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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 Buckeye是明尼苏达州交通运输局的政策分析、研
究和创新办公室的价值定价项目经理。他在交通规划和项目
管理领域拥有超过20年的工作经验，涵盖几乎所有交通模式
研究模型。他 近的工作主要专注于替代方案价值定价研究，
旨在推进交通需求管理和交通系统的经济调控。他目前正在
领导该部门制定和实施通过全国城市伙伴协议建立远程管理
体系。Ken Buckeye本科毕业于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城市事务
和商业管理专业，硕士毕业于南伊利诺伊大学城市与区域规
划专业。 



美国的交通拥堵费政策 � 
 � 
缓解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经济政策国际研讨会 � 
 � 
中国浙江省杭州市 � 

主讲人  
KENNETH R. BUCKEYE, AICP 
拥堵收费项目经理 � 



纲要 
3个部分 � 
美国为什么收取拥堵费？ � 

收取拥堵费取得了哪些成就？其如何运营？ � 

美国拥堵费项目运营实例： � 

• 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明尼苏达州 
• 迈阿密，佛罗里达州 
• 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州 
•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 
• 西雅图，华盛顿州 � 



支持拥堵费政策的理由 � 

免费的东西往往会被过度使用 � 

道路通行能力扩展的限制要求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 � 

这些限制包括 � 

• 高承载车辆（HOV）车道政策的效果并不总是很好……，需要
对政策进行调整 

• 增加道路通行能力的成本 
• 社区影响和环境影响 
• 需要提高效率，更好地利用未使用的通行能力 � 

 � 



美国交通拥堵的成本 � 
交通拥堵的财政与环境成本 

• 每年延误37亿小时，浪费29亿加仑燃料* 

•  560亿磅二氧化碳 
• 考虑到不可靠性、库存和环境成本，预计经济损失达到1210至

2000亿美元** 

拥堵破坏家庭和公民生活，影响： 

• 人们的居住与生活环境 

• 人们的购物地点 
• 以及为商品和服务支付的成本 

* 德克萨斯州交通研究所《2012年城市移动性报告》 
** USDOT 内部分析 



美国的拥堵费项目 �  �  � 

圣地亚哥 � 

HOUSTON 

丹佛 �  华盛顿特区 � 

西雅图 � 

明尼阿波利斯-
圣保罗 � 

旧金山 � 

洛杉矶 � 

亚特兰大 � 

休斯敦 � 

迈阿密 � 



美国的拥堵费项目 � 
SR 91，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州 
I-15圣地亚哥 
I-394 & I-35W 明尼阿波利斯 
I-95迈阿密 
西雅图 
 � 



