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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碳减排政策的多式联运运输方式
选择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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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基于碳减排政策的多式联运运输方式选择问题．通过引入碳税机制，构建了数学规
划模型．模型中以货物运输成本、转运成本以及在运输和转运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本最小化为目

标函数，以货运过程中的碳排放总量限制、运到时间约束、相邻节点间只能选择一种货运方式以及
节点内只能选择一种转运方案等为约束条件．最后，以鄂尔多斯到上海的多式联运为背景设计了算
例，利用ＶＣ＋＋６．０调用Ｌｉｎｇｏｌｌ．０实现模型的求解，并通过进一步加强碳排放总量的限制进行模
型求解的对比分析，获得更加符合国家碳减排政策倡导的优化结果，验证了所建模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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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材料和产成品

通运输活动的快速发展导致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到

的运输越来越频繁，这为全社会的物流发展带来了

空气中去，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引发全球温度

巨大的机遇．然而，交通运输是能源消耗型行业，交

上升、自然灾害频发等后果．同时，大量交通运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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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排放也导致了近年来全国各地的雾霾现象愈发

并预测了碳排放的变化趋势．文献［７］分别探讨了公

严重，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威胁．因此减少温室

路运输方式，以及多式联运方式下的０３２排放量．

气体的排放，保护环境已经成为了各国政府的共识，

文献［８３通过对比公路、铁路、内陆水运和沿海水运

而我国政府也承诺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

的碳排放，研究了多式联运网络对于环境的影响．文

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４５％．促进交通
运输业的节能减排，发展低碳交通运输俨然已成为

