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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汉是国内首个成功实施ETC拥堵收费的

城市。通过对ETC收费方案进行述评，系统分析了

方案的优点与不足；通过引入时间价值这一关键参

数，应用武汉市交通预测模型，对方案实施的影响

进行科学预测与评价。同时，研判实施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多方案比选

论证等方法，制订切实可行的交通管理方案，降低

ETC收费对城市交通运行的影响，保障收费方案顺

利实施。

Abstract：Wuhan is the first city to successfully im-

plement ETC congestion charging in China. This pa-

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

vantages of various ETC -charging plans and predicts

and evaluates the impacts of these plans by introduc-

ing the parameter of time value and applying the trav-

el forecasting models in Wuhan. To address the possi-

ble issues during plan implementation, the paper also

develops effective traffic management measures to re-

duce the impact of ETC charging on urban transporta-

tion 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C charging by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multiple alternative decision-mak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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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国内特大城市普遍存在的问题莫过于交

通拥堵。为了“排堵保畅”，交通管理方案已由传统

的优化及调整交通组织转向实施交通需求管理，以

使交通需求与其社会边际成本相匹配，例如，北京

市实施的小汽车尾号限行及增量控制，上海市实施

的牌照拍卖政策等。但事实证明，现行的一系列措

施还无法实现缓解交通拥堵的目标。

新加坡于1975年起对进入7.2 km2限制区域实施

区域执照系统，人工收取拥堵费，并于1998年升级

为全自动的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费率根据交通运行状况动态调整，

从0.5新元至4新元不等；实施后，拥堵时段交通量

降低 10%~15%[1]。伦敦于 2003 年对中心区实施不

停车电子收费，开始为 5英镑·辆·d-1，后调整为 8

英镑·辆·d-1，不限次数；实施后，进入收费区域的

交通量减少18%，拥堵延误降低30%[1]。

新加坡及伦敦不停车电子收费的成功实施，使

拥堵收费成为缓解交通拥堵的重要措施 [2]。然而，

拥堵收费涉及广大通勤者的切身利益，实施难度较

大，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虽然在多年前已展开

研究，却始终未予实施。武汉市结合“两江分隔，

三镇均衡发展”的城市特点，以重点解决过江交通

问题为突破口，于 2011年 7月 1日，率先在过江通

道上实施了按次计费的不停车电子收费(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本文将对武汉市ETC收费方

案及其交通管理保障方案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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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案述评

