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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文章亮点

     研究建立了适用于北京市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评价方法，测试评估这两个

政策的污染物减排效果。

     减排效果与限行力度相关，长期而言，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均有不错的减排

效果。

     低排放区对于颗粒物和氮氧化物的控制有较好的效果，而拥堵收费政策则在碳氢

化合物和一氧化碳减排方面表现更佳。

     建议政府尽可能地采取多种措施综合治理机动车污染，并对不同交通政策情景进

行单一措施和综合措施的减排效果评估，以有效减少目标污染物的排放。

     宣传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的效益，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制

定宣传方案时的重要一环，提高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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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与目的

北京的交通与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研究制定应对

措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机动车保有量和出行需求的快速

增长，给北京市的交通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北京市政府

为此出台了一系列交通需求管理和节能减排政策，力图改善

北京市环境质量。而如何量化评估政策方案实施后各种大气

污染物的减排效果，进行不同政策方案的比选，是政府科学

制定政策措施面临的挑战。

本研究为北京等大城市未来制定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政策提供技术支撑。报告首先总结了北京市现行的机动车排

放和车用燃油标准，收集和分析了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相关数

据。在此基础上，基于国际上使用较为广泛的几种机动车排

放模型，研究确立了适用于北京市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

的评价方法。

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由世界资源研究所和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合作

完成，是北京低排放区拥堵收费项目系列报告出版的第二本

报告。北京低排放区拥堵收费项目系列报告旨在将国际成功

实施相关政策的经验传播到中国，以探索低排放区拥堵收费

政策在中国城市的应用实践。系列报告出版的第一本工作论

文为《拥堵收费和低排放区国际经验研究》1，针对伦敦、

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这三个城市实施拥堵收费和低排放区政

策的成功实践，从准备阶段、方案设计、技术选择、公共宣

传、实施和管理，以及政策效果等各个阶段进行全面深入研

究，总结政策成功实施的关键要素，为低排放区拥堵收费政

策在中国的实施提出建议与参考。本报告着重在建立适用于

北京市交通政策，尤其是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评价方

法，以指导政府量化评估政策方案实施后的减排效果，科学

比选不同的政策方案，制定合理的政策措施，有效减少目标

污染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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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与方法

研究旨在建立适用于北京市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

评价方法，以测试和评估这两个政策的污染物减排效果。研

究建立了交通政策减排效果评估的机动车排放核算模型，结

合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交通流量与速度影响输入包，设

计并采集、分析对道路流量、车型结构、路网运行速度敏感

的排放模型关键参数。通过对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情景

以及对照组近期和远期的排放计算，评估这两个交通节能减

排政策的污染物减排效果。为精确评估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政策的减排效果，本研究以北京市一体化综合交通排放模型

体系为基础，采用其第一层次的宏观核算清单模型研究建立

面向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宏观减排效果评价方法，对

基准年和未来年不同情景方案下的年度总排放量进行核算和

预测。

同时，研究还采用第二层次的中观路网评价模型，研

究建立政策路网减排效果的评价方法，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平台进行政策减排

效果评估，以评估不同政策情景对区域和重点路段的污染物

减排效果。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长期而言两个政策均有不错的减排效果。低

排放区对于颗粒物（PM）和氮氧化物（NOx）的控制有较

好效果，而拥堵收费政策则在碳氢化合物（HC）和一氧化

碳（CO）减排方面表现更佳。若能有较大的限行力度，例

如设计的低排放区政策中不允许国Ⅲ以下车辆进入六环路行

驶，则能产生较好的减排效果。

基于本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决策者们参考，

以推进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实施。

 ▪ 运用政策减排效果评估方法对不同交通政策情景

进行单一措施和综合措施的减排效果评估，为决

策的过程提供有力的支持。

 ▪ 尽可能地采取多种措施综合治理机动车污染，尤

其针对高污染及高排放车辆，以有效减少目标污

染物的排放。

 ▪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的

效益，可以作为地方政府制定宣传方案时的重要

一环，以提高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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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Highlights

    This report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methodology that can be applied to Beijing’s Low Emission Zone (LEZ) 

and Congestion Charging (CC) policies, in order to quantify the air quality benefits of these two policies.

    The air quality benefits are associated with stringent traffic restrictions. In the long term, both LEZ and CC 

can have significant emissions-reduction effects.

    LEZ is better suited to control particulate matter (PM) and nitrogen oxides (NOx), whereas CC will perform 

better in reducing hydrocarbons (HC) and carbon monoxide (CO).

    We suggest that municipal governments implement multiple measures to deal with vehicle emissions, and 

evaluate the benefits of different policy scenarios to determine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reduce pollutants.

    The LEZ/CC’s effect on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can be highlighted in public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increase public acceptance of th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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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Beijing’s severe congestion and air quality 
issues require immediate government action 
on mitigation measures. Rapid urbanization 
and motorization pose severe risks to Beijing’s 
traffic flow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series of 
transport demand management (TDM) measures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reduction 
policies in an effort to tackle environment problems. 
One of the main challenges for the government is to 
quantify the emissions-reduc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policy schemes and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ose schemes.

The purpose of our research i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Beijing and other 
Chinese cities regarding LEZ/CC policies 
to be adopted in the future. The report 
summarizes existing vehicle emission and fuel 
standards in Beijing and China and analyzes 
current vehicle emissions in Beijing.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vailing international vehicle 
emission models, we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methodology that can be applied to Beijing’s LEZ/
CC policies.

About This Report
This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by 
Beijing Transport Institute and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It is the second of a 
planned series of Beijing LEZ/CC project 
reports. The series aims to bring the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of LEZ/CC policies to 
China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implement these strateg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first published working paper in the series 
was Study on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for Low 
Emission Zone and Congestion Charging1, which 
focused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f London, 
Singapore, and Stockholm with LEZ/CC policies. 
The analysis emphasized the preparation stage, 
scheme design, technology, public communic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policy 
effects. It summarized the key factors leading 
to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and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of LEZ/CC in 
China. The present report focuses on development 
of the evaluation methodology that can be applied 
to Beijing transport policies, especially LEZ/CC 
policies. Its purpose is to guide the government 
in quantifying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olicies on 
vehicle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compa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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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research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methodology that can be applied to LEZ/
CC, to evaluate the emissions-reduction 
effects of both policies. The project develops 
a vehicle emissions accounting model to evaluate 
the emissions-reduction potential of transport 
policies. Using input data on traffic volume 
and speed provided by the Beijing Transport 
Institute, we design, collect, and analyze key model 
parameters that are sensitive to road traffic, vehicle 
structure, and speed. Through estimation of short- 
and long-term pollutant emissions of LEZ/CC 
scenarios and a control group, we test and evaluate 
emissions-reduction effects of LEZ/CC policies. To 
understand more deeply how the LEZ/CC policies 
help reduce vehicle emissions, this research uses 
a macroscopic emission accounting model to 
evaluate the overall emissions-reduction effects 
of LEZ/CC, and calculates the annual aggregate 
emissions of different policy scenarios in the base 
year and target years.