献１－９１分析了碳成本对集装箱多式联运路径选择的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

进行分析，对集装箱多式联运碳成本的构成进行分

影响因素，将集装箱多式联运从运输时间、成本方面

为了应对货运服务水平要求的提高以及国家颁

析及核算，建立考虑碳成本的集装箱多式联运路径

布碳减排政策对交通运输行业带来的挑战，发展多

选择模型．文献［１０３构建了以碳排放量及运输成本

式联运是一项重要的举措．多式联运最大的优点在

最小化为目标的数学规划模型，但是论文中没有考

于其可以充分发挥多种运输方式的特点，达到货物

虑碳排放总量约束．

及时运输、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以及减少交通运输行

综上可知，既有研究文献所构建的模型大多只

业碳排放等目的．既有文献中，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

是将碳排放成本作为目标函数的一部分，没有考虑

了大量的研究，文献［１］提出了多式联运的机会约束

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总量限制，不符合国家碳减排

规划模型．文献［２］以运输成本和转运成本最小化作

政策的宗旨．因此，本文作者将多式联运的碳排放总

为目标函数，构建了多式联运路径选择的数学规划
模型．同时，多式联运枢纽的选址问题也是学者们关

量作为约束条件，并在考虑货物运输时间限制的基

注的重点，文献Ｅ３３提出了多式联运枢纽选址的三阶

选择优化模型．

段法，基于网络最优化原理研究了枢纽站的选址问
题，并建立了线性规划模型．文献［４］提出了多式联

础上，构建了基于碳减排政策的多式联运运输方式

１

问题描述

运枢纽选址的０—１规划模型．文献［５］构建了考虑

基于碳减排政策的多式联运运输方式选择问题

多商品流的多式联运路径选择多目标优化模型，模

可以描述为：假设两点之间有一批货物需要运输，运

型中考虑了时间窗约束、运输方式选择，以及运输成

输过程中需要途经若干个节点，且相邻两个节点之

本等．此外，近几年国内外相关学者也开始了交通运

间都有多种运输方式可以选择，在碳排１放总量约

输碳排放的研究．文献［６］以台湾地区为背景，计算

束和运到时间限制等条件下，如何确定该批货物最

了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内陆集装箱运输的Ｃ岛排放量

为经济合理的运输方式．

图１
Ｆｉｇ．１

多式联运网络示意图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时，需要首先分别假设一个

只需要选择一种运输方式即可，故其不存在货物的

虚拟起点和虚拟终点，并将节点按照其所能提供的

转运作业．同理，货物经由某种运输方式送达终到节

运输方式进行扩展．如图１所示，假设一批货物需要

点后，该运输过程即告终止，因此在终到节点内部同

从节点１运输至节点理，途中需经由以一２个节点，

样不存在货物的转运作业．

在任意两个相邻节点之间可提供包括公路、铁路、航

假设货物运输过程中任意相邻两个节点间所能

空和水运等在内的若干种运输方式（以图中的单向

提供的各种运输方式的单位运输成本、运输距离、碳

箭头线表示）．在所途经的节点内部，货物可以实现

排放因子，以及在单个节点内部不同运输方式间的

在该节点所能提供的任意两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转运

转运成本和转运时间等权重为已知．且虚拟起点到

（以图中的双向箭头线表示）．由于在起始节点内部

节点１的各条弧以及节点行到虚拟终点各条弧上

第３１堂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７２

的运输成本、碳排放成本以及运输时间等权重都为

示在节点ｉ，单位货物从第／ｅ种运输方式转移至第ｚ

０．由于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成本、运输时间以及碳

种运输方式的转运成本，元／ｔ；相应的焉ｋ√表示在

排放成本等各不相同，以及运到时限和碳排放总量

节点ｉ，货物从第ｔｅ种运输方式转移至第ｚ种运输方

的限制，承运人会综合考虑各种运输方式，将多种运

式的转运时问，ｈ；ｈ÷，２表示在节点ｉ，单位货物从第

输方式进行组合，在满足运到时限和碳排放总量的

忌种运输方式转移至第ｚ种运输方式的转运碳排放

前提下，达到综合费用的最小化．

因子，ｋｇ／ｔ；ＣＥ表示碳税税率，元／ｋｇ．
２）定义决策变量．

２模型构建

ｆ１该批货物从ｉ节点到ｉ＋１节点
经由第ｋ种运输方式运输；

ｚ：．：＋１＝＜

本文主要研究基于碳减排政策下的多式联运运

输方式选择问题，因此我们假定：

否则

【０

ｆｌ在ｉ节点该批货物由第是种

①碳排放总量和运到时限的限制是已知的．

②货物进行转运时需全部转运，不允许出现部

【０
否则
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

