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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BB_8F_c49_219040.htm 第一部分 运输经济基础知识 第

一章 运输与运输业 考试目的 测量考生对运输的概念与效用、

运输的分类、运输生产的特点、运输系统及其要素构成、运

输业的形成和发展、运输业的性质和作用等方面内容的了解

、熟悉和掌握程度。通过本章的学习使考生对运输、运输系

统与运输业的有关知识有一个全面认识，为进一步学习运输

经济基础知识奠定基础。 考试内容 （一）运输及其分类与特

点 掌握运输的概念与效用，生产过程运输、流通过程运输、

营业性运输、非营业性运输的涵义，运输生产的特点；熟悉

运输的分类方式和特点。 （二）运输系统及其要素构成 掌握

运输系统的概念及其组成，运输线路的分级、运输场站的分

类与分级、运输枢纽的涵义及分类，运输组织的内容；运输

线路的涵义及组成、运输场站的涵义及组成、运输设备的主

要内容。 （三）运输业的性质与特性 掌握运输业的形成和作

用，运输业的发展阶段、运输业的生产特性、运输业的服务

特性、运输业的基础设施特性；熟悉运输业的概念、组成和

运输业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各种运输方式与运输布局 考试目

的 通过考试，考核考生对综合运输体系、运输布局以及各种

运输方式的特点及技术经济特性等了解、熟悉和掌握的程度

，检验参考人员是否具有参与相关工作的工作能力，以树立

运输经营管理人员的全局观念，提高参与运输业调控和组建

合理综合运输体系的积极性。 考试内容 （一）各种运输方式

主要技术经济特征 熟悉衡量各种运输方式技术经济特征的主



要指标。掌握运送速度、运输成本、劳动生产率、燃料消耗

量、始建投资的涵义。掌握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管道

五种运输方式在运送速度、运输成本、劳动生产率、燃料消

耗量、始建投资五个指标上的差异与联系。 （二）各种运输

方式的特点及合理分工 熟悉铁路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

、航空运输、管道运输五种运输方式的特点。掌握铁路运输

、公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管道运输五种运输方式

的合理分工范围。 （三）综合运输体系及运输网的布局 熟悉

综合运输体系的概念、运输网布局的依据和原则。掌握综合

运输体系的组成；掌握联合运输的概念；掌握运输网及运输

布局的概念；掌握运输枢纽的概念及分类；掌握运输线路的

类型选择；掌握运输场站在运输网中的布局。了解运输线路

的走向；了解运输网的构成、运输网的层次；了解运输枢纽

在各种运输设备的布局。 （四）运输布局的基本方法 熟悉空

间运输联系定量分析法中运输联系强度的概念及计算公式。

了解运输发展四阶段中“点”、“线”、“网”和高度优先

连接四阶段的关系。熟悉运输通道规划的操作方法；了解对

运输通道节点的要求。 第三章 运输市场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

考试，检查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运输市场概念、构成要素

、基本特征、类型、市场功能等知识内容的程度；检查考生

了解、熟悉和掌握运输需求概念、影响因素、需求规律、需

求弹性分析等知识内容的程度；检查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

运输供给概念、特征、类型、供给规律、供给弹性分析以及

运输市场供求规律等知识内容的程度。 考试内容 （一）运输