The project employs the mesoscopic static 
network evaluation model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LEZ/CC on reducing pollutant emissions in 
specific areas and key road sec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platform.

Key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long term both 
policies have good emissions-reduction 
effects. LEZ is better suited to control particulate 
matter (PM) and nitrogen oxides (NOx) whereas 
CC is more effective at reducing emissions of 
hydrocarbon (HC) and carbon monoxide (CO). If 
traffic restrictions tied to emission standards are 
more stringent (e.g., no vehicles below National 
Standard III are allowed to enter the 6th Ring Road 
area of Beijing), the LEZ policy would have greater 
emission-reduction effects.

Based on our research,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decision-makers to 
promote LEZ/CC policies:

 ▪ Apply the evaluation methodology for 
emissions reduction to different trans-
port scenarios,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sup-
port for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 Implement multiple measures to compre-
hensively deal with vehicle emissions, es-
pecially for heavy polluting vehicles, to effectively 
reduce emissions of target pollutants.

 ▪ Communicate the benefits of LEZ/CC policies on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via public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increas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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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到

559.1万辆，六环路内日均出行总量达到3146万人

次（不含步行）（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 2015）。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机动车保有量和出行需求的快

速增长给北京市的交通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北

京市环境保护局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3年，在

北京本地排放源中，机动车排放对细颗粒物（fine 
particles, or particulate matter 2.5, PM2.5）的贡

献率为31.1%，对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s）的贡献约占全市总量的1/3，而

对氮氧化物（Nitrogen Oxides, NOx）的贡献约占

全市总量的一半以上（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2014）。

2017年移动源对北京本地大气PM2.5的贡献比例上升

到45%（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2018）。

为改善北京市环境质量，2013年9月北京市人

民政府印发了《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

计划》，明确提出84条空气污染治理任务，并将

机动车作为全市主要污染治理领域之一，提出研究

出台低排放区拥堵收费、外地车限行等一系列交

通需求管理和节能减排政策（首都之窗 2013）。

如何量化评估政策方案实施后的P M、N O x、一

氧化碳（Carbon Monoxide, CO）和碳氢化合物

（Hydrocarbon, HC）等各种大气污染物的减排效

果，进行不同政策方案的比选，是政府科学制定政

策措施面临的挑战。

“低排放区”是指为促进区域空气质量改善，针对机动车

等交通工具专门设定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燃料限制区。低排放

区的目的是通过制定排放标准或准则，减少某区域内污染最

严重车辆的使用，从而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因此，低

排放区的实施并不一定能减少交通流量，而更多的作用在于

促进重污染车辆向低排放清洁车辆的更新换代。截至2016年5

月12日，城市低排放区已经成为14个欧洲国家和日本东京用于

解决交通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措施。香港也从2015年12月31日

起在几条交通繁忙街区限制高排放公交车进出。

“拥堵收费”是对驾车者使用拥堵的道路而收取的一种

附加费用，其目的是在不增加基础设施供给的情况下，通

过收费来调节出行需求以缓解拥堵。拥堵收费本质上是对

使用道路空间资源的费用补偿，在考虑出行者路径选择及

方式选择的行为基础上，利用价格机制来调节交通量的时

空分布、限制城市道路高峰期的车流密度、提高道路设施

的通行速度、协调多种出行模式尤其是高容量的公交系统

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的利用率，从而满足道路使用者对时

间和经济效率的要求。目前，世界上主要有新加坡（1997

年）、意大利的罗马（2001）和米兰（2008年）、英国的杜伦

（2002年）和伦敦（2003年）、瑞典的斯德哥尔摩（2006年）和

哥德堡（2013年）、以及马耳他的瓦莱塔（2007年）等国家和

城市实施了不同形式的收费或许可制度，以此应对交通拥

堵和环境问题。其中，罗马、伦敦、斯德哥尔摩、米兰和

哥德堡等城市同时推行了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两项政策。

关于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成功实践经验，

可参考世界资源研究所工作论文《拥堵收费和低排

放区国际经验研究》（http://wri.org.cn/Study-on-International-

Practices-for-Low-Emission-Zone-and-Congestion-Charging）。

专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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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内容

本报告将在采集和分析北京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特征

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效果评价

方法，为北京等大城市未来制定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

提供技术支撑。

报告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  北京市交通行业节能减排现状分析

总结北京市现行的机动车排放和车用燃油标准，收集

和分析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相关数据，包括车型结构和能源

结构。

 ▪ 政策减排效果评价方法研究

研究建立面向缓堵减排政策（此研究中特指低排放区

和拥堵收费政策）减排效果评估的机动车排放核算模型，结

合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的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交通流

量与速度影响输入包（包括现状数据和未来的流量和速度预

测），设计并采集分析对道路流量、车型结构、路网运行速

度敏感的排放模型关键参数。

 ▪ 政策减排效果评价方法的应用

根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输入的基准情景和三组政策

情景方案（包括对照组、低排放区政策和拥堵收费政策），

利用政策减排效果评价方法进行污染物排放测算。

1.3 研究技术路线

本报告的研究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

研究的开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收集相关数据，总结北京市机动车保有

量、排放和车用燃油标准、能源结构和车型结构现状。

第二阶段，根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输入的政策情景

方案，分析政策的关键减排因素，设计确定影响政策减排

效果的关键参数。

第三阶段，在既有交通模型、车队模型和排放因子模

型的研究基础上，搭建面向宏观机动车排放测算的清单模

型和面向路网排放可视化展示的路网排放模型。

第四阶段，根据外部输入的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

情景方案，利用评价方法进行不同情景方案的效果测试，

测算出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两种不同政策下的污染物减排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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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  本报告的研究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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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机动车	
结构分析  

2

	

第二章

2014年，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利用数值模型、受体

模型和污染源清单模型的综合解析数据显示，机动车

尾气排放的PM2.5占全市本地PM2.5排放量的31.1%，CO
排放占86%，NOx占57%，VOCs占38%（北京市环境

保护局 2014），其中重型柴油车为PM2.5和NOx的主要

排放源，轻型汽油小客车是VOCs的主要排放源（新

华网 2016）。2017年移动源对北京本地大气PM2.5的贡

献比例上升到45%（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2018）。

能耗方面，2 0 1 4年，交通领域能耗总量为

1944.1万吨标准煤（北京市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中心 
2014），占全市能耗的28.5%。