分转运的情况．
２．３

③相邻两个节点间只能选择一种运输方式．

运输方式转运至第ｚ种运输方式

．费√＝｛

１）目标函数．

２．１碳排放成本的量化

为了发展低碳经济，世界各国都对节能减排进

在碳减排政策的指导下，多式联运过程产生的

行研究，并提出了多种方案，征收碳税就是其中的一

费用主要包括运输成本、转运成本以及在运输和转

种．顾名思义，碳税就是针对碳排放而征收的税金，

运过程中的碳排放成本，因此目标函数如下

其成为了限制碳排放的一种重要手段．关于碳税的

ｍｉｎ

Ｚ＝Ｍ（∑∑ｆ女比Ｉ＋１ｚ；川＋
、ｉＥ

计算公式如下

∑∑∑ｆ∥羹．，）＋

ｔ

ＣＥ＝∑Ｄ：（１＋Ａ）‘

ｖ＾ＥＫ

（１）

ｖ ｋＥ Ｋ１ＥＫ

ｉＥ

０

ＣＥ×Ｍ（∑∑％雎，Ｉ十ｌ

式中：Ｄ，为单位碳排放量引起的第ｔ年的损害值；Ａ
表示折现率．

ｚ；一ｌ＋

∑∑∑矗∥羹，‘１

事实上，碳税并非征收的越高越好，若碳税较

（２）

７

ｌ∈Ｖ女ＥＫｆＥＫ

高，则将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制约作用，而若碳税

式（２）共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表示货物的在途

征收过低，则又不能很好的起到节能减排的效果．根

运输成本和在节点内的转运成本，第二部分为货物

据我国专家学者的研究，对于碳税，财政部和环保部

在途运输和在节点内转运时产生的碳排放成本．

给出的建议分别为１０元／ｔ和２０元／ｔｍ Ｊ．因此，本

２）约束条件．

文中将碳税假定为２０元／ｔ，也即０．０２元／ｋｇ，碳排

货物在相邻两个节点进行运输时，只能选择其

放成本则为碳排放量与碳税的乘积．

中的一种运输方式

２．２参数及决策变量定义

∑ｚ；一１＝１，Ｖ ｉ∈Ｖ，ｉ≠行＋１

设Ｖ＝（０，１，２，…，以，咒＋１）为节点集合，其中
包括虚拟起始节点０和虚拟终到节点靠＋１，以及货

在某一节点内，该批货物只能采用１种转运方
案，或者不进行转运

∑∑谚，Ｌ

物运输的起始节点１和终到节点７／，货物运输过程
中依次经由节点２至节点卵一１，ｉ∈Ｖ；Ｋ为所有运

（３）

ｋＥＫ

１）集合和参数定义．

１，Ｖ ｉ∈Ｖ

（４）

ｋ∈Ｋ，∈Ｋ

上式中，若ｋ＝ｚ则表示不进行转运作业．

输方式的集合，包括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等，ｋ，ｚ

若货物在节点ｉ由第ｋ种运输方式转移至第ｚ

∈Ｋ；Ｍ表示货物量的大小，吨；Ｔ和Ｅ分别表示该

种运输方式时，则该批货物从ｉ一１节点到ｉ节点的

批货物的运到时间限制和运输过程碳排放总量的限

运输过程中必须使用第ｋ种运输方式，而从ｉ节点

制，单位分别为ｈ和ｋｇ；雎－ｌ＋ｌ表示从ｉ节点至ｉ＋１

到ｉ＋１节点的运输过程中必须使用第ｚ种运输方

节点之问经由方式ｋ运输时的运输距离，ｋｍ；Ｃ女表

式，即

ｚ；１．ｉ＋ｚ；．ｉ＋ｌ≥２劣”，

示运输方式ｋ的运输成本系数，元／（ｔ·ｋｍ）；矶表示

运输方式ｋ在节点之间的平均旅行速度，ｋｍ／ｈ；ｅ＾

表示运输方式ｋ的碳排放因子，妇／（ｔ·ｋｍ）；Ｃ∥表

Ｖ

且

ｉ

Ｅ

Ｖ，ｉ≠０

ｉ≠钾十１，ｋ，ｌ∈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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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货物运输必须满足运输时间的限制

∑群 ∑㈣

包头

∑∑∑羹，ｚ∥ｋ

呼和浩特

７３

乌兰察布

ｚ≤Ｔ

ｉ∈Ｖｋ∈Ｋｆ∈Ｋ

（６）

鄂

式（６）中第一部分为节点间的运输时间，第二部分为
节点内部的转运时间．
同时，货物运输也必须满足碳排放总量限制

∑∑ＭｅｋＬ；一１ ｚ；一ｌ＋

ｉＥ Ｖ＾∈Ｋ
ｉ＃ｎ十ｌ

∑∑∑Ｍｈｔ，２羹，。≤Ｅ

（７）

ｉ∈ｙ寿∈Ｋ，ＥＫ

图２网络结构图

同样的，式（７）的第一部分为节点间运输过程产
生的碳排放量，第二部分为节点内部转运过程产生
的碳排放量．

此外，决策变量满足下述条件
ｚ；一ｌ∈｛０，１｝

Ｖ

ｉ

Ｅ Ｖ，ｉ≠以＋１，ｋ Ｅ Ｋ

（８）

羹√∈｛０，１｝

Ｖ ｉ∈Ｖ，ｋ，ｌ∈Ｋ

（９）

综上可知，以式（２）作为目标函数，以式（３）～式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根据中国铁路地图集以及中国公路网速查地图
集以及其他参考文献给出相邻节点间的各种运输方
式的距离如表１所示，若相邻节点问没有提供某种
运输方式，则该种运输方式对应的里程在表１中用
“一”表示：
表１相邻节点之间的各种运输方式的距离
Ｔａｂ．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９）作为约束条件，即可得到基于碳减排政策的多式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ｎｏｄｅｓ