市场概述 系统掌握运输市场概念、主要构成要素、基本特征

、基本类型及主要功能；熟悉相关概念的内涵、运输市场主



体、客体的主要内容及层级划分、各类运输市场划分的标志

等；了解运输市场主要功能的作用基础及如何发挥作用。 （

二）运输需求 全面掌握运输需求的概念、运输需求特征、运

输需求规律、运输需求弹性分析，特别是运输需求价格弹性

分析等内容；熟悉运输需求的基本划分类型、运输需求的影

响因素及运输需求收入弹性、交叉弹性和派生弹性的计算；

了解运输需求的实质以及影响运输需求弹性系数的有关因素

。 （三）运输供给 全面掌握运输供给的概念、运输供给特征

、运输供给规律和运输供给价格弹性分析等内容。熟悉运输

供给的类型、影响因素、运输供给交叉弹性等内容；了解运

输供求规律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运输供求均衡分析理论及

供求规律的实际应用价值。 第四章 运输价格 考试目的 通过

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运输价格及其形成

因素、运输价格的基本理论、运输价格的结构和形式以及运

输价格管理相关知识的程度，以提高考生对运输价格理论的

认识和应用。 考试内容 （一）运输价格及其形成因素 了解运

输价格的涵义；熟悉运输价格的特点；掌握运输价格形成的

因素。 （二）运输价格的基本理论 了解运输价值及其与运输

价格之间的联系；掌握运价制定的一般原理；掌握运价制定

的方法。 （三）运输价格的结构与形式 熟悉运输价格的分类

；掌握运输价格的结构；熟悉运输价格的形式。 （四）运输

价格管理 了解运输价格的管理模式；掌握运输价格的管理原

则；熟悉运输价格的管理形式；掌握运输价格的管理手段。 

第五章 运输设施建设投资与融资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检

验考生了解、熟悉、掌握运输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运输

设施特性经营与经营权转让，运输项目的经济评价等知识的



掌握程度，以提高考生关于运输投资的理论水平，以及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运输设施建设投、融资体

制 掌握经营性、非经营性项目的投资主体的构成；了解我国

运输设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与结构；掌握运输基础设施建

设要素市场化的涵义，了解其要求，熟悉主要建设的要素市

场种类及建设方式。 （二）运输设施特许经营权与经营权转

让 掌握运输设施特许经营的涵义及主要形式；了解运输经营

权转让的原则；熟悉经营权有偿转让的条件和范围；了解经

营权转让的期限和价格的设定方法，掌握投资回收期加盈利

期法和合宜投资收益率法。 （三）运输项目的经济评价 1.项

目经济评价基础 掌握资金、资金时间价值、资金随时间变化

的原因等基本知识；掌握单利、复利的计算方法及常用的复

利计算公式，并会进行简单的计算。掌握投资回收期、净现

值和净现值率、内部投资收益率的概念及计算方法，掌握静

态投资回收期计算法，熟悉动态投资回收期计算法。 2.项目

不确定性分析 掌握不确定性分析的两种主要方法：盈亏平衡

分析法和敏感性分析法的分析思想和分析方法。 3.运输项目

经济评价 掌握国民经济评价和财务评价的概念及两者的区别

与联系。熟悉财务评价所考察的收人与费用的项目，掌握流

动资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流动资产、经营

成本的概念会 用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进行固定资产折旧费的计算。会内部收益率、投