2.1 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标准

为了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减少高排放车辆污染，北

京市在尾气排放标准方面实行严格管控，一直提前执行

国家相关标准，排放标准逐步提升。北京市分别于1999
年、2002年、2005年、2008年、2013年率先实行国家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

（简称“国Ⅰ”、“国Ⅱ”、“国Ⅲ”、“国Ⅳ”、“国Ⅴ”），

均比全国提前2～3年的时间，达不到排放标准的新车禁

止在北京销售。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数据显示，每执行一

次新标准，单车污染将减少30%～50%（新华网 2016）。

对于在用车的排放管理，北京市同样采取了严格

的措施：

( 1 ) 强化在用车排放监管

实行环保标志管理：1999年开始发放环保标志，绿

标车包括国I（含）以上汽油车和国III（含）以上柴油

车，黄标车是指国I以下汽油车和国III以下柴油车，绿

标车每年检测一次，黄标车每年检测两次，无有效环

保标志的车辆不能上路行驶。

( 2 ) 提高标准加快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

a.高排放车限行：2003年限制黄标车在二环路内行

驶，2009年1月起，禁止黄标车在五环路内行驶，2009

年10月起，禁止黄标车在六环路内行驶。2017年2月15日

起，北京市对本市及外埠的国I、国II排放标准轻型汽油

车，实施五环路（不含）以内道路工作日限行。2017年

9月21日起，北京市在六环路（含）内设立载货汽车低

排放区，对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上行驶的部分载货

汽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

b.老旧车淘汰鼓励政策：2008年起，对提前淘汰的黄

标车，按照车型和使用年限给予资金补助。2017年9月，

北京市印发《北京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车淘汰方

案》（京政办发[2017]39号），对2017年9月21日至2019年9月

20日期间将车辆报废或转出本市的高排放老旧柴油货运

车车主给予政府补助。补助标准区分不同车型，综合考

虑车辆使用年限及残值，按照报废时间分档确定，并采

取逐步退坡的方式，鼓励车主提早淘汰老旧车辆。

专栏 2  



14 WRI.org.cn

2.2  北京市机动车车型 
与能源结构现状

（1）总体情况

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559.1万辆，

各种类型机动车所占比例如图2-1所示，其中私人小客车占

74.8%。排放标准结构方面，以“国Ⅳ”为主，占43.7%，

“国Ⅴ”车辆占14.4%（图2-2）。能源结构以汽油车为

主，占92.8%（图2-3）。

（2）公交车辆

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公交行业拥有车辆数量为

23860辆，其中电驱动车910辆，天然气车6111辆，混合动

力车862辆，其他全部为柴油车（图2-4）。排放标准结构

方面，“国Ⅲ”占51%，“国Ⅳ”占43%，“国Ⅴ”及以

上占6%（图2-5）。

图 2-1  |  2014年北京市各类机动车所占比例

图 2-2  |  2014年北京市机动车排放标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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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  2014年北京市机动车能源结构

图 2-4  |  2014年北京市公交车辆能源结构

图 2-5  |  2014年北京市公交车辆排放标准结构

国IV国III 国V及以上

60.0%

30.0%

50.0%

40.0%

10.0%

20.0%

0

天然气车电驱动车 柴油车混合动力车

70.0%

60.0%

30.0%

50.0%

40.0%

10.0%

20.0%

0

柴油车汽油车 天然气车电动车其他

100.0%

90.0%

80.0%

70.0%

60.0%

30.0%

50.0%

40.0% 0.40%

10.0%

20.0% 0.20%

0 0



16 WRI.org.cn

（3）郊区客运车辆

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郊区客运行业拥有车辆数量

为3584辆，其中天然气车588辆，混合动力车90辆，电驱

动车1辆，汽油车41辆，其他全部为柴油车（图2-6）。排

放标准结构方面，“国Ⅲ”占77.0%,“国Ⅳ”占15.0%，“国

Ⅴ”及以上占4.5%。车辆使用强度为年均行驶8.2万千米。

（4）出租车辆

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出租车行业拥有车辆数量

为69393辆，如图2-7所示，其中电动车2450辆，天然

气2000辆，其余均为汽油车。汽油车及天然气车排放标

准中，“国Ⅲ”占8.1%,“国Ⅳ”占54.8%，“京Ⅴ”占

37.0%。车辆年均行驶里程为8～10万千米。

图 2-6  |  2014年北京市郊区客运行业车辆结构情况

图 2-7  |  2014年北京市出租车行业车辆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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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货运车辆

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共拥有营运货车19.6万辆，其

中96.5%的货运车辆为柴油车和汽油车，新能源车辆比例不

足0.5%（图2-8）。北京市重型柴油货运车辆中，“国Ⅲ”标

准以下的车辆所占比例仅为17.5%，但其尾气中PM排放对全

市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贡献率却高达50%以上。

（6）省际客运车辆

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省际客运行业拥有车辆数量

为1137辆，如图2-9所示，其中汽油车566辆，柴油车568
辆，天然气车3辆。排放标准结构方面，以“国Ⅲ”及以上

车辆为主，占73.4%。车辆使用强度为年均行驶2.4万千米。

图 2-8  |  2014年北京市货运车辆能源结构分布

图 2-9  |  2014年北京市省际客运行业车辆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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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旅游车辆

截至2014年年底，北京市共拥有旅游车辆6622辆，

其中汽油车1110辆，柴油车5512辆。柴油车排放标准结构

方面，“国Ⅲ”占65.3%，“国Ⅳ”占14.2%，“国Ⅴ”占

3.8%（图2-10）。车辆使用强度为年均行驶1.4万千米。

（8）社会小客车

2014年北京市共拥有社会小客车473.4万辆，能源结

构以汽油车为主。小客车的排量主要集中在1～1.8升（L）
（图中以（1，1.8]表示）之间，占54.6%；其次为1.8～2.4L
（图中以（1.8，2.4]表示），占26.1%；小排量车辆（排量

小于1L，图中以（0，1]表示）最少，占7.6%（图2-11）。

根据标准《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14），按照

机动车规格，载客汽车主要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四

类。除运营小客车（出租小汽车、租赁小汽车）外，其他社会

性质的小型和微型客车被普遍称作社会小客车。按照车辆所有

权分类，社会小客车可分为私人小客车和单位小客车。其中，

私人小客车为所有权归属个人的小客车，单位小客车为所有权

归属单位（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的小客车。

专栏 3  

图 2-11  |  2014年北京市私人小客车排量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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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  2014年北京市旅游客运行业车辆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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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车辆外，机动车还包括非运营中大型客车、非