1.1 实施原因分析

1）用者付费，公平合理。

近10年，武汉市通过广泛的融资渠道筹措资

金，新建了阳逻大桥、长江隧道、天兴洲大桥及

军山大桥等一批重要的跨长江通道，提高了过江

交通容量，缓解了中心城区交通压力。但过江通

道一直采用年票制，即主城机动车辆每年缴纳固

定的年费，与过江与否无关，所有车辆具有同等的

路桥通行权力。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但有失公允

和可持续性，且年票制标准自2002年实施以来基

本未变，致使还贷能力难以适应高速建设需要[3–4]。

2）抑制机动车出行需求，缓解交通拥堵。

10年前，武汉市仅有长江大桥、长江二桥及

白沙洲大桥三座跨长江通道，日均过江量约为

15.2万辆，过江通道运行顺畅。2010年日均过江

量达到了35.6万辆，年均增长率为9%，过江通道

数量增至“6桥1隧”，见图1。但是，主城区除新

建成的主城边缘三环线上的天兴洲大桥外，其他

过江通道均处于近饱和或饱和状态，高峰时段拥

堵问题突出。2008 年底，长江隧道建成通车，

2009年初日均交通量即达到4.7万辆，最高日突破

6 万辆，诱增交通量约 1.7 万辆，占通行总量的

36%[4]。因此，仅靠过江通道建设难以满足交通需

求的快速增长，且投资较大。实施必要的、高效

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降低机动车出行需求，提

升公共交通功能，将是缓解过江问题的有效方法。

1.2 收费方案

武汉市过江通道根据是否实施ETC收费，分

为ETC收费通道和非ETC收费通道两类。其中，

跨长江的长江大桥，跨汉江的江汉一桥及江汉二

桥为非 ETC 收费通道，其他贷款建设通道均为

ETC收费通道，在建及规划通道建成后均将纳入

ETC收费范围。收费时，根据车种及车型不同实

施不同的收费类型和标准，见表1，主要包括定额

费制(即年票制)、次费及年优惠票。其中，T类车

(即出租汽车)、摩托车实行定额费制；免费车辆

仍然免费；其他车辆按次收费，过江次数多的车

辆可购买年优惠票；外埠车辆同样实施按次收

费，在收费管理服务站或公路收费代收站查验缴

费。实施ETC收费后，摩托车及出租汽车缴费标

准与原年票制相同，二类及三类车年优惠票约为

原年票的2.1倍，四类、五类及六类车，约为原年

票的3.2~3.5倍。

1.3 预评价

1）针对不同过江者制定多种费制，切实维护

了公众的切身利益。

ETC 收费方案充分考虑了通勤者、经营者、

企业及偶尔过江者的不同需求特征，制定了次

票、年优惠票及定额票制。对于出租汽车等经营

性车辆采取定额票制，消除了乘客及驾驶人的心

理负担，避免了因实施ETC收费而导致的拒载等

现象的发生。对于通勤者及企业，为降低费用可

购买年优惠票，一年内费用定额封顶，不限制过

桥次数。购买年优惠票的车主，上一有效期内计

费总额未达到年优惠票标准额度的，余额可结转

作为预存通行费继续使用。对于偶尔过江者，可

购买次票，按次收费，过江费用将远低于年票制

费用。但收费方案制订时未考虑对“菜篮子”、

“米袋子”等日常运输车辆费用的优惠，结果导致

了部分产品价格上涨。为此，武汉市核发了鲜活

农产品“绿色通道通行证”，免收ETC费用[5]。

2） 未根据 ETC收费通道区位、交通运行状

况与特征实施差别收费，不利于均衡交通流分布。

图 1 ETC 收费实施前跨长江通道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channels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C cha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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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收费的主要目的是将交通运输的外部成

本内部化，其核心理念是根据个体和社会成本对

道路使用者进行差别收费，以补偿道路使用的社

会边际成本 [2]。武汉市ETC收费考虑了不同使用

者的时间价值，实施了不同费率。但所有收费通

道均采用同一收费标准，未能考虑不同收费通道

及同一通道不同时段外部成本的差异，这将会降

低拥堵收费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未来应根据过

江通道的区位及功能不同，实施阶梯费率，例

如，主城—主城边缘—主城外围通道费率要逐渐

降低，吸引车辆选择外部通道通行，均衡交通流

分布；高峰时段实施高费率，平峰时段实施低费

率，晚间低谷时段不收费。

3） 高需求区域过江通道未纳入 ETC收费范

围，增加了收费方案的实施难度。

由于武汉市ETC收费未将政府出资建设的长

江大桥、江汉一桥及江汉二桥纳入收费范围，收

费方案实施后，大量车流向这三座桥梁聚集，导

致交通拥堵。因此，必须制订严格的交通管制方

案，缓解交通压力，保障ETC收费顺利实施，充

分体现拥堵收费与交通管制方案的博弈关系。拥

堵收费因将出行者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在降低机

动车出行需求的同时，体现了公平性；交通管制

方案虽然同样能达到降低需求的作用，却限制了

部分出行者的通行权，易遭致反对，增加了管理

难度。因此，未来为实现拥堵收费的公平性、系

统性及易实施性，应将所有过江通道纳入ETC收

费范畴，统一规划、管理。

4）高负荷运行的过江公共交通，无法辅助提

升ETC收费对过江交通压力的缓解作用。

新加坡、伦敦及香港等国内外城市已开始实

施或研究公交优先、拥堵收费、高额停车费、燃

油费等各种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以有效缓解城市

交通拥堵问题。这些城市的共同点是，均建立了

一个强大、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客运系统，其

中轨道交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新加

坡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出

行比例约为 65%，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中约占

27%[6]；香港公共交通出行比例高达90%，轨道交

通在公共交通中约占 35%[7]。武汉市轨道交通在

ETC收费时尚未建成，过江出行主要依靠常规公

共汽车及客车。过江常规公共汽车交通在高峰时

段几乎处于满载状态，无法为ETC收费实施后，

可能放弃小客车过江的市民提供良好的公共交通

乘车环境，进而难以促进过江交通量的减少。

2 交通影响分析

2.1 分析方法

过江通道是武汉市道路骨架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武汉市两江三镇联系的纽带，日均过江客

