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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错峰上下班是缓解交通拥堵的政策之一。不少城市实施了错峰上下班政策，但对其效果缺乏

量化评估。基于海量的车牌识别数据，提出错峰上下班主要影响对象——个体机动化通勤车辆的识

别方法，进一步阐述其出行时耗的计算方法。以广州市为例，通过比较该方法与交通拥堵延时指数

的计算结果，对该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政策改善了早高峰的交通拥堵，同时加剧

了晚高峰的交通拥堵。该技术方法可应用于城市交通管理政策的效果评估，定量化辅助管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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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ggered commuting is one of the policies to alleviate traffic congestion. Many cities have

implemented the staggered commuting policy, but there is a lack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n its ef-

fect. Based on massive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a recognition method to iden-

tify the main impact object of staggered commuting - individual motorized commuter vehicles, and fur-

ther elaborates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ravel time consumption. Taking Guangzhou as an exampl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ethod is verified by comparing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nd the traffic conges-

tion delay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aggered commuting can relieve congestion during morning

peak hours while aggravating congestion during evening peak hours. The method can be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urban traffic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assist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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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错峰上下班作为城市交通管理的一项政

策，是在既有道路网络资源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调整不同单位和行业的上下班时间来错

开出行高峰[1]，将一个较大的交通量高峰分

解为几个较小的交通量高峰，在时间上均衡

交通流，从而达到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缓

解交通供给和需求之间矛盾的目的。

错峰上下班源自 20世纪 60年代德国经

济学家提出的弹性工作制 (alternative work

schedules)。20世纪 70年代开始，这一制度

在欧美得到了稳定的发展。21世纪以来，杭

州、温州、深圳、北京等城市，先后通过实

施错峰上下班政策来缓解交通拥堵，并取得

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文献[2]对错峰上下班政

策的利弊进行了全面分析。文献[3]通过调查

温州市主要干路典型断面的车流量、车速和

延误占行程时间的比例，分析错峰上下班的

实施效果。文献[1，4-5]研究得出北京市实

施错峰上下班效果有限的结论。文献[6-7]

从交通产生点和吸引点在空间的分布、出行

量大小和职业类别比例等影响因素出发，建

立错峰上下班的交通影响模型，并通过算例

说明错峰出行的效益和影响；文献[8-9]从

市民的出行时间变化分析错峰上下班的效

基于车牌识别数据的错峰上下班措施效果评估基于车牌识别数据的错峰上下班措施效果评估
———以广州市为例—以广州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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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其主要基于交通调查的样本数据。上

述研究对于推动错峰上下班交通管理实践的

理性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囿于研究时期城

市交通检测设备数量缺乏且质量偏低，多数

研究仍需借助交通调查、交通模型和理论推

导，对于错峰上下班实施以后的真实效果验

证和分析较为薄弱。本文利用交通卡口的车

牌识别数据，对比错峰上下班政策实施前

后，广州市个体机动化出行者的通勤时耗变

化，来定量分析该政策的实施效果。

11 研究概况研究概况

11..11 研究范围界定研究范围界定

2020年 12月 1日起，广州市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不含学校、医疗机构)调整工作时

间，上班时间由8:30调整为9:00，下班时间

由17:30调整为18:00，以期通过“用管理换

资源”来缓解交通拥堵。广州市调整工作时

间的工作单位约 2 万个，广泛分布于全市

域，其中约65%位于中心城区，故将广州市

中心城区设为研究范围(见图1)。

11..22 研究数据基础研究数据基础

广州市布设高清交通卡口 5 080处，基

本覆盖了高速公路、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和

重要的次干路。其中，研究范围内的交通卡

口共1 100处。本文选取2020年11月和12月

数据，日均数据量约 884万条，经过数据预

处理及异常数据清洗后，得到有效数据，占

总量 90.2%，说明交通卡口车牌识别数据具

有较高的准确率和稳定性，能够满足通勤时

耗分析的精度需求。

11..33 研究对象界定研究对象界定

通勤方式主要包括非机动交通(含步行

和非机动车)、公共交通和个体机动化交通

三种。根据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估算，广州市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上下班采用小