营运货车、低速货车、三轮车、轮式机械、摩托车等。

（9）小结

综上可知，小客车是北京市机动车的最主要类型，

占比近75%。从排放标准构成分析，机动车以“国Ⅳ”排

放标准为主，占43.7%；车辆以汽油车为主，占92.8%。

其中，公交车辆以柴油车为主，半数为“国Ⅲ”排放标准

（51%）；出租车辆以汽油车为主，半数为“国Ⅳ”排放

标准（52.9%）。尽管机动车中有近半数（43.7%）为“国

Ⅳ”标准，但“国Ⅰ”及以下标准的机动车也占了14.7%；

货运车辆以柴汽油车为主，新能源汽车比例不足0.5%，北

京市重型柴油货运车辆尾气中PM排放对机动车污染物排

放总量的贡献率高达50%以上。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北京

市机动车结构的清洁化水平有所提升，仍有进一步改善空

间，需继续提升车辆排放标准，增加新能源汽车比例，减

少尾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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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减排效果	
评价方法介绍	

第三章

3.1 机动车排放模型综述

为了掌握机动车污染排放的规律和特征，计算

交通政策减排效果，便于向决策者提供科学有效的机

动车污染控制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结合国内外已有研

究基础，提出使用机动车排放模型，以辅助政府进

行政策制定。机动车排放的确定是政策减排效果评

价的基础和依据（郝吉明等 2000；郝吉明等 2001；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0；Tong H.Y.等 2000；
Bachmann W.等 2000），研究者基于机动车污染物排

放的物化原理和影响机动车污染的主要因素，据此建立

多种尺度的机动车排放模型，用于定量计算机动车排

放污染物，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排放量，以模拟城

市区域或者街道的污染物排放。因此，机动车排放模

型是辅助政府制定政策及评价政策减排效果的重要工具

（胥耀方等 2009），它主要包括车队模块、活动水平模

块和排放因子模块。其中，车队模块是将机动车按照车

重、燃料类型、排放标准等属性划分为N种车型，根据

车辆注册登记数据或道路流量监测数据确定各种车型下

的机动车数量；活动水平模块是根据IC卡、出行调查等

数据获得各种车型的行驶里程、运行时间等参数；排放

因子是指一辆机动车运行单位里程所排放的污染物的量

（程颖等2011），排放因子模块是用台架测试或车载排

放测试系统（Portable Emission Measurement System, 
PEMS）的方法，按照一定的工况条件进行车辆排放试

验，在获取足够的测试样本后，通过对试验结果进行统

计回归和物理分析，用数学的方法描述各种车型在不同

环境因素下的排放强度和规律（霍红等2006）。

3.1.1 国外研究与应用综述

国际上现有机动车排放模型研究按照适用的尺度

范围和功能不同，主要可分为宏观排放模型、中观排

放模型、微观排放模型三类（图3-1）。

图 3-1  |  排放模型原理图

道路排放

行驶过程 
逐秒排放

逐秒行
驶状态

逐秒 
排放

道路行
驶状态

基于工况 
的排放因子

平均行
驶里程

基于平均速度 
的排放因子

宏观交通模型或数据宏观排放因子模型

以路段为单元的交通模型工况排放模型

可模拟机动车 
逐秒行驶状态的 
微观交通模型

可模拟逐秒 
排放的物理模型

城市排放
清单

排放清单排放因子模型 交通模型或数据

中观

微观

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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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宏观排放模型

