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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速公路作为现代交通基础设施,以其速度快、容量大、行车速度快、安全、舒适、运输成本
低等特点,成为适应现代产业结构发展需要的重要交通通道。目前,可用于综合评价的方法有多种,其中
比较合理和实用的有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下文针对高速公路机电系统评价展
开分析,并对运行管理进行逐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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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of express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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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oder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expressway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channel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structure due to their high speed, large
capacity, fast driving speed, safety, comfort, and low transportation cos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methods that
can be used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mong which are the Delphi metho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etc., which are more reasonable and practical. The following is an
analysis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of the expressway,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one b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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