资回收期、财务净现值、投资利润率等主要指标对项目进行

财务评价。掌握影子价格的概念，了解国民经济评价考察的

项目和费用，会就这些项目进行国民经济评价。 第六章 运输

宏观调控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考核考生对有关运输宏观



调控的目标、方法和手段、运输规划、运输政策、运输管理

体制等知识内容的了解、熟悉和掌握程度，提高考生有关运

输宏观调控的理论水平。 考试内容 （一）宏观调控的目标与

方法 掌握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掌握宏观调控的目标；熟悉

宏观调控的方法；掌握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熟悉宏观调控

的法律手段；了解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 （二）运输规划 熟

悉运输规划的原则；掌握运输规划的内容；了解运输规划的

程序；掌握运输规划的评价内容和评价指标。 （三）运输政

策 掌握运输政策的涵义；掌握运输政策的职能；掌握运输投

资政策；熟悉运输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掌握运输价格政策

；了解运输政策倾向。 （四）运输管理体制 掌握运输管理体

制的涵义；了解我国运输管理体制；掌握运输管理体制改革

的目标和任务；熟悉运输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 第二部分 公

路运输专业知识与实务 第七章 道路运输系统 考试目的 测量

考生对道路运输系统的概念、基本内容的认识和了解程度；

对路网、场站、车辆、运输组织管理、智能运输等子系统的

构成、技术标准、功能、任务和职责等方面知识的了解程度

。考生通过本章的学习，对道路运输系统的构成有一个全面

的认识了解，为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道路运输生产的特点和规

律奠定基础。 考试内容 （一）路网系统 掌握道路与公路的概

念、公路分类及分级的依据、两类五级公路的主要标准、公

路等级的选用；公路的基本构成要素；公路网、公路网密度

的概念，公路网密度的计算公式，公路网的组成，国道、省

道、县乡道的特点；公路路政管理的概念及内容。 熟悉公路

等级技术标准的依据；路面分级、路面等级与交通量、车速

的基本关系；道路交通管理的有关内容。 了解道路交通标号



志的功能、种类；公路路面标线及作用；公路路政管理的作

用。 （二）站场系统 掌握汽车客运站及其分类、分级的依据

及基本标准；汽车客运站的具体业务；汽车货运站的分类；

零担货运站和集装箱货运站的分级依据及标准。 熟悉汽车客

、货运站的特点及具体工作；汽车货运站具体任务和职能。 

（三）车辆系统 掌握汽车的分类：轿车、客车、载货汽车、

自卸汽车、牵引车、专用汽车及其使用性能；汽车的容载量

、外形尺寸和重量的利用程度、速度性能、通过性能、安全

性能、经济性、乘坐的舒适性、运行储备性能等指标的涵义

。 熟悉影响汽车运输油耗的主要因素；汽车公害的分类。 了

解汽车运输节能的途径与措施；汽车公害的防护措施。 （四

）运输管理组织系统 掌握道路运输管理组织系统的概念及构

成；道路运输行政管理的概念、组织机构设置及主要任务和

职责；道路运输企业的分类及其运输生产经营的特点；道路

运输企业系统的构成及其功能。 熟悉各级道路运输行政管理

的一般职责；道路运输企业的基本任务。 （五）智能运输系

统 掌握智能运输系统的概念、基本构成；先进交通信息系统

的概念；先进交通管理系统的概念；先进的车辆系统的概念

；先进公共运输系统的概念；商用车辆运营系统的概念。 熟

悉先进的交通信息系统、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车辆

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商务车辆营运系统的组成、服

务功能及具体内容。 了解智能运输系统各子系统的作用及意

义；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过程；先进的车辆系统信息流程图

。 第八章 车辆运用效率指标体系 考试目的 测量考生对车辆

运用效率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对各个指

标的计算方法掌握程度和实际运用的能力；对各个指标的特



点及适用范围、相互联系的熟悉程度；对车辆运用效率影响

因素的综合分析能力。通过本章学习，使考生能全面正确地

理解和掌握车辆运用效率的指标体系，并将其运用于运输企

业的实际统计和分析中。本章是考试的重点内容之一。 考试

内容 （一）车辆运用效率指标 掌握车辆时间利用程度的指标

：车辆工作率、平均每日出车时间、昼夜时间利用系数、出

车时间利用系数指标的涵义、计算方法；车辆速度利用程度