宏观排放模型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是基于

平均速度的回归模型。其建模思路是基于各种车型在N种

平均速度区间的排放因子，将各种车型的保有量与排放因

子和车辆行驶里程相乘，得到机动车综合排放总量。这种

方法主要用于对某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范围内的排放因子

进行估算，并用于大尺度的空气质量模拟和污染控制规划

（霍红等 2006）。典型的宏观排放模型包括MOBILE模

型和COPERT模型等。

MOBILE机动车尾气排放因子模型使用范围最广泛，

美国除加州以外的所有州，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都运用该

模型来计算机动车尾气排放因子。MOBILE模型基于机动

车在标准工况下的基本排放因子，辅以实际条件下的差别

进行修正，以得到实际的排放因子。MOBILE模型的体系

相对比较完善，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开发本国的排放因子模

型提供了借鉴。

COPERT模型则是欧洲使用最广泛的计算机动车尾气

排放量的模型，由欧洲环境署投资开发。COPERT模型采

用大量的实验数据，可以兼容不同国家标准和参数变量，

并且只需获得预测地区内燃料销售的统计数据作为基础数

据即可进行计算，因此在欧洲国家被广泛应用。COPERT
模型能够计算机动车年排放量，可用于开发高时空分辨率

的机动车排放数据库（Samaras Z.等 1995）。

（2）中观排放模型

中观排放模型以城市道路为基础，计算过程中依托

GIS技术。与基于城市平均行驶特征的宏观模型相比，中

观排放模型更关注机动车在城市每段道路上的行驶规律，

采用基于工况的机动车排放因子计算模式模拟机动车排放

（霍红等 2006）。利用中观排放模型可以对狭域内的尾

气排放进行分析，例如与运输或空气质量模型结合，用于

对某个交通区域的排放进行模拟（黄琼等 2003）。中观

排放模型的输出结果是狭域的排放总量，可用来对交通规

划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作相应的预算分析。该类模型主

要包括CMEM模型和HBEFA模型等。

CMEM模型是一种对尾气排放物进行参数解析的模

型，可以处理以秒为单位的特定速度、加速度下的尾气排

放，以计算轻型车在各种运行工况下的燃油消耗和尾气排

放。CMEM模型可以与MOBILE模型进行耦合，将能够反

映机动车行驶工况的CMEM模型作为宏观计算中国典型

城市排放清单的基础，为MOBILE模型提供机动车基本排

放因子，为实现城市范围内宏观尾气污染测算提供更加科

学、合理的依据。

HBEFA模型拥有1990年以来欧洲主要城市的各类车

型在典型工况下的排放因子数据，使用HBEFA模型仅需

要建立城市实际道路交通运行的典型工况，并通过排放仿

真模型（PHEM）3获得典型工况对应的排放因子（何巍

楠等2014；Hausberger S.等2009）。例如计算温室气体

排放，中国目前尚未发布全国性的交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

评估方法，而引入国外模型的首要条件是确保满足本地化

的实际情况。对于中国和欧洲的同类型车辆，其燃油经济

性基本相同，排放标准也较为一致，因此碳排放因子也相

同，能够利用HBEFA模型进行本地化工作。

（3）微观排放模型

微观排放模型主要用于对交叉口或是某一特定路段

的排放进行模拟，评价局部点段交通改善情况和工程项目

的排放。其允许与微观交通仿真模型相结合，以单车为基

础，逐秒模拟机动车在交通流中的排放，评估车辆瞬态燃

油消耗和排放因子（黄琼等 2003）。微观排放模型需要

输入每一车辆的瞬间行驶工况参数，如瞬时的行驶速度及

加速度，典型的微观排放模型主要包括IVE模型和MOVES
模型的微观层面。

IVE模型是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河滨

分校的研究人员为满足发展中国家控制机动车污染工作和

研究的开展，开发的适于发展中国家的机动车污染排放模

型（马应韬等 2008）。该模型摒弃了过去使用单一参数

来反映车辆运行工况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的做法，引入

机动车比功率（Vehicle Specific Power, VSP）这一综合参

数，综合了速度、加速度、坡度和风阻等参数，大大提高

了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MOVES模型经过美国环保署近十一年的开发，是集

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为一体的综合机动车尾气排放

预测模型（吕宁宁 2012），这也是其与其他模型最大的

区别。MOVES模型使用的默认数据库数据包括了全美国

的机动车排放信息，因此它既可以对整个美国的排放进行

计算，也可以针对某一块区域或某一特定交通走廊进行计

算。此外，MOVES模型还把非道路（Non-Road）区域的

排放计算包括进来，美国环保署在将来的计划中也考虑加

入飞机和船舶的排放计算。

由于建模原理、车型分类和输入数据精度的不同，各

层次的排放模型能够满足不同尺度和不同分辨率下的决策

评估需求。各层次模型的原理、参数情况和使用范围总结

如表3-1所示。

以上几种国际上使用较为广泛的排放模型虽然可以满足

各国自身需求，但他们在中国大城市应用时，普遍存在参数

固化，以及机动车分类、技术水平和参数取值与中国不同等

问题。另外，针对某一具体政策的评估应该如何选用排放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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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这一问题，若使用高分辨率排放模型进行低分辨率大尺度

排放评估，将使工作量和参数需求成倍增加，而所计算的排

放结果在准确度上并不占很大优势。因此，根据城市自身需

求选择和建立本地化排放模型显得十分必要。

表 3-1  |  部分机动车排放模型比较表

模型

模型原理
模型
建立
时间

车辆
类
型

数据库
数据来

源

参数可获得性
对PM2.5排
放估算的

应用
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应用
范围

表征
参数

数据
来源

参数
设
备

MOBILE   宏观、
中观

平均
速度

台架
试验

1978年 28种

联邦测
试程序
FTP及
SFTP

27 无

被发展中
国家用
作研究
参考

国内应用时，需要对模型进行本
地化操作，但由于中国的基础排放
数据不全，加上没有统一的修改规
则，导致其预测结果的可信度较低
（黄冠涛 2011）。模型基于的是固
定的行驶周期和基础排放率，并不
能代表实际道路运行工况，所以不
能准确地量化机动车尾气排放

COPERT   宏观、
中观

平均
速度

台架
试验

1985年 240种 15 无
参数少，
应用少

对排放因子处理简洁，只考虑三
种运行状态，缺乏一定的科学合理
性，模型内置的车队信息也不完
整。模型的测试工况为ECE15+EUDC工
况，也存在着不能用测试工况代表
实际道路行驶状况的问题，故而无
法保证机动车尾气的量化精度

IVE    中观、
微观

VSP， 
平均
速度

台架、
随车
试验

2003年

1371
种， 
可添
加

联邦测
试程序
FTP及
从一些
发展中
国家获
得实测
数据

19 GPS
Voice

发展中国
家适用性
较高，急
需中国建
立系统的
数据收集

系统

模型涉及的车型分类过于复杂，新
增的VSP变量对某些基础数据的需
求更进一步，数据获取上增加了难
度，而中国在这方面的基础数据又
恰恰比较少，所以该模型的应用有
一定困难

MOVES
  宏观、
  中观、
微观

   VSP， 
平均
速度

台架
试验

2001年 13种

MOBILE
数据库
基础更

新

视研究情 
况而定

无

EPA官方
模型，为
中国模
型提供
模板

MOVES模型的预测排放主要是针对
美国本土，核心参数与MOBILE模型
类似，运行工况和基础排放率也相
对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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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已有研究基础

为了基于国内实际情况，满足不同层次的机动车排放

评估用途，作者所在单位之一，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在综

合考虑国内外研究经验、基础数据水平和实际应用需求的

基础上，构建了“宏观清单—中观路网—路网动态—单车

监测—基础设施能耗”五层次的北京市一体化综合交通排

放模型体系。模型的总体框架如图3-2所示。

该一体化综合交通排放模型体系包括：

（1）基于时间维度的宏观核算清单模型

基于时间维度的宏观核算清单模型已基本完成功能设

计研发和参数标定工作。该层次模型基于车辆特征刻画和

活动水平参数提取技术，即将机动车按照车辆自身物理属

性和本地营运管理特征分类，通过各种车型的保有量、排

放因子、能耗因子及车辆行驶里程计算能耗排放总量，实

现机动车能耗排放总量的快速评估与预测。该模型主要用

于年度和月度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核算，以及未来年

机动车排放宏观发展趋势的预测分析，本研究将以此建立

面向缓堵减排政策的宏观减排效果评价方法。该模型的主

要特点如下：

 ▪ 方便快捷，可应用于现状机动车排放清单编制、

未来年宏观发展目标预测、大型活动快速评估。

 ▪ 与传统宏观排放模型相比，车队属性分类更为细

致，对交通出行结构、车辆燃料结构、车队平均

速度和交通行业措施等更加敏感。

 ▪ 依托交通大数据监测平台和节能减排实验室，能

够确保及时、准确地更新关键参数。

目前该模型已应用于2014年北京市亚洲太平洋经济合

作会议（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期

间交通组合政策减排效果评估、2022年北京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交通政策效果预测和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绿色交通发