收取拥堵费的目标* � 

提高移动性 
增加可靠性 
增强安全性 
减少环境影响 
管理需求 � vs. 产生收益 � 
 � 

*《收费公路指南》，2012年，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 � 



拥堵费有什么作用？ � 
有效执行的拥堵费政策，可以帮助缓解拥堵车道、公路、桥梁或隧
道的人车流量 � 

在执行拥堵费政策时，需要考虑很多可变因素 � 

• 高速公路中的收费车道 
• 所有司机付费/个别类别的司机 
• 全天候收费/仅高峰期收费 � 

定价利用市场规律（消费者需求）来提高绩效 � 

• 调整价格优化需求 
• 基于支付意愿 � 



拥堵费项目如何运营？ � 
司机付费确保更快和更可靠的出行时间 � 

• 收费公路、桥梁或隧道 
• 收费车道 
• 对特定车辆/类型提供的折扣或激励 � 

多种收费方式 � 

• 全天固定费率 
• 收费标准因时间不同而不同 
• 动态费率，随需求进行调整 
• 将预定收费与动态定价选择相结合 � 

价格控制对设施的需求 � 

• 可变的动态定价可能需要布设线圈检测器 
• 用于判断需求、速度和调整价格的算法 � 

 � 



拥堵费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哪些条件？ � 
交通拥堵 � 

向司机收费的权力……政治意愿 � 
收费技术 � 

管理定价与交通拥堵的设备技术 � 

• 线圈检测器 
• 用于判断需求、速度和调整价格的算法 � 
• 控制器 
• 信号 � 

执行工具与保证 � 

交通管理中央控制 � 

 � 

 � 



实施拥堵费政策的障碍 � 

政治支持/决策者的支持 �  � 
政策的公众接受度 � 

• 很难沟通政策目的 � 
公众意见 � 

• “所有道路都应该免费……应该提高通行能力” 
• “收取拥堵费是对公众的敲诈勒索” � 

成本 � 

复杂性 � 

 � 



公众接受拥堵费项目
的阶段 � 
1. 疑惑/反对 
2. 拒绝 
3. 放心和欣喜 

4. 认识 

5. 重新考虑 

6. 怀疑/勉强接受 

7. 喜爱/漠不关心 



对拥堵费项目的拓展和教育 � 
 
市场调查……理解 
教育……学习 
扩展……参与 
沟通……解释 
营销……推销 
评估……确定 

 � 



明尼苏达州的拥堵费项目 �  � 

圣地亚哥 � 

HOUSTON 

丹佛 �  华盛顿特区 � 

西雅图 � 

明尼阿波利斯- 
圣保罗 � 

旧金山 � 

洛杉矶 � 

亚特兰大 � 

休斯敦 � 

迈阿密 � 



I MNPASS EXPRESS LANE S 



MNPASS 高承载收费
（HOT）车道设计 � 



明尼阿波利斯I-394与I-94立
交桥 � 



I-394 MNPASS说明 � 
日平均交通量150,000 
11 英里东西通路 � 

 � 8英里单车道 �  � 
 � 3 英里双车道可变向 � 

每个方向5个入口 � 
首条使用白色双条纹缓冲车道的公路 � 
间隔条纹代表入口（25%开放） � 
2人以上合用车辆、公共交通和摩托车免费 � 
未要求所有司机配备收发器 � 
10% 的道路使用者为付费用户 � 
通路上共有18,000台收发器 � 
最高收费8美元，最低收费0.25美元（平均收费1.3美元） � 
 � 









节省出行时间和增强可靠性： � 
东向 � I-394 上午高峰期 � 

出
行
时
间（

分
钟）

 � 

时间 � 
通用车道 
通用车道行驶时间变化 � 

MnPASS快速车道 
MnPASS行驶时间变化 � 



MNPASS使用者 � 
一般每天有30%的收发器在使用 

• 使用者平均每周进行2-3次付费出行 
使用者范围较广 

使用较多的人群 
• 全职工作者 
• 私房房主 
•  35 – 55岁年龄段 
• 收入超过50,000美元 
• 女性 

 



MNPASS使用者满意度 � 

95%  对道路通行电子收费满意 

85%  对车道行驶速度满意 

65%  对动态定价满意 

65%  对安全性满意  



I-394 MNPASS绩效指标 � 
平均每天超过5,000次付费出行 
平均每天超过7,000美元 
平均收费金额 = 1.3美元  

持续强劲增长 

客户满意度依然很高 

除成本之外50%的收入与公共交通部门共享 

运营成功，为更多MnPASS项目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加利福尼亚州的拥堵费项目   

圣地亚哥 

HOUSTON 

丹佛 华盛顿特区 

西雅图 

明尼阿波利斯-
圣保罗 

旧金山 

洛杉矶 

亚特兰大 

休斯敦 

迈阿密 



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郡SR 91 



SR 91说明 � 
1995年在SR 91中间位置设置收费处 
私人出资 
成功运营 

2003年出售给奥兰治郡获利 

继续带来强劲的收入流 

扩展设施的压力  



SR 91 

加利福尼亚州SR-91收费车
道与不收费车道高峰期交

通流量 



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的 � I-15 
 
20英里HOT车道设施，在两个方向分别提供双车道 
率先采用动态定价 
年运营成本：440万美元，包括800,000美元公共交通运营补贴 

年收入：440万美元 

最高收费8美元，最低收费0.5美元 

日均5,500名收费使用者（约占所有使用者的25%） 



PHOTOS 





佛罗里达州的拥堵费项目 

圣地亚哥 

HOUSTON 

丹佛 华盛顿特区 

西雅图 

明尼阿波利斯-
圣保罗 

旧金山 

洛杉矶 

亚特兰大 

休斯敦 
迈阿密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 
的I-95 



迈阿密I-95 

车道从12英尺减少到11英尺 

• 缩小紧急停车带宽度 

• 未新增公用线路 

• 未重新安装隔音墙 

• 限制大规模施工 

3人以上公用车辆和公共交通免费 

所有使用者必须配备收发器 

 



Existing  

I-95的转变 � 

从HOV车道变为快速车道 



I-95 MIAMI, FLORI 
 



华盛顿州的拥堵费政策 

圣地亚哥 

HOUSTON 

丹佛 华盛顿特区 

西雅图 

明尼阿波利斯-
圣保罗 

旧金山 

洛杉矶 

亚特兰大 

休斯敦 

迈阿密 



SR 167 HOT车道的特色 � 

公共汽车、2人以上公用车辆和摩
托车免费 

单人司机在10英里路线内支付一
次费用 

双向单HOT车道 

用双白线将HOT车道与通用车道
分开，禁止并线 

10个入口之前均有电子信号指示
收费费率 

划分HOT车道之后：将HOV车道变成双向单HOT车道 

划分HOT车道之前：  

SR 167有两条 
通用车道和一条HOV

车道 



SR 520桥梁更换 � 
20亿美元项目 � 

需要更换华盛顿湖上方的浮桥 

施工之前将原先的免费设施变成
收费桥梁 

可能将临近的桥梁变为收费 

目的是管理需求和增加收入 



对拥堵费政策的经验总结 

• 获得支持是最开始的一个巨大挑战 

• 一旦得到实施，拥堵费政策可以带来选择，而消费者喜欢选择 

• 公众接受度很高 

• 更有效利用HOV车道 

• 节省行驶时间和提高行驶可靠性是关键 

• 也能够提高通用车道的效率 
• 对公共交通和合用车辆有益 

• 减少排放 

• 必须继续监控绩效，并进行调整 

• 继续推广项目 

• 一事成功万事成……创造新的机遇 



 
谢谢！ 
更多信息，请联系： 

kenneth.buckeye@state.mn.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