的指标：技术速度、营运速度、平均车日行程指标的涵义、

计算方法；车辆行程利用率的涵义及计算方法；车辆载重能

力利用程度的指标：吨（座）位利用率、实载率指标的涵义

、计算方法；车辆拖运率指标的涵义、计算方法。 熟悉车辆

运用效率各指标的特点及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推算方法；

车辆运用效率各指标的用途和作用。 （二）车辆生产率 掌握

车辆生产率的涵义及衡量指标；单车期产量的涵义及各种计

算方法；车吨（座）期产量涵义及各种计算方法；车公里产

量的涵义及各种计算方法；车辆生产率与车辆运用效率各指

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计算方法。 熟悉车辆生产率各指标的特

点和区别。 了解计算车辆生产率各项指标的意义和作用。 （

三）提高车辆生产率的途径 掌握提高车辆的完好率和车辆工

作率的途径；提高营运车辆的平均车日行程的途径；提高车

辆行程利用率和吨（座）位利用率的途径；提高车辆拖运率

的途径；提高运输劳动生产率的途径；运输劳动生产率的概

念和计算方法。 熟悉影响营运车辆生产率的因素；运输劳动

生产组织的三种形式：作业班组组织（包括车辆运行班组、

装卸作业班组、车辆维修班组）、工作地组织、工作轮班组

织。 了解提高车辆生产率的意义；提高车辆生产率时应注意



的问题。 第九章 道路运输计划与运输合同 考试目的 测量考

生对道路运输计划和道路运输企业经营计划的概念、特点及

内容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对道路运输计划指标体系的理解和

掌握程度；对道路客、货运输合同的理解和掌握程度；测量

考生结合实际情况编制道路运输量计划、车辆计划、车辆运

用计划及车辆运行作业计划的能力。通过本章学习，使考生

能对道路运输计划及道路运输企业经营计划的内容、特点和

编制过程、编制方法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并能在实际管

理工作中科学合理地编制道路运输计划。 考试内容 （一）道

路运输计划的概念和内容 掌握道路运输生产计划的概念和内

容；道路运输企业经营计划的概念和内容；道路运输生产计

划的特点；企业长期经营计划、年度经营计划的内容及编制

方法。 熟悉道路运输生产计划与运输企业经营计划以及各种

计划之间的关系。 了解道路运输各种计划的意义和作用。 （

二）道路运输计划指标体系 掌握道路运输计划指标的概念；

道路运输计划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具体内容；运输生产指标、

运输安全质量指标、车辆技术指标、车辆运用效率指标、劳

动工资指标、技术经济指标、财务成本指标的内容。 熟悉道

路运输计划指标的特点和设置原则；各项计划指标的计算方

法。 了解计划指标的要素。 （三）道路运输计划的编制 掌握

运输量计划、车辆计划、车辆运用计划、车辆运行作业计划

的内容、编制依据和编制方法；车辆运用计划编制的“顺编

法”和“逆编法”；车辆运行作业计划的各项技术参数。 熟

悉运输量计划、车辆计划、车辆运用计划、车辆运行作业计

划编制的原则、编制程序、应考虑的因素；各项计划指标的

计算过程。 了解运输量计划、车辆计划、车辆运用计划、车



辆运行作业计划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四）道路客、货运输

合同 掌握道路旅客运输合同的概念、特征和内容；道路货物

运输合同的概念、特征和内容；托运人、承运人、收货人的

法律概念；车票、货运单、货物托运计划表的法律概念；道

路货物运输合同的形式。 熟悉道路客、货运输合同的订立、

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或解除的程序、内容和条件。 了解

道路客、货运输合同的特点和用途。 第十章 道路旅客运输组

织 考试目的 测量考生对公路客流及其影响因素、分布特点的

了解程度；对公路客运方式、客运组织工作和运费计算工作

的熟悉与掌握程度；对公路客运站务管理工作的熟悉程度；

对高速公路客运管理的熟悉程度；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分类、

客流动态、公共交通线网布局及共公交通运行组织业务的认

识和熟悉程度。通过本章学习，使考生熟悉公路客运和城市

公共交通客运的工作内容、特点和规律，掌握处理公路客运

和城市公共交通客运工作业务的知识和技能。本章为考试的

重点内容之一。 考试内容 （一）公路客流及其分布特点 掌握

公路客流的涵义及要素；公路客流在时间上、空间上、结构

上的分布特点；客运弹性系数、客运回运系数、客运量波动

系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熟悉公路客流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了解根据公路客流分布特点加强客运管理工作的内容。 （二