展规划交通排放预测。

（2）基于空间维度的中观路网评价模型

基于空间维度的中观路网评价模型已完成交通模型与

排放模型耦合关键算法的研发，正在进一步完善可视化展

示功能。该层次模型与交通模型紧密衔接，对路段交通量

和速度变化进行预测，实现全路网逐个路段交通能耗排放

评估与预测。该模型主要用于面向典型区域和重点路段的

交通政策措施减排改善效果评估和方案比选，研究中以此

建立面向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路网减排效果的评价方

法，基于GIS平台进行政策减排效果评估。

该模型的主要特点为：

 ▪ 对路段车辆的行驶里程数（Vehicle Kilometers 
Travelled, VKT）、路段速度和排放标准变化非常

敏感。

图 3-2  |  北京市一体化综合交通排放模型体系总体框架

基于时间维度的 
宏观核算清单模型

•  能耗排放总量核算
•  目标预测分解

准确性高 
及时性好

基于空间维度的 
中观路网评价模型

•  交通战略规划情景分析
•  交通政策措施效果评估

敏感性高 
展示度高

基于实时交通流的 
路网动态监测模型

•  路网动态能耗排放清单
•  路网交通污染指数评价
•  通路周边环境质量仿真

实时性高 
展示度高

基于时空维度的 
单车监测分析模型

•  单车能耗排放动态监测
•  高能耗排放车辆识别
•  行业节能减排精细管理

追溯性高 
实时性高

交通基础设施 
能耗排放评估模型

•  基础设施能耗排放评估
•  基础设施环境评价
•  环境治理措施效果评估

指导性高 
敏感度高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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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间展示性好，能够100%模拟全路网逐个路段的

污染物排放，可应用于对空间分析需求高的复杂

交通环境规划政策研究。

 ▪ 情景设计和关键参数设置过程比较复杂，需要高

水平的情景分析设计能力来确保模型预测分析结

果的科学性。

（3） 基于实时交通流的路网动态监测模型

基于实时交通流的路网动态监测模型以路网交通运

行监测数据为基础，仿真城市路网某路段的小时交通量与

速度，通过与速度排放因子库的关联耦合，实时动态地反

映路网交通污染物排放分布变化情况，以实现高分辨率仿

真。该模型主要应用于道路周边环境质量仿真和路网交通

污染水平的时空分布规律分析评价，支撑交通政策执行后

的效果评估和提供指导社会出行安排的环保信息。

（4） 基于时空维度的单车监测分析模型

基于时空维度的单车监测分析模型以单车为研究对

象，基于能耗排放感知技术获取车辆实时运行工况信息，

实现单车能耗排放动态监测分析。该模型主要用于对交通

营运企业进行动态监测和对高排放车辆进行识别，以及对

驾驶员驾驶水平的绿色程度进行评价和管理。

（5） 交通基础设施能耗排放评估模型

交通基础设施能耗排放评估模型以基础设施为研究对

象，通过交通基础设施中的交通活动来分析、预测交通基

础设施内部和周边的污染物浓度，建立基础设施的交通活

动主体及活动状况的能耗排放仿真模型。模型主要应用于

基础设施内部环境评价和环境治理措施效果评估等。

3.2 本文研究方法

为精确评估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减排效果，本研

究以北京市一体化综合交通排放模型体系为基础，采用其第

一层次的宏观核算清单模型，研究建立面向低排放区和拥堵

收费政策的宏观减排效果评价方法，对基准年和未来年不同

情景方案下的年度总排放量进行核算和预测。同时，为了评

估不同政策情景对区域和重点路段的污染物减排效果，研究

还采用第二层次的中观路网评价模型，研究建立政策路网减

排效果的评价方法，基于GIS平台进行政策减排效果评估。

3.2.1  宏观减排效果评价方法

基于时间维度的宏观核算清单模型，首先将机动车

总量按照车型、燃料类型、车重、排放标准等影响单车排

放水平的因素分为若干类，获得各类车的保有量数据，形

成车队模型；然后采集各类车型的年均行驶里程，形成活

动水平模型；其次测试采集排放因子数据，形成排放因子

模型；最后将各种车型的车辆数、行驶里程和排放因子相

乘，进行求和，即可得到区域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

评价范围为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的所有行驶车辆

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直接排放。

（1）车队模型

本研究根据北京市交通领域车辆特征，按照车型、

燃料类型、车重、排放标准等影响因素将机动车分为680
类，具体情况如图3-3所示。各类型的机动车保有量通过

查询交管部门的车辆注册登记信息，按照车型、燃料类

型、运行属性和车辆注册登记日期等进行聚类获得。

图 3-3  |  车队分类标准

货运车辆

租赁车辆

旅游车辆

出租车辆

省际客运车辆

公交车辆

其他车辆

摩托车辆

低速载货车

非营运客车

专项作业车

非营运货车

车型

电动车

混合动力

CNG

柴油

LNG

汽油

车型分类：680种

燃料类型

微型车

中型车

轻型车

重型车

车重

国V

国IV

国III

国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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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放因子模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在开

展大量排放测试的基础上，每年定期发布各类载客汽车、

载货汽车和摩托车等车辆的机动车污染物综合排放因子，

以核算各省市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

但是，由于北京市近年来出台了一大批机动车能源

结构调整措施，车型较全国其他城市更为丰富，出现了

液化天然气（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和混合动力

（Hybrid Electrical Vehicle, HEV）等车型，因此采用由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建立的三层次机动车排放因子模型

（图3-4），以保持排放因子模型的完整性，并且能够反

映交通节能减排措施的出台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影响。

图 3-4  |  三层次机动车排放因子模型框架

该三层次机动车排放因子模型主要包括：

 ▪ 微观机动车比功率下的排放率模型，主要用来描

述微观交通运行工况下机动车在单位时间内的排

放量，例如图3-5所示的某车型机动车比功率对应

的排放率数据。

 ▪ 中观速度与排放修正因子模型，主要用来描述特

定速度区间下，单位距离内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量，如图3-6所示的某车型不同速度对应的排放因

子数据。

 ▪ 宏观综合排放因子模型，主要用来描述每一类机

动车在复杂工况下在单位距离内的总体排放量，

某车型的综合排放因子数据如图3-7所示。

既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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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  某车型机动车比功率对应的排放率（社会车辆0～4万公里CO排放率）

图 3-7  |  某车型综合排放因子

图 3-6  |  某车型不同速度对应的NOx污染物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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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车辆活动水平模型

北京市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统计与监测平台能够对北

京市重点交通行业车辆行驶里程进行动态监测和统计分析

（图3-8、图3-9）。本研究将依托该平台数据，按照与车

队模型一致的车型分类，提取各种车型的行驶里程，作为

模型关键参数。

图 3-9  |  北京市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统计与监测平台数据采集技术原理

图 3-8  |  北京市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统计与监测平台功能界面

车载计量设备 企业级能源管理中心 政府级能源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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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  路网排放分布模型技术路线

3.2.2  路网减排效果评价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路网减排效果评价方法主要用于测

