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过去的12年中，Steve Kearns一直在伦敦交通局工作，其中有
7年在伦敦市中心拥堵收费项目组工作。其工作职责包括支持拥
堵费项目相关的概念管理、交通系统和措施的设计和实施等。
从2008-2012年，他曾服务于伦敦交通局的技术发展组，促进新
技术的开发，如试用路边预订服务，预订货运车辆和电子设备
进行流量管理以管理交通流量。在伦敦交通局工作以前，他在
伦敦地方机构和社会组织中任交通规划师工作了15年，其服务
的主要项目包括推动交叉铁路线的连接和伦敦东部斯特拉斯福
地区的交通和商业提案（在2012年奥运会中得到广泛应用）
。Steve Kearns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交通规划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是公路及运输学会成员，还是欧盟市区专家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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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中心区拥堵收费方案 

史蒂夫·卡恩斯（Steve Kearns）—— 伦敦交通局 



伦敦交通的问题 



威斯敏斯特大桥—— 19世纪末 



收拥堵费的必要性 

•  尽管公共交通承担了85%的运量，车辆交通仍是主要的交通问题。 

•  每天有18.5万辆小汽车驶入伦敦 

•  伦敦中心区是英国 拥堵的地区，行车速度低于9英里/小时。 

•  全天都保持拥堵状态。 

•  伦敦的拥堵成本约为20亿英磅。 

•  为解决上述问题，2003年2月伦敦中心区开始实施基于区域的收
费方案。 

•  该方案的目标： 
- 减少交通流量，缓解交通拥堵 
- 筹集资金以投资于交通 

 



伦敦市中心区拥堵收费区域 



伦敦市中心区拥堵收费区域 



进入伦敦中心区的人流量 
工作日的早高峰 



摄像头执法 



收拥堵费对交通的影响 

中心区 

•  进入收费区的交通流量减少
了25%（4轮或4轮以上交通
工具） 

•  每天进入收费区的汽车数少
了7万辆。 

•  公共汽车乘车人次增加，公
共汽车服务质量提高。 

•  进入中心区的出行量无太大
变化，其中 50%到60%的公
众转向公共交通工具。 



运营与执法 



拥堵费的收取方式 
 
•  周一至周五：早七点至晚六点 

•  出行当日为10英镑 

•  出行后的收费日为12英镑 

•  用信用卡自动转账的消费者需
支付9英镑 

•  各不同车牌的车辆可按每日
、周、月或年支付 



支付方式 

 

•  登录 www.cclondon.com 在线支付 

•  通过手机短信支付 

•  通过定点的商店和加油站支付 

•  拨打电话0845 900 1234支付 

•  邮寄支付 

•  信用卡自动转账 

•  车队自动转账 



2010至2012年拥堵收费方式 





享受豁免和折扣的车辆占区域内总车流量的50%。 

豁免和折扣 

•  公交车、长途汽车和面包车 

•  注册的微型出租车和出租车 

•  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和自行车 

•  军用车 

•  紧急服务车 

•  地方政府在控制区域内的营
运用车 

•  抢修车和维修车 

•  环保车享受折扣优惠（<100g/km 
二氧化碳&5欧元） 

•  电动和插入式动力车 

•  残疾人专用车 

•  患者和员工享受国民卫生服务 
体系（健康）补偿 

•  区域内的居民享受9折优惠 

 



客户服务（IBM） 

主呼叫中心——考文垂 

邮件处理中心——沃辛 

打印中心——克里登 

•  自2009年１１月IBM开始实施
收拥堵费和低排放区方案，技
术手段包括呼叫中心和执法
处理。 

•  位于考文垂的专用呼叫中心可 
处理与本方案相关的所有电话 
和信件。 

•  工作日早六点到中午十二点半
，周末工作时间缩短。 

•  每个工作周，每天可处理8000
个电话。 



执法 

•  在165个区域出入口处设置标
识牌，并在通往伦敦的干路沿
线每隔17公里设置标识牌。 

•  在区域边界和区域内设置道路
标识牌综合网。 

•  在出入口和区域内部的180 
处，安装有650个摄像头， 
可以记录车牌号。 

•  摄像头每个收费日约能捕获 
并处理100万张图片——摄像头
与自动车牌号识别技术相 
结合。 

•  如果在车辆出行当天没有依法
交拥堵费，将开始执法。 



罚单核对与开具 

•  先人工检查违规车辆的
照片和主要资料，然后
开具罚单。 

•  英国交通管理局建议提
供的号牌、配置和型号
应与照片相符。 

•  如果‘不符’，将不会
进一步调查，或者删除。 

•  向登记的车主开具130
英镑的日罚款通知单。 



补充性交通措施 

 在实施本方案的同时，采取补充措施，以便使公共交通或替代汽
车的其他交通工具更简捷、便宜、快速和可靠。 

 

