：N-无人驾驶公交车辆数；M-无人驾驶公交车客运周转量；a-季节不均衡系

数；V-无人驾驶公交车运送速度；h-无人驾驶公交车每日工作时间；m-标准车载客量；k-无

人驾驶公交车日均满载率；n-无人驾驶公交车利用率。

[0024]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能够充分运用公交车的运力，降低了公交车的

使用量，以及降低了公交运营成本，也提高了居民出行的便利程度和舒适程度。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社区内部交通的公交车优化调度方法流程图；

[0026] 图2为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的优化调度方法流程图；

[0027] 图3为社区对外出行优化调度方法流程图；

[0028] 图4为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系统APP的工作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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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参见图1-图4，一种社区公交的优化调度系统，包括：服务器、客户端、社区公交车、

无人驾驶公交车、拼团定制公交车、数据传输模块，所述客户端为手机APP访问软件。所述手

机APP访问软件具有导航功能，用于向对乘客提供站点以及对应公交车的定位信息。所述服

务器存储有社区内现有的社区公交车站点数据信息，所述社区公交车站点数据信息由公交

车管理部门提供。所述客户端、无人驾驶公交车通过GPS定位，并上传位置信息至服务器，所

述数据传输模块分别和无人驾驶公交车、服务器、客户端网络连接，并进行数据传输。所述

社区公交车用于社区内部交通，所述无人驾驶公交车用于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

所述拼团定制公交车用于社区对外出行。还包括公交车专用车道、所述无人驾驶公交车行

驶在所述公交车专用车道上。调度方法包括：

[0030] 社区内部交通的公交车优化调度方法：此方法主要针对社区内短途的、满足生活

娱乐需要的出行。社区居民根据自身需求，通过客户端选择次日出行的出发站点、目的站

点、出发时间、期望到站时间及乘车人数，服务器整合社区内所有出行需求数据后，结合现

有的社区公交车站点位置，按需求分配运力，生成次日社区公交车运营方案，然后将方案中

每条社区公交车的路线、车号信息(不同车号分配不同的线路，不同的站点停靠和始发时

间)、各站点的预计停靠时间发送给所有社区内部交通的乘客，次日按所述运营方案调度社

区公交车。

[0031] 社区内部交通的公交车优化调度方法中：服务器分配运力以总费用最小为目标函

数模型进行计算，目标为在已知固定需求条件下所有乘客的乘车和等车时间费用及车辆运

营费用之和最小，即：

[0032]

[0033] 式中：CR-公交线网系统的总费用(元/小时)；CB-运营费用单价(元/小时)；CP-乘车

时间价值(元/小时)；CW-等车时间价值(元/小时)；QI-线路I的最大断面流量(人)；qmn-节点

m、n间的公交需求量；C-公交车平均载客能力(人)；VR-公交车平均运行速度(km/h)；lI-线路

I的长度(km)； -线路I站点m、n间的距离(km)； -经过节点m、n的客运需求量在线路I

上的分配比例；R-路线集合；AI-线路I的节点集合。

[0034] 社区内部交通的公交车优化调度方法中：社区公交车运营方案中每条社区公交线

路的配车数量由下式计算：

[0035]

[0036] 式中：NI-公交线路I的配车数量(辆)；lI-公交线路I的长度(km)；fI-公交线路I的

发车频率；vI-公交线路I的车辆技术车速(km/h)。

[0037] 此优化调度系统通过将居民的社区内出行需求串联来减少社区内因运力分配不

合理造成的乘客等待时间长、社区公交空载浪费资源等现象的发生。

[0038] 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的优化调度方法：此方法主要针对有换乘轨道交通

或大型地面公交等其他交通方式需求的出行。由于此类需求大多为通勤需求，集中在早晚

高峰，客流比较规律，因此采用无人驾驶公交并行驶在公交专用车道上，较为稳定且节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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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物力，有效提高运营效率。乘客通过客户端选择出行的上车时间、上车地点、下车地点，无