ｋｒｎ

联运运输方式选择模型．

３算例分析
本文假设有５０ ｔ货物需要从鄂尔多斯运到上
海，途中经过的节点分别为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
布、张家口、北京和天津，相邻的两个运输节点间最
多有公路、铁路和水运３种运输方式，运输网络图如
图２所示．

节点内部各运输方式之间转运的成本、时间和
碳排放因子分别如表２～表４所示
表２节点内部各运输方式转运的成本
Ｔａｂ．２

Ｃｏｓｔ

ｏｎ

ｎｏｄｅｓ ｗ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ｄｅ

元／ｔ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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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节点内部各运输方式转运的碳排放因子
Ｔａｂ．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在这３个表中，若节点内不提供某一种运输方

ｏｎ

ｎｏｄｅｓ ｗ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ｄｅ

ｋｇ／ｔ

为Ｔ＝５５ ｈ，总碳排放量限制为Ｅ＝２

４００

ｋｇ．由于

式，那么货物由其他运输方式转运至该种运输方式

约束条件（５）在Ｌｉｎｇｏ １１．０中无法表达，因此本文

以及由该种运输方式转运至其他运输方式的转运成

通过利用ＶＣ＋＋６。０对约束条件（５）进行编程处

本、转运时间以及转运碳排放因子均用“一”表示．

理，然后调用Ｌｉｎｇｏｌｌ．０计算平台处理目标函数和
其他约束条件．

４种运输方式的参数表如表５所示．
假设碳税成本ＣＥ＝０．０２元／ｋｇ，送达时间要求
表５
Ｔａｂ．５

４种运输方式的参数表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ｍｏｄｅ

得到最优化方案的目标函数为５８ １９６．５元．根据计算结果绘制如图３的示意图．
铁路

鄂尔多斯

铁路

包头

铁路

呼和浩特

铁路

乌兰察布

铁路

张家口

铁路

北京

铁路

天津

上海

图３最终优化结果
Ｆｉｇ．３

Ｆｉｎ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图３可知，该批货物从鄂尔多斯至上海的运

输周转量的二氧化碳排放后也即２０１５年铁路单位

输过程中选用铁路方式进行运输，总运输时间为
３８．７７ ｈ、总碳排放量为２ ３２６ ｋｇ．

运输周转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要比２０１０年下降５％．
由于航空货物运输周转量占全社会货运周转量的比

为了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继续加强碳排放总量
的限制，将其设置为２ ３００ ｋｇ，此时最优的运输方式

例极ｄ、（２０１３年仅为３．０７％），因此本文根据公路、

选择方案则发生了变化：该批货物从鄂尔多斯到天

大体描述全社会交通运输的综合碳减排指标：根据

津的运输过程中选择铁路，到达天津后，从铁路换装

２０１３年的统计数据，公路、水运（不含远洋）以及铁

至水运，而后经由水路运输送达上海．经过测算，运
用此种方案时，该批货物的送达时间为５６．８８ ｈ，虽

路货运周转量的比例分别为４６．７２％、２５．７６％和
２４．４５％，因此取全社会交通运输综合碳减排指标为

然超出运输时限１．８８ ｈ，但此种情况在实际运输生

１１％×４６．７２％＋１６％×２５．７６％＋５％×２４．４５％＝

产过程中也是普遍可以接受的．

１０．４８％．由优化结果可知，第一种方案的单位周转

水运和铁路在全社会货运周转量中所担当的比例来

另外，此种方案的运输总碳排放量降至

量二氧化碳排放为２３２６÷２３２６÷５０＝０．０２ ｋｇ／（ｔ·

ｋｇ．虽然国家在全社会交通运输综合碳减
排指标上面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是根据《交通运输