汽车、出租汽车、网约车等个体机动化交通

方式占61%，采用公共汽车、轨道交通等公

共交通方式占 35.6%，采用步行和非机动车

交通方式占3.4%。可见，个体机动化交通方

式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要通

勤方式。

在上述三种通勤方式中，步行和非机动

车交通主要服务于短距离通勤，其通勤时耗

受错峰上下班政策的影响不大。公共交通包

括轨道交通和公共汽车，轨道交通通勤时耗

基本与错峰上下班政策无关，而公共汽车交

通虽然与城市道路交通运作情况有关，但同

时也受发车时间、发车间隔等因素影响，难

以说明错峰上下班政策单因素的作用。个体

机动化交通通勤时耗与城市道路交通运作情

况直接相关，是与错峰上下班政策关系最为

密切的通勤方式，研究个体机动化交通的通

勤时耗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可以说明错

峰上下班政策的实施效果。

22 通勤车辆识别与通勤时耗计算方法通勤车辆识别与通勤时耗计算方法

22..11 基于车牌数据的通勤车辆识别方法基于车牌数据的通勤车辆识别方法

基于卡口的车牌原始数据存在一些噪声

数据，需要进一步处理。数据处理流程如下[10]：

第一步：数据清洗。根据噪声数据产生

的原因以及存在的形式，利用一定的方法和

技术对噪声数据进行清洗，并将其转换为满

足分析精度要求的可用数据，从而提高基础

数据质量；车牌识别数据的主要问题是缺

位、车牌号异常、车牌位数不正确、未识

别等。

第二步：数据集成。消除冗余数据后，

将数据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整理，并将所有

数据统一存储在数据库、数据仓库或文件

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集。

第三步：数据转换。主要对数据进行规

格化操作，如将数据值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

内、将过车数据转化为交通量数据。

第四步：数据规约。剔除不能刻画系统

关键特征的属性，从而得到精练的、能充分

描述被挖掘对象的属性集合。

通过以上的数据处理流程，将车牌识别
70 图1 研究范围内的党政机关分布情况

Fig.1 Distribution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office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study

党政机关
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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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一规范为可直接利用的数据。虽然广

州市交通卡口拍摄点主要分布在快速路和城

市主干路上，并不能获取广州市通勤车辆的

全部数据，但对于受政策影响最为明显的长

距离通勤群体，仍可以认为交通卡口拍摄形

成的车牌数据和时间序列能有效反映该群体

的主要出行活动。将车辆第一次出现的卡口

点位设为O点，将一次出行中最后一次卡口

点位设为D点。根据通勤车辆与非通勤车辆

出行特征的差异，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出通勤

车辆。聚类识别步骤(见图2)如下：

1） 定义政策实施前的一个月为对照

月，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个月为检测月。

2）在对照月第1个工作日的6:00—9:00

出现，且在当天 16:00—20:00 也出现的车

辆，形成集合 A1 ；在对照月第 2个工作日

的 6:00—9:00 出现，且在当天 16:00—20:00

也出现的车辆，形成集合 A2 ；以此类推，

该 月 每 个 工 作 日 依 次 形 成 集 合 A1 ，

A2 ，…， A22 。

3）在对照月第1个工作日的11:00—15:00

出现的车辆，形成集合 B1 ；在对照月第2个

工作日的 11:00—15:00 出现的车辆，形成

集 合 B2 ； 以 此 类 推 ， 形 成 集 合 B1 ，

B2 ，…， B22 。

4） 在集合 A1 ~ A22 中，出现次数大于

15次且在集合 B1 ~ B22 中出现的次数小于 5

次的车辆被识别为通勤车辆，形成集合 C 。

5）检验集合 C 中的车辆在检测月中对

上述规则的符合性，同时满足对照月和检测

月检验规则的车辆，形成集合 D 。

6）集合 D 中的车辆，一天当中，若在

6:00—9:00 仅出现 1 次或在 16:00—20:00 仅

出现1次予以剔除，如此形成的集合 E 为研

究对象集合。

22..22 通勤时耗计算方法通勤时耗计算方法

对于研究对象集合 E 中的车辆 E1 ，在

第 1个工作日 6:00—9:00首次被记录的时间

为 Toz11 ，末次被记录的时间为 Tdz11 ；在第 1

个工作日 16:00—20:00首次被记录的时间为

Tow11 ，末次被记录的时间为 Tdw11 。则当日

E1 早高峰的通勤时耗为 Tz11=Tdz11-Toz11 ，

晚高峰的通勤时耗为 Tw11=Tdw11-Tow11 。同

理， E1 在第2个工作日早高峰的通勤时耗为

Tz12 =Tdz12 -Toz12 ，晚高峰的通勤时耗为

Tw12 =Tdw12 -Tow12 ； E2 在第 1个工作日早高

峰的通勤时耗为 Tz21=Tdz21-Toz21 ，晚高峰

的通勤时耗为 Tw21=Tdw21-Tow21 ； E2 在第 2

个 工 作 日 早 高 峰 的 通 勤 时 耗 为

Tz22 =Tdz22 -Toz22 ，晚高峰的通勤时耗为

Tw22 =Tdw22 -Tow22 ；以此类推。

33 政策实施效果分析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33..11 通勤车辆识别结果通勤车辆识别结果