流约占居民出行总量的 10%。实施ETC收费将影

响全市居民的出行方式及出行分布，并导致全市

交通尤其是过江交通时空分布呈现新的特征。因

此，ETC收费影响分析是事关全市交通变化的宏

观测试分析，为了得出正确而科学的结论，必须

引入宏观测试分析工具。

文献[3]以加拿大宏观预测软件EMME3为平

台，应用“四阶段法”建立了武汉市交通预测模

型，预测分析流程见图2。首先，利用过江交通量

车辆类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T

免费车辆

摩托车

5座以下轿车、吉普车、1t以下小型货车

6~19座客车、1 t(含1 t)至2 t(含2 t)工具车、小货车

20~49座客车、2~5 t(含5 t)货车、拖挂车、特种车

50座以上客车、5~15 t(含15 t)货车、拖挂车、特种车

15t以上货车、拖挂车、特种车

出租汽车

公共汽车、军车、警车、消防车、救护车、采血车、邮政车、垃圾转运车等

车辆类型 次费标准

8

12

24

32

40

5

年优惠票标准

280

2 100

3 150

6 300

8 400

10 500

500

原年票标准

280

980

1 500

2 000

2 500

3 000

500

表 1 ETC 收费标准统计表

Tab.1 ETC toll rates 元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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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收费车型所占比例，以及社会认可的时间价值调查与分

析，掌握收费方案的车型划分和市民对 ETC 收费的敏感程

度，这是使模型适应收费方案变化的重要参数。然后，根据出

行时间价值将过江费用转换为过江需要花费的额外时间，校验

出行分布模型及交通分配模型中的出行阻抗系数，再运用“平

衡分配算法”，选择出行时间最短的路径进行预测与分析。

2.2 时间价值分析

交通管理方案的实施效益通常体现为居民出行时间的节

约。不同收入人群在相同时间内创造的社会价值不同，其使用

的交通方式一般也不同——收入高的人通常选用小汽车或出租

汽车，收入较低的人则选用公共交通或自行车。因此，选择不

同交通方式的人的单位时间价值不

同，模型也以此来体现不同收入人群

单位时间价值的差异。

武汉市居民出行时间价值调查显

示，公交出行者通常代表全市的平均

收入水平，假设其时间价值系数为1，

小汽车(高收入者)、出租汽车(中等收

入者)、自行车(低收入者)出行方式的

时间价值系数分别为 3，2 和 0.7[2]。

2006 年，武汉市人均年收入约为 21

840元，2010年增至 39 303元，年均

增长率为 15.8%。据此预测，2011年

人均年收入约为45 520元，人均小时

收入约为22.8元，则公共交通、小汽

车、出租汽车及自行车出行方式的单

位时间价值分别为 22.8 元·h-1，68.3

元·h-1，45.5元·h-1和15.9元·h-1。

同样，出行目的不同，时间价值

也不同。武汉市交通预测模型将居民

出行目的分为基于家的上班出行

(HBW)、 基 于 家 的 上 学 出 行

(HBSCL)、基于家的其他出行(HBO)

和非基于家的出行(NHB)四大类，各

类出行方式不同出行目的的时间价值

见表2。

2.3 分析结果

实施ETC收费后，跨长江交通流

向非ETC收费桥梁长江大桥聚集，其

日均交通量增长 1.1万辆(见表 3)，增

长比例约为11%；高峰小时交通量增

长约7.8%，高峰持续时间延长；非高

峰时段交通量也有增加，本已过饱和

运行的桥梁更为拥挤，分时段交通量

变化见图 3。而ETC收费通道交通量

降低，运行平稳。

3 交通管理保障方案

为了减小ETC收费的影响，保障

过江通道平稳运行，秉着影响小、易

桥隧名称

长江大桥

长江隧道

长江二桥

白沙洲大桥

车道数量

双向4车道

双向4车道

双向6车道

双向6车道

全天交通量/(万辆·d-1)