算政策实施前后北京市机动车的总排放量在路网的分布，

评价范围为在北京市六环区域内的所有行驶车辆。其中路

网排放分布模型（图3-10）主要是将交通模型、车队模型

和排放因子模型进行耦合：首先由交通模型通过交通出行

四阶段法将基准年和未来年不同情景下的交通流量分配到

路网上，然后结合调查采集到的道路车队排放标准结构数

据，将道路交通流匹配成与排放模型车队分类对应的结

构，最后将各类车流量、平均行驶里程与各类车对应的排

放因子相乘，把每个路网各类车的排放量相加，即可得到

每个路网的排放量。

（1）交通模型基本原理

在交通模型中，交通需求模型与交通供给模型相互

作用，交通需求模型根据交通供给模型交通分配计算的结

果，对交通出行产生、出行分布和方式选择进行调整，调

整后的交通需求将产生新的分配结果，交通需求模型和交

通供给模型循环迭代，直到供需双方达到平衡收敛，使得

交通系统最终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 交通需求模型

交通需求模型包含交通小区4的分类居住人口、土地使

用数据和基于出行目的（Activity-based）的活动链数据。

交通需求模型（VISEM软件）是根据交通小区居住人口

及土地利用数据和供给模型计算的服务水平指标来进行预

测，根据个人出行行为划分的居民分组来模拟居民的出行

活动，生成居民一日的活动链估计和预测分模式的OD5光

密度矩阵。

基于活动（或称之为出行目的链）的交通需求模型

（Activity-Based Travel Demand Model）包括三个子

模型：活动模型（Activity Model）、目的地选择模型

（Destination Choice Model）和LOGIT方式选择模型

人口模型 出行成本参数

OD分布

方式划分

出行成本模型

基于路段的交通流量 耦合

耦合

产生与吸引

流量分配

车队模型

排放模型

车型分类

排放因子

车队构成

速度修正

交
通
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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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 Mode Choice Model），分别对应于模型中的出行生

成、出行分布和方式划分三个阶段。图3-11给出了这三个子

模型以及交通需求模型与交通供给模型的迭代影响关系。

i. 出行生成

在出行生成阶段，活动模型根据交通小区中居民

分组数据和不同分组居民的一日出行活动链（Activity 
Chains），计算出各个交通小区一日的出行目的活动链数

据。活动链描述了一个人（或具有相同属性的一类人）一

天中与出行相关活动的次序，活动链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家

庭。这里活动（Activity）的定义相当于一次目的地的出

行（Trip Purpose），活动是与出行行为相关的活动，而

与出行行为无关的活动则不计入活动链中。

例如一个活动链：家（H）－工作（W）－购物

（O）－回家（H），那么活动链“HWOH”代表着三次

图 3-11  |  宏观交通模型软件构架图

出行：“HW”（以家为起点去工作）、“WO”（以工

作地点为起点去购物）和“OH”（以购物地点为起点回

家）。为了计算活动链，需计算出不同居民分组平均每天

使用不同活动链的频率。

ii. 出行分布

在出行分布阶段，目的地选择模型通过将各种活动分

布到相应的目的地小区，将活动链数据转化为出行链数据。

对于出行链中活动目的地的选择，模型必须为每个活动都提

供交通小区对这个活动（出行）的吸引度量化数据（如土地

利用数据）。然后，目的地的选择由出行OD对之间的阻抗

（例如距离、出行时间、公交服务水平等），以及各个居民

分组和居民活动类型对于这些阻抗的敏感度决定。

iii. 方式划分

经过出行生成和出行分布阶段，得到了总的出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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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以OD小区之间的出行链的形式表现，然后根据

LOGIT方式选择模型，基于可转换交通模式和不可转换交

通模式的因素将出行链分解为特定的交通模式。VISEM
软件采取的面向行为的方法（Behaviour-Orientated 
Approach），在方式划分阶段考虑了三个方面：

• 社会经济状况，如出行人群的车辆拥有状况。

• 各种交通模式的效用函数（这个效用函数是出行

时间、小区进入和离开时间、公交换乘次数等指

标的综合效用函数）。

• 在一个出行链中的选择约束（这些约束被定义为

可转换交通模式和不可转换交通模式）。

 ▪ 交通供给模型

交通供给模型包含交通供给系统的相关交通网络数据

（包括交通小区、道路路段、道路节点、公交站点和公交线

路等）和交通分配模型。交通供给模型以交通需求（OD矩

阵）和交通网络数据作为输入，使用VISUM软件的各种交通

分配模型对交通系统进行分析和评价，根据交通分配结果来

计算交通量和服务指标（如行程时间、公交换乘次数等）。

i. 交通网络

交通网络描述了交通系统中供给方的数据，包括道

路网络和公交网络，以及相应的交通模式和产生出行的交

通小区。交通网络里的节点代表网络中的交叉口和公交站

点，路段则包括车辆在道路网络的速度、通行能力，以及

公交车辆的行程时间等若干属性。此外，交通网络里还有

转向关系、公交线路、交通小区和小区引线。

ii. 交通分配

在交通分配阶段，根据交通需求模型得到的各模式交

通矩阵，交通供给模型进行机动车交通分配和公交客流分

配，并计算相应的各模式的道路网络和公交网络的服务指

标，与交通需求模型进行循环迭代，使得交通系统供需达

到平衡收敛。

（2）排放因子模型

本研究所用到的排放因子模型是上文所叙述过的三层次

机动车排放因子模型中的中观速度与排放修正因子模型。

（3）车队模型

车队模型是为了将交通流量匹配到与排放因子模型一

致的车辆分类，通过道路流量结构调查的方式，获得道路

上的能区分车型、燃料标准、排放标准的道路车队结构数

据。首先从高速公路、快速路、主干路和支路等城市道路

主要类型中选取典型道路，并且通过道路检测器历史流量

进行数据分析，确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测点。然后在覆

盖白天、夜间、高峰和平峰的不同调查时段，采用高清摄

像头定点拍摄识别车牌数据，并通过车辆注册库筛查车辆

环保信息，从而获得道路车队结构数据。道路流量结构调

查技术路线如图3-12所示。

图 3-12  |  道路流量结构调查技术路线

1. 京藏高速

2. 京沪高速

3. 京石高速

4. 南四环

5. 南五环

6. 北五环

7. 北三环

8. 南三环

9. 东四十条

10. 阜石路

11. 东二环

12. 南苑路

车牌拍摄识别

数据质量控制

环保信息筛查

车型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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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政策减排效果评价