ｋｍ），继续限制碳排放总量后所得方案的单位周转

“十二五”规划》中的规定［１１］，到２０１５年公路运输和
水运方式的单位周转量二氧化碳排放相较于２００５

（ｔ·ｋｍ），相较于第一种方案下降了１５％，更加符合

１ ８４０．２５

年分别下降１１％和１６％．同时根据《铁路“十二五”
发展规划》中的规定［１ ２｜，２０１５年铁路单位运输周转

量的综合能耗要比２０１０年下降５％，换算成单位运

量二氧化碳排放为１８４０．２５＋２１１７＋５０＝０．０１７

ｋｇ／

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倡导．

４结论
１）在国家大力推行节能减排的背景下，本文研

竺！塑

堕重竺：兰三壁堕苎坚簦竺垩苎壁至至竺垄苎兰堡垡些堡型

究了碳减排政策下多式联运运输方式选择问题，通

［６］Ｌｉａｏ

２５

Ｃ Ｈ，Ｔｓｅｎｇ Ｐ Ｈ，Ｌｕ Ｃ 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过引入碳税机制和碳排放总量的约束，构建了相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ｕ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ａ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的数学规划模型，使得在货物运输过程中不仅仅需

Ｔａｉｗａｎ［Ｊ］。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１４（７）：４９３—４９６．

要考虑运输成本，还需考虑碳排放成本，从而引导货

［７］Ｌｉａｏ

物选择经由碳排放水平较低的方式进行运输．

Ｃ Ｈ，Ｌｕ Ｃ Ｓ，Ｔｓｅｎｇ Ｐ

ａｎｄ ｉｎ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

２）本文对优化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进一

步加强碳排放总量的限制，相较于求解出的第一种

Ｈ．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ａｉｗａ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１，１９（４）：７２２
［８］Ｄａｉ

ｏｆ

７２８．

Ｙ，Ｚｈａｎｇ Ｚ Ｙ，Ｚｈａｏ Ｑ Ｈ．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ｇａ

方案，第二种方案的单位周转量的碳排放下降了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ａｌ

１５％，超过了预期减排目标，更加符合国家节能减排

Ｈｕｂ（ＭＩＨ）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的政策．

Ｆｒｅｉｇｈｔ Ｔｒａｉｎｓ（ＭＩＦＴｓ）ａｎｄ Ｍｅｇａ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ａｌ

ｔｈｅ １２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在以后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碳税等参
数的选择，继续探讨碳税成本对多式联运运输方式
选择的影响，使得研究结果更加贴合我国的现状．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１］Ｍｉｎ

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４．

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ｇｏ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ｖｉａ ｃｈａｎｃｅ－ｃ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Ｊ］．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１９９ｌ，２５（６）：３５１

［２］Ｒｅｄｄｙ

Ｖ Ｒ，Ｋａｓｉｌｉｎｇａｍ 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 ９９５

ｃｏａｔ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ｍｂａ，Ｈｏｌｌａｎｄ，１９９５．
Ｄｕｉｎ Ｒ Ｖ，Ｈａｍ Ｈ Ｖ．Ａ 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Ｃ］／／１ ９９８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ａｌ

ＩＥＥＥ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ｒｎ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９８，

［４］Ａｒｎｏｌｄ

Ｐ，Ｐｅｅｔｅｍ Ｄ，Ｔｈｏｍａｓ Ｉ．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ｏｄ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Ｊ］．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３５（９）：２８７７

２８９１．

ｊ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金玲琴．碳税机制下的多式联运路径选择优化模型与
Ｊ ＩＮ Ｌｉｎｇｑｉｎ．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ｓｔｕｄ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ｔｈ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ｏｄａｌ

ｔａｘ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２．（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Ｉ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
划［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６—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ｔ．ｇｏｖ．ｃ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２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０６—

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ｔ．ｇｏｖ．ｃｎ／．（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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