实施ETC

11.0

5.2

11.5

4.3

未实施ETC

9.9

5.8

12.2

5.2

高峰小时交通量/pcu

实施ETC

7 040

4 060

8 720

5 660

未实施ETC

6 530

4 520

9 250

6 570

表 3 实施 ETC 收费后交通量预测分析

Tab.3 Traffic volume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C charging

出行方式

自行车

小汽车

出租汽车

公共交通

4.8

20.5

13.7

6.8

HBO HBSCL

2.4

10.2

6.8

3.4

HBW

21.2

90.8

60.5

30.3

NHB

16.9

72.4

48.3

24.1

表 2 2011 年武汉市时间价值统计

Tab.2 Time value of Wuhan in 2011 元·h-1

相关资料收集
及整理

交通建设计划
过江交通
现状分析

预测模型完善

时间价值调查

ETC收费方案

调整
交通分析模型

调整
方式划分模型

调整
出行分布模型

测试分析实施ETC
收费的影响

图 2 预测分析流程

Fig.2 Process of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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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公平公正、保障同等通行权，均衡交通分

布、缓解交通压力，规范交通秩序、提高通行效

率，保障公交优先通行、提升公交服务水平的思

想与理念，制订交通管理保障方案[8]。本文以长江

大桥为研究对象，结合其他过江通道的交通运行

状况，详细分析实施ETC后为其制订的三套交通

管理保障方案及比选过程。

3.1 方案内容

未实施ETC收费时，长江大桥的交通管理方

案为：7:00—20:00，中型(含)以下客车按车牌尾

号分单双号通行；禁止没有通行证的公交车辆、

长途客车通行；禁止载货汽车、起重车、三轮汽

车、轮式自行机械车、长途载客汽车、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通行。实施ETC收费后提出的三个交

通管理保障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中型(含)以下

客车的管理(见表4)。

方案一：在未实施ETC收费交通管理方案的

基础上，加大管制力度，一方面根据实施ETC收

费后交通量时间分布情况，延长管制时间；另一

方面，削减交通需求，在实施单双号限行的基础

上，加限一号，禁止当日尾号车辆通行，即每日

6:00—24:00，中型(含)以下客车仅允许4个尾号车

辆通行。

方案二：在方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管制

力度，每日 6:00—24:00，中型(含)以下客车仅允

许2个尾号车辆通行。

方案三：每日 6:00—24:00，中型(含)以下客

车按车牌尾号分单双号通行；同时将长江大桥两

条外侧车道设置为公交专用车道(见图4)，保障公

交车辆通行条件。

3.2 方案评价

1）方案一评价结果。

若实施方案一，长江大桥交通量降低，分流

至长江二桥、长江隧道及白沙洲大桥。较未实施

ETC收费前各通道交通量均有所降低：长江大桥

高峰小时交通量降低约 9%~10%，基本保持未实

施ETC收费时的水平，高负荷运行；长江隧道及

长江二桥高峰小时交通量降低比例约2%~5%，高

负荷运行，两侧衔接路段高峰时段拥堵问题依然

存在；白沙洲大桥高峰小时交通量降低7.4%，运

方案

未实施ETC的管理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7:00—20:00，中型(含)以下客车按车牌尾号分单双号通行

每日6:00—24:00，中型(含)以下客车仅允许4个尾号车辆通行

每日6:00—24:00，中型(含)以下客车仅允许2个尾号车辆通行

设置公交专用车道；6:00—23:00中型(含)以下客车按车牌尾号分单双号通行

中型(含)以下客车

表 4 长江大桥交通管理方案

Tab.4 Traffic management plans for the bridge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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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施 ETC 前后长江大桥交通量变化对比分析图