人驾驶公交车运行过程中，服务器根据上车时间，以及乘客和无人驾驶公交车的位置信息

判断下站是否有人乘车或下车，若有人乘车或下车，服务器下达指令使无人驾驶公交车在

下站停靠；若无人乘车或下车，服务器下达指令使无人驾驶公交车在下站不停车，继续行

驶。这样可以避免公交在无人需上车的站点停靠，节省时间，提高运营效率。

[0039] 社区内出行接驳其他交通方式的优化调度方法中：无人驾驶公交车辆数用下式计

算：

[0040]

[0041] 式中：N-无人驾驶社区公交车辆数(标台)；M-社区公交客运周转量(人公里)；a-季

节不均衡系数；V-无人驾驶公交车运送速度(km/h)；h-无人驾驶公交车每日工作时间(h)；

m-标准车载客量(人)；k-日均满载率；n-无人驾驶公交车辆利用率。

[0042] 社区对外出行优化调度方法：此方法主要针对有参加社区外大型活动(如球赛、演

唱会等)需求的社区居民，或有通勤(上班、上学)需求的社区居民，提出一种新的社区公交

运营模式“拼团定制公交”。乘客通过客户端选择拼团方式以及社区外目的地，拼团方式包

括：自己开团邀请其他社区居民拼团，以及，选择加入其它社区居民的团体完成拼团，拼团

成功后，公交车公司按照目的地和团体人数对应分配运力，并将乘车信息反馈给社区居民，

居民按照反馈信息乘车，同一团体乘同一辆拼团定制公交车前往同一目的地。

[0043] “拼团定制公交”的运营方式可以分担大型活动或通勤时间段轨道交通和大型地

面公交的客流，避免其他公共交通过于拥挤，也可以减少私家车出行，并减少换乘节约时

间。

[0044] 所述手机APP访问软件为一种服务于上述社区公交优化调度系统的客户端APP。客

户端分为三个页面：社区内短途出行、接驳换乘出行、社区对外出行。三个页面对应三种不

同的公交出行需求，社区居民根据自身的出行需求切换页面选择出行方式。

[0045] 有社区内短途出行需求的社区居民点击“社区内短途出行”页面，选择次日出行目

的地、时间、期望到站时间及乘车人数，发布后系统整合数据，按需求分配运力，生成次日社

区公交运营方案，然后将方案中每条社区公交的线路、始发时间、停靠站点、车号等信息反

馈给社区居民并结合导航软件为社区居民提供行程推荐，社区居民可按行程推荐乘车，客

户端配合导航软件提供相应向导。

[0046] 有接驳换乘出行需求的社区居民点击“接驳换乘出行”页面，点击“我要乘车”并选

择下车地点，由定位系统将乘客所在站点位置传输到无人驾驶公交，根据位置信息判断下

站是否有人乘车或下车，若有人乘车或下车，则无人驾驶公交正常在下站停靠，乘客下车，

换乘其他交通方式完成接驳；若无人乘车或下车，无人驾驶公交就会收到指令在下站不停

车，继续行驶。

[0047] 需要参加社区外大型活动或需要通勤出行的社区居民在客户端点击“社区对外出

行”页面，采用“拼团定制社区公交”的出行方式。社区居民通过客户端选择需要参加的社区

外大型活动或通勤目的地，可以“参团”和其他居民同乘一班社区公交，也可以“开团”邀请

其他居民同乘。团体到达一定人数后，拼团成功。系统为每个团体分配适当运力的车型并规

划好上车地点、路线、时间等，并通过客户端将上述信息反馈给社区居民，社区居民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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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乘车信息在指定站点，指定时间乘车前往活动地点或通勤出行，客户端结合导航软件提

供向导。

[0048] 本发明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本实施例中，社区对外出行优化调度方法中，加

入老年人定制公交，同时考虑到老年人使用软件不便，增加电话预定的功能；

[0049] 本发明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实施例，手机APP访问软件分设老年版，页面相对简化适

合老年人使用，设置与子女账号关联，可由子女支付车费或协助预定公交。

[0050]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优选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通

过上述优选实施例已经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在

形式上和细节上对其作出各种各样的改变，而不偏离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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