•  大幅度提高区域内和区域周围的公交车的运营能力。 

•  冻结公交票价。 

•  为公共交通使用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  不断提高火车和地铁的服务水平。 





其他交通管理措施 

•  区域内岔路的交通管理措施 

 -  道路封闭：减少小巷穿行 

     -  单行道 

     -  受控制的停车区：内、外伦敦 

     -  时速20英里/小时的区域 

     -  基本建设工程项目的重新安排 

     -  公交优先措施 

     -  提高CCTV的覆盖率 

 



补充措施方案—— 初的区域 

补充措施 方案数 成本（百万英镑） 

交通管理                 51              7.1 
居住区/20英里每小
时的区域 

                49            13.3 

受控制的停车区 
（内部区域） 

                34              6.9 

受控制的停车区 
（外部区域） 

                53              3.3 

伦敦交通局道路基
本建设工程 

                27            22.2 

交通信号方案                 53              2.5 

软措施                 22              2.9 
合计               261            58.0 



















方案的效果 



2002至 2009年进入收费区的日均交通流量* 

按规定交费 按规定无需交费 

* 收费时段（07.00-18.00） 

-23% 

-44% 

-17% 

+4% 

+23% 
-19% 

+97% 



 2002 - 2009年收费区的交通拥堵程度 

* 移动车辆观察者调查——收费时段（07.00-18.00） 

 - 30% 
- 22% 

- 8% 
0% 

- 4% 

2.2 min/km 



交通拥堵收费的改革 

交通拥堵收费改革计划 

方案的修订 日期 

罚款通知单从120 英镑提高到

130英镑 2013年5月20日，周一 

不再注册新的环保车折扣和电

动车折扣；已经享受折扣的车

主开始进入日落期*  2013年6月28日，周五 

实行超低排放折扣 2013年7月1日，周一 

零售店不能交拥堵费  2013年7月26日，周五 
*环保车折扣的日落期为期三年，截止到2016年6月24日，已经进行
电动车折扣登记的车辆于2013年7月1日起自动转入新的超低排放区。 
  



车辆折扣的改革计划 



交通拥堵收费的其它影响 

•  经济 
–  对于商业的总体影响为中性 

•  环境 
–  收拥堵费可直接减少区域内的交通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

减少8%，PM10排放量减少7%，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6%。 

•  道路安全 
–  中心区汽车数量的减少降低了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率。 

•  净收入 
–  2010-2011年度共收取了1.69亿英镑的交通拥堵费，这笔收

入用于伦敦市内其他交通项目。 

 



方案成本与收益 

•  2003年实行的方案成本为1.5亿英镑，包括补充措施和影响监
控成本。 

•  之前的方案运营商（Capita）每年的方案运营成本为9000万 
英镑。 

•  当前的方案运营商（IBM）每年的方案运营成本为4500万 
英镑。 

•  方案实现了盈余（净收益），收益依法用于改善伦敦的交通 
状况。 

•  2006-2007年度的净收益为1.23亿英镑。 

•  2011-2012年度的净收益为1.37亿英镑。 

•  方案实施十年后的净收益达10亿英镑。 



拥堵收费的使用情况 

•  2011-2012年度，拥堵收费方案的净收益为1.806亿英镑，
伦敦交通局将此收益用于以下方面： 
 
改善公交网络                            1.06亿英镑 
用于改善伦敦的公交车车库、车站、站台和候车亭；用于实施公交优先和发布实时 
出行信息 

路桥                                  1300万英镑 
用于提高街道条件质量的项目，包括街道和人行道的改造和重铺，以及结构加固。 

道路安全                                                    
                                      100万英镑 
用于实施措施以减少交通事故伤亡 

步行和骑自行车                        300万英镑 
用于改善行人和骑自行车者出行条件的项目   

自治市的方案                                 900万英镑 

•    伦敦交通局与伦敦自治市合作，为一系列交通项目提供资金。 
总计                             1.32亿英镑 



 

低排放区边界 



低排放区的定义和标准 



低排放区的遵守情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主要经验教训 



交通拥堵收费的经验教训 

•  政治承诺是关键 

•  有效的研究，明确的政策目标 

•  广泛的公众征询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  有效的项目和合同管理 

•  良好的公共交通替代措施 

•  有效的交通管理（特别是边界以外的地区） 

•  强有力的公共信息宣传 

•  有必要倾听消费者的声音，并做好改革/改善的准备 



         感谢您的关注！ 

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网站 

www.tfl.gov.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