）道路客运组织与运费计算 掌握道路客运方式（班车客运、

包车客运、旅游客运）及其特点；班车时刻表、客车运行作

业计划、客车运行方式（定线运行方式、大循环运行方式、

小循环运行方式）、班车行包运输组织、客运行车路单等组

织工作的特点和内容；客运运价价目、客运基本运价（坐席

基本运价、卧铺基本运价）和旅客运费计算方法。 熟悉客运



组织工作（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组织的环节和

要求；客运计价标准（计费里程、包车客运计费时间、行包

计费质量、运价单位等）内容和规定。 了解班车时刻表、客

车运行作业计划的作用；行包组织工作的基本要求。 （三）

道路客运站务管理 掌握客运站的业务（组织客源、办理客运

商务作业、客车运行组织、信息工作）内容和要求；道路旅

客运输“三优”（优质服务、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三

化”（服务管理规范化、服务过程程序化、服务质量标准化

）内容和要求。 熟悉客车运行组织工作的内容。即：办理客

车的发、到作业，签发、填写行车路单，指挥发车；了解营

运线路阻碍情况，并及时向有关方面通报联系，处理站辖路

段的阻滞事宜；会同有关方面处理行车事故，组织求缓善后

工作；组织给油、供水及客车临时故障的修理；组织过站、

宿站车辆驾乘人员的食宿和思想政治工作及职业道德教育工

作。 了解客运站售票业务、候车室工作、问讯处工作、寄存

处工作内容和要求。 （四）高速公路客运管理 掌握高速公路

客运的概念；高速公路客运具备的基本条件（开业条件、经

营车站的条件、营运条件）的主要内容；高速公路客运管理

的内容。 熟悉高速公路的概念和特点；高速公路客运管理的

原则。 了解高速公路客运管理机构的设置。 （五）城市公共

交通 掌握城市公共交通的营运类型（公共汽车、无轨电车、

地下铁道、出租汽车）及其营运特点；城市公共交通客流的

动态（线网上的客流动态、方向上的客流动态、断面上的客

流动态）和时间分布特点（季节性变化、假日性变化、昼夜

性变化）；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布局的概念和内容，包括线路

网密度、线路的长度、站距和站址；车辆运行作业计划编制



所需参数：载客量定额、营运速度、行车频率、行车间隔、

线路车辆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熟悉城市公共交通运行组织

工作：车辆的运行方式、车辆运行作业计划、车辆调度的内

容和要求。 了解城市公共交通客流的调查方法；城市公共交

通线网布局的原则。 第十一章 道路货物运输组织 考试目的 

测量考生对道路运输货物及其类别、公路货流、货流量和货

流图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对货物运输过程、货物运输作业的

要求和运输责任熟悉掌握程度；对货物运输的分类、零担货

运的组织、特种货运组织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对货物运输组

织方式及运费计算的熟悉程度；对汽车集装箱货运的特点和

集装箱货运基本业务的掌握程度；对国际多式联运的概念、

组织形式、经营管理的掌握程度。通过本章学习，使考生整

体上对道路货运组织工作内容和特点有全面的认识，为作好

货运组织工作奠定理论基础。本章是考试的重点内容之一。 

考试内容 （一）道路运输货物与货流 掌握道路运输货物的类

别：固体货物、液体货物、气体货物、计件货物、堆积货物

、灌注货物、普通货物、特种货物、重点货物、一般货物、

长途货物、短途货物及划分的依据；公路货流的概念及要素

（流量、流向、流时、流距、类别）；公路货流量和货流图

的概念。 熟悉各类货物的运输要求；公路货流方向的确定方

法；货流图的主要功能。 了解不同类别货物的特点。 （二）

货物运输作业夏运输责任 掌握货物运输过程中各项作业（发

送作业、途中作业、到达作业）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货物运

输过程中各方责任的划分和《货规》的有关规定；货物托运

、承运、装卸作业的具体要求和各方的责任；违约及货运事

故处理的有关内容。 熟悉托运、承运货物基本程序和内容；



货物在始发站的各项货运作业的程序；货物在到达站的各项

货运作业程序。 了解货物运输过程中各项作业之问的关系。 

（三）货物运输组织及运费计算 掌握货物运输的类别：整车

货物运输、零担货物运输、特种货物运输（危险货物运输、

大件货物运输、鲜活货物运输）、集装箱运输、包车运输以

及各自的特点和组织要求；货运组织方式（双班运输、拖挂