第四章

本报告将在收集北京市机动车车队和排放数据

的基础上，研究建立面向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效果

评估的机动车排放核算模型，结合低排放区和拥堵

收费政策交通流量与速度影响输入包，设计并采集

分析对道路流量、车型结构和路网运行速度敏感的

排放模型关键参数。研究利用政策减排效果评价方

法，将北京市六环以内定为低排放区，设立不同时

期汽油车、柴油车准入标准，研究低排放区政策的

减排效果；以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测试的其中一个

可能的收费方案，即对进入三环（含三环）区域内

行驶的社会小客车每天收费20元为例，研究拥堵

收费的政策效果。研究设置只实施现有既定政策的

对照组情景，以及在既定政策基础上分别实施低排

放区和交通拥堵收费的两种情景，选择2012年排放

量为基年，以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结束年2017年和

“十三五”的最后一年2020年为目标年，预测低排

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分别在2017年、2020年实施时

的减排效果，包括CO、NOx、HC和PM四种污染物

及CO2温室气体 (由于研究是2016年进行的，因此

2017年的数为预测值，可能与实际有出入)。因时间

关系，研究暂不考虑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两种政策

合并的情景，而只测算两个政策单独的减排效果，

检验评估方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4.1 情景方案

情景方案主要分为三种（表4-1）：

 ▪ 情景1——只实施现有既定政策的对照组：

机动车保有量按照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中要求

的“每年配置15万个小客车指标，其中新能

源车6万个”增长，继续执行现行的“黄标

车全天不许进六环”政策。

 ▪ 情景2——在现有既定政策基础上实施低排

放区政策：机动车保有量按照清洁空气行

动计划中要求的“每年配置15万个小客车指

标，其中新能源车6万个”增长，在目前“

黄标车全天不许进六环”政策的基础上加严

对老旧车的限行政策，在2017年执行“汽

油国Ⅰ及以下车辆全天不许进六环，柴油国

Ⅱ及以下车辆全天不许进六环”的政策，或

在2020年执行“汽油国Ⅱ及以下车辆全天

不许进六环，柴油国Ⅲ及以下车辆全天不许

进六环”的政策。

 ▪ 情景3——在现有既定政策基础上实施拥堵

收费政策。机动车保有量按照清洁空气行

动计划中要求的“每年配置15万个小客车

指标，其中新能源车6万个”增长，继续

执行现行的“黄标车全天不许进六环”政

策。在2017年或2020年实行拥堵收费，进

入三环（含三环）区域的社会小客车每天

收费20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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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  情景方案表

年份 政策背景 政策方案

情景1
对照组

2017年

 ▪ 继续实行“每周少
开一天车”尾号限
行政策

 ▪ 继续实行北京市小客
车数量调控政策（每
年配置15万个小客车
指标，其中新能源车
指标6万个）

 ▪ 汽油国0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 柴油国II及以下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2020年  ▪ 汽油国0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 柴油国II及以下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情景2
低排放区

2017年  ▪ 汽油国I及以下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 柴油国II及以下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2020年  ▪ 汽油国II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 柴油国III及以下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情景3
拥堵收费

2017年
 ▪ 三环内（含三环）行驶的社会小客车收费20元/天
 ▪ 汽油国0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 柴油国II及以下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2020年
 ▪ 三环内（含三环）行驶的社会小客车收费20元/天
 ▪ 汽油国0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 柴油国II及以下车辆全天不能进入六环

图 4-1  |  排放清单模型测试方案

基年：2012年PM, NOX, HC, CO, CO2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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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  模型关键参数影响因素表

车辆类型 保有量 车辆更新 新能源车辆推广 排放标准 行驶里程

公交车辆 保持不变 10年淘汰 到2017年新能源车辆比例达到65%

2016年 
年底更新 
车辆执行 

国IV 
排放标准

2017年比2012年增长5%， 
2020年增长10%

货运车辆 年增长2万辆
2015年淘
汰所有黄
标车

2017年电动车规模达到1000辆 
（“电动北京”要求）， 

2020年预计发展到3000辆

预计2017年增长10%， 
2020年增长20%

出租车辆

市区保有量保
持不变，郊区
纯电动车新增

1200辆

新增出租
车6年淘汰

到2017年纯电动出租车规 
模达到5000辆；2017-2020年预计 
市区纯电动出租车增长1000辆

保持不变

小客车
2014-2020年， 
小客车年配置
指标15万个

2015年 
淘汰所有 
黄标车

2015年新能源车指标为3万个， 
2016-2020年新能源车指标 

为6万个/年

预计未来基本保持不变， 
如实施拥堵收费， 

单车行驶强度降低20%

郊区客运
车辆

保持不变 ----- 到2017年新能源车辆 
比例达到50% 保持不变

省际客运
车辆

保持不变
2017年前淘
汰国III以下

车辆
---- 保持不变

旅游车辆
保持不变 -----

到2017年五环内天然气车 
达到500辆， 

电动车达到300辆

预计2017年增长10%， 
2020年增长20%

租赁车辆
汽油车保有量
保持不变

2015年淘汰
所有黄标
车，更新
周期为5年

新能源车辆每年最多增长0.4万辆
保持不变

4.2 政策评估方案

如图4-1所示，本研究将测试基准年和3种情景在目标

年总计7组污染物排放数据，涉及的测试工作主要包括车队

模型标定、行驶强度标定和排放因子标定，计算的主要指

标包括PM、NOx、HC和CO四种污染物和CO2排放量。

4.3 关键参数标定

根据现有政策和历史数据，影响未来年各类型车辆保

有量和结构的主要因素和预测依据如表4-2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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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预计到2017年全市机动车总保有量为600万
辆，到2020年总保有量为650万辆，全市机动车能源结构

与排放标准结构的预测结果如图4-2和图4-3所示。

图 4-2  |  全市机动车能源结构预测

图 4-3  |  全市机动车排放结构预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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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路网排放分布模型

计算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对路网排放的影响所使用

的路网交通流量、速度数据和道路车辆排放结构来自于交通

模型的仿真结果（该模型的原理已在第三章中进行说明）。

（1）北京市六环内路网早高峰小时流量

基于北京市现状和未来年的人口及交通活动水平数

据，利用交通模型仿真得出基准年和三种情景在2017年和

图 4-4  |  各个情景下北京市六环内路网早高峰小时流量

图 4-5  |  全市道路流量车型排放结构

2020年两个年份下总计7组流量数据（图4-4）。与对照组

相比，低排放区政策的路网整体交通流量在2017年和2020
年分别减少10%～20%；拥堵收费政策的三环内交通流量

在2017年和2020年都有显著减少，收费区域内部分支路和

收费区域外部分道路流量略有增加。

（2）道路车辆排放结构

北京市道路流量车型排放结构如图4-5所示，其中国Ⅳ

车辆占比最大，其次为国Ⅴ和国Ⅲ车辆。

货运车辆 中大型客车出