根据广州市车牌识别数据，2020 年 11

71

工作日6:00—9:00，
16:00—20:00
出现的车辆 Ai

工作日11:00—15:00
出现的车辆 Bi

集合 A1 ， A2 ，…， A22 集合 B1 ， B2 ，…， B22

出现次数>15 出现次数<5

通勤车辆集合 C

工作日6:00—9:00，
16:00—20:00
出现的车辆

工作日11:00—15:00
出现的车辆

出现次数>15 出现次数<5

通勤车辆集合 D

6:00—9:00或
16:00—20:00
仅出现1次？

研究对象集合 E

是 是

否

对照月 检测月

是 是

图2 通勤车辆识别计算流程

Fig.2 Commuter vehicles identification calcul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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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研究范围内工作日日均出行车辆数为

86.02万辆，其中早高峰(7:00—9:00)出行车

辆数为 21.38万辆、晚高峰(17:00—19:00)为

22.79万辆；12月工作日的日均出行车辆数

为 85.67 万辆，其中早高峰出行车辆数为

20.78 万辆、晚高峰为 21.98 万辆。整体上

看，11 月与 12 月的出行车辆数变化不大，

因此可以认为广州市实施错峰上下班政策前

后卡口检测到的车辆规模基本不变，可忽略

政策对出行需求的影响变化。

根据上文提到的聚类识别方法，获得11

月的通勤车辆集合 C 约为 6.62万辆，12月

的通勤车辆集合 D 约为 5.74万辆，剔除无

效数据，获得最终的研究对象集合 E 约为

4.86万辆。

33..22 通勤时耗变化通勤时耗变化

集合 E 的车辆在 11月和 12月的早高峰

通勤时耗分别为 30.49 min和 28.89 min，这

表明错峰上下班政策能够使早高峰通勤时

耗减少 5.25%。集合 E 的车辆在 11月和 12

月的晚高峰通勤时耗分别为 42.88 min 和

43.33 min，这表明错峰上下班政策使晚高峰

通勤时耗增加了1.05%。

采用广州市 11月、12月交通拥堵延时

指数(拥堵延时指数=交通拥堵通过的旅行时

间/自由流通过的旅行时间)的变化，验证政

策实施前后通勤时耗变化计算结果的有效性

(见图3)。

1）早高峰。

12月工作日早高峰时段平均拥堵延时指

数为 1.53，环比下降 2.55%。12月拥堵延时

指数大于1.6的时段出现在8:10—9:00，相比

11月(8:00—9:00)拥堵持续时间缩短约10 min。

12月拥堵延时指数峰值为1.73，发生在8:30，

相比 11月(1.75)略有下降，而拥堵延时指数

峰值发生时间保持不变。

2）晚高峰。

12月工作日晚高峰时段平均拥堵延时指

数为 2.05，环比上升 4.06%。12月拥堵延时

指数大于2.0的时段出现在18:00—19:00，相

比 11 月(18:00—18:50)拥堵持续时间增加约

10 min。12月拥堵延时指数峰值为 2.30，发

生在18:30，相比11月(2.22)略有上升，而拥

堵延时指数峰值发生时间保持不变。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基于车牌识别数据

的通勤时耗计算，与基于交通拥堵延时指数

的计算，对错峰上下班政策实施效果的分析

结论一致，而且基于车牌识别数据的通勤时

耗计算方法在计算的精度上，具备交通拥堵

延时指数计算方法不具备的优势。

44 结语结语

本文利用广州市 1 100个交通卡口的车

牌识别数据，设计了通勤车辆聚类算法及通

勤时耗计算方法，并与交通拥堵延时指数计

算结果对比，计算错峰上下班政策实施前后

通勤时耗的变化。计算结果表明错峰上下班

政策改善了早高峰交通拥堵情况，通勤时耗

减少幅度为 5.25%，但同时加剧了晚高峰交

通拥堵情况，通勤时耗增加幅度为 1.05%。

总之，错峰上下班政策只是一项用管理换资

源的政策，只能暂时缓解广州市的交通供需

矛盾，作用有限，只有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建立完善、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才是解

决城市交通拥堵这一弊病的关键所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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