运输、甩挂运输、直达行驶法和分段行驶法、定时运输与定

点运输）的涵义及特点；零担货物运输的组织形式：零担货

运班车和不定期零担货运车组织要求；零担货物运输中转作

业方式：全部落地中转（落地法）、部分落地中转（坐车法

）、直接换装中转（过车法）的组织要求；货物运价计价标

准的内容；货物运价价目的内容；货物运费计算方法。 熟悉

货物运输组织方式特点；零担货物运输的特点；特种货物运

输组织工作的特点；运价计价类别。 了解不同种类货运组织

之间的差别；货物运费计算中货运议价方法的应用。 （四）

汽车集装箱运输 掌握集装箱的特征、种类及主要技术参数；

集装箱自重系数、集装箱比容、集装箱的比面的涵义和计算

方法；集装箱运输的分类和集装箱运输的组织形式、组织内

容；集装箱换装作业的涵义和方式（直接换装与间接换装）

；集装箱换装作业的概念和组织要求；集装箱换装作业的方

式：垂直式换装与水平式换装；集装箱货运站组织工作要求

。 熟悉各种集装箱的用途；集装箱货运站的特点和要求；集

装箱积载的内容和要求。 了解集装箱运输的优点；集装箱运

输的发展前景。 （五）国际多式联运 掌握国际多式联运的定

义和特征；国际多式联运的组织形式；海陆联运、陆桥运输

、海空联运的涵义及组织要求；发展国际多式联运具备的条



件；国际多种联运的经营与组织。 熟悉国际多式联运的组织

与管理。 了解国际多式联运的优点。 第十二章 物流管理 考

试目的 测量考生对物流的概念、物流的发展、物流的基本活

动和效用的掌握程度；对物流系统的概念和构成、物流系统

化的目标和原则及途径的掌握程度；对物流各环节的概念、

特点及管理内容的理解和熟悉程度；对物流管理的概念和内

容、物流合理化、物流标准化的理解和熟悉程度。通过本章

的学习，使考生能对物流及物流管理的基本理论有所了解，

并能运用到运输管理实际工作之中。 考试内容 （一）物流的

概念及其发展 掌握物流的概念；物流的分类及各种物流的特

点；物流的基本活动的内容；物流的效用（形态效用、场所

效用、时间效用、占用效用）的涵义。 熟悉现代物流发展的

阶段及各阶段的作用。 了解实体分配、综合物流、供应链管

理的涵义。 （二）物流系统化 掌握物流系统的概念和特点；

物流系统的构成及各子系统的内容；物流系统的模式；物流

系统化的目标和原则；物流系统设计要素。 熟悉物流系统化

要发挥“5s”效果和物流系统设计的一般原理。 了解推进物

流系统化的途径。 （三）物流各环节及其管理 掌握运输与配

送的概念和特点、配送的方式与方法；仓储的概念和特点、

仓库的功能与管理；搬运装卸的概念和分类、搬运装卸的作

业构成；物流包装的概念、包装标志与包装技术；流通加工

的概念和内容。 熟悉运输。配送、仓储、搬运装卸、包装合

理化的途径和方法。 了解包装材料、流通加工的形式等内容

。 （四）物流管理 掌握物流管理的概念和内容；物流合理化

的内涵；实现物流合理化的基本原则；物流合理化的途径；

供应、生产活动中物流合理化；销售活动中物流合理化；物



流标准化的概念；物流标准种类及实现物流标准化的方法。 

熟悉物流合理化的要求；物流标准化的特点；系统配合性、

统一性标准与技术性标准的内容和关系。 了解不同活动中物

流合理化途径的特点。 第十三章 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 考试

目的 测量考生对车辆技术管理的原则、内容、管理组织体系

的认识和理解程度；对车辆主要技术、经济定额和指标的理

解和运用能力；对车辆选择与经济评价的内容与方法理解和

掌握程度；对车辆检测诊断、维护修理的工作内容、要求的

掌握程度；对车辆维修计划和维修作业计划的编制工作理解

和运用能力。通过本章学习，使考生能全面了解车辆技术管

理的理论和知识，并用于指导车辆技术管理的实际工作，以

充分发挥车辆在运输生产中的作用。 考试内容 （一）车辆技

术管理的原则和内容 掌握车辆技术管理的涵义和内容；车辆

的使用管理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车辆的维护管理的具体内容

和特点；车辆的修理管理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车辆的改造与

更新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车辆技术管理的组织机构体系。 熟

悉车辆技术管理的原则：安全性原则、先进性原则、预防为

主和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原则的具体要求。 了解车辆技术改

造的涵义、原则；车辆技术改造与技术改装的区别；车辆技

术改造的作用和发展方向。 （二）车辆主要技术、经济定额

和指标 掌握车辆主要技术经济定额指标：行车燃料消耗定额