Fig.3 Comparison of traffic volumes on the bridge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C cha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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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较为顺畅。

2）方案二评价结果。

长江大桥高峰小时交通量较未实施ETC收费

时降低 16%~17%，服务水平明显提高，运行平

稳。长江隧道、长江二桥及白沙洲大桥交通量基

本维持未实施ETC收费时的水平，长江隧道及长

江二桥高负荷运行，高峰时段拥堵问题突出；白

沙洲大桥运行较为平稳。

3）方案三评价结果。

①长江大桥设置公交专用车道后，外侧两车

道为公交专用，内侧两车道供其他车辆使用，高

峰小时社会车辆最大可能通行量约为 5 350 pcu，

约 18%的交通量分流至其他通道，分流通道基本

能够承受分流压力。②武昌岸广场北路 1车道与

首义隧道2车道，共3车道车流汇入长江大桥1车

道；汉阳岸地面1车道与高架2车道，共3车道车

流汇入长江大桥 1车道；汇入段车流交织问题更

加突出。同时，两岸疏解通道单车道高峰小时承

担交通量约为 450~600 pcu，通行空间有较大富

余。③设置公交专用车道后，仅有 1条车道供其

他车辆行驶，由于普遍存在的低速行驶车辆，对

于未实施ETC收费时本可以超车快速行驶的车辆

没有了超车空间，仅能紧随低速车辆慢速行驶，

降低了通行效率。④长江大桥机动车通行空间约

为 18 m(4车道×4.5 m)，未设置公交专用车道时，

在出现事故的情况下，仍有近 1个车道的空间可

供调配通行；设置公交专用车道后，可调配空间

受到限制，应急疏解能力下降。

3.3 方案比选

综合考虑方案实施后非ETC收费通道及ETC

收费通道交通运行状况、非ETC收费通道应急疏

解条件、市民可接受度等因素(见表5)，推荐“方

案一”为优选方案，具体分析如下。

方案一：过江通道整体运行状况在可接受范

围内，长江大桥交通拥堵问题依然存在，应急疏

解条件受大交通量限制，灵活性较差。但方案充

分考虑了市民出行意愿，仅在未实施ETC收费单

双号管理方案的基础上，再限一号，每日允许 4

个尾号车辆通行，市民可接受度相对较高。

方案二：交通量分布更加均衡，整体运行状

况及长江大桥应急疏解条件良好，但实施后长江

大桥每日仅能通行 2个尾号车辆，大幅限制了市

民通行权，增加其出行负担，市民可接受度较差。

方案三：长江大桥正桥及两侧疏解通道汇入

段拥堵更为突出，应急疏解条件大幅降低，市民

可接受度相对较低，ETC收费通道运行较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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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长江大桥公交专用车道设置方案示意

Fig.4 Proposal of bus exclusive lanes on the bridge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

☆☆☆

☆

非ETC收费通
道运行状况

ETC收费通
道运行状况

☆☆☆

☆☆

☆☆

非ETC收费通道
应急疏解条件

☆☆

☆☆☆

☆

市民可
接受度

☆☆☆

☆

☆☆

表 5 交通管理保障方案实施效果对比分析

Tab.5 Comparison on performances of traffic managem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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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武汉市过江通道开始实施ETC收费时，同步

实施了本文中提出的交通管理保障方案一。实际

运行表明，出行者因年优惠票、年优惠票与移动

电话费用捆绑及一次购买两年年优惠票予以九折

优惠政策的相应出台，抵触情绪逐渐平复。交通

管理保障方案一的实施，在对出行者产生最小影

响的情况下，保障了所有过江通道的稳定运行，

实施效果与方案制订时预测效果基本一致。武汉

市ETC收费方案的实施为国内首例，方案仍存在

诸多不足有待优化与调整，但总体来说，方案的

制订与实施是成功的，对其他城市拥堵收费乃至

其他交通需求管理方案的制订提供了借鉴与参

考。同时，ETC收费方案的实施也为武汉市区域

拥堵收费方案的制订及实施打下了基础，对于解

决老城区、历史保护区等重点区域的交通问题，

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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