、轮胎行驶里程定额、车辆维护与小修费用定额、车辆大修

间隔里程定额、发动机大修间隔里程定额、车辆大修费用定

额、营运车辆完好率、车辆平均技术等级、车辆新度系数、

小修频率的涵义和计算方法；车辆技术经济定额的制定、执

行与修订；车辆行车燃料消耗定额及轮胎行驶里程定额的制



定方法。熟悉车辆主要技术经济定额制定的基本方法：经验

估计法、统计分析法、实际测定法、技术计算法的涵义和要

求。 了解车辆主要技术经济定额的作用以及各定额指标之间

的关系。 （三）车辆的选择与评价 掌握车辆选择的类型；车

辆经济评价的主要内容；车辆经济评价的方法：投资回收期

法、费用效率分析法、费用换算法；投资回收额的涵义、使

用范围、计算方法以及具体应用。 熟悉选择车辆时考虑的因

素；车辆经济评价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 了解车辆选择和经

济评价中应注意的问题。 （四）车辆检测诊断与维修 掌握车

辆检测诊断的概念和内容；车辆维护：日常维护、一级维护

、二级维护的内容和要求；车辆修理：车辆大修、总成大修

、车辆小修、零件修理的内容和要求；车辆维修计划主要内

容；车辆维修计划和车辆维护作业计划的编制；车辆维护修

理计划的编制方法。 熟悉车辆维护、车辆修理的基本原则；

车辆各级维护的辆次数的涵义和计算方法；车辆各种修理的

辆次数的涵义和计算方法；车辆各级维护之间的关系；车辆

各种修理之间的关系。 了解车辆维修中须注意的问题；车辆

维修计划和车辆维护作业计划编制中注意的问题；车辆各类

修理的作业辆次计划数的确定；车辆各级维护计划次数的确

定。 第十四章 道路运输质量管理 考试目的 测量考生对道路

运输质量、运输质量管理、运输质量特性及评价指标体系的

理解和掌握程度；对全面质量管理、PDCA循环法以及运输

质量管理的其他各种方法的掌握程度和实际运用能力；对道

路运输质量保证体系的特征和体系构成的理解程度。通过本

章学习，使考生全面掌握道路运输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能够运用质量管理的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运输质量管理中的



实际问题。本章是考试的重点内容之一。 考试内容 （一）运

输质量及质量管理 掌握运输质量的概念、构成和内容（运输

产品质量、运输工作质量、运输服务质量）；运输质量管理

的涵义和质量管理发展的阶段：质量检验阶段、统计质量管

理阶段、全面质量管理阶段。 熟悉运输质量管理的意义；运

输质量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了解质量管理发展不同阶段的特

点。 （二）运输质量特性及评价指标 掌握运输质量特性的涵

义和内容（安全性、及时性、方便性、经济性、舒适性）；

反映运输质量特性的各种指标：安全性指标（行车事故频率

、特大行车责任事故次数、安全行车间隔里程、死亡人数、

行车责任死亡频率、旅客安全运输率、责任事故损失率）、

及时性指标（客运正班率、客运班车正点率、旅客正运率、

货运及时率、货运合同履约率、货运超期天数、货运超期率

）、完整性指标（货损率、货差率、货运事故赔偿率、行包

差错率、行包赔偿率、装卸标准合格率）、服务性指标（旅

客（货主）满意率、旅客（货主）意见处理率、售票差错率

、运费结算正确率）的涵义及计算方法。 熟悉运输质量特性

指标的特点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了解运输质量特性各项指标

的作用。 （三）运输质量的管理方法 掌握全面质量管理的涵

义、特点；PDCA循环法的内容和特点；运输质量管理的常

用方法：调查表、排列图、分层法、因果图、对策表、系统

图、关联图、直方图、控制图的涵义、使用范围、计算方法

；在质量案例分析中能熟练运用运输质量管理的常用方法。 

熟悉质量数据的概念和作用、数据的收集方法。 了解不同的

质量管理方法之间的联系及综合运用。 （四）道路运输质量

保证体系 掌握运输质量保证的涵义和内容；运输质量保证体



系的概念：运输质量保证体系的构成：质量目标与计划系统

、质量责任系统、执行与控制系统、检查与监督系统、质量

信息系统、组织机构系统、质量教育系统、质量保证评价系

统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熟悉道路运输质量保证体系的特征；

运输质量保证体系的要求；道路运输作业现场的质量保证的

具体内容。 了解道路运输质量保证体系中各子体系之间的关

系；质量管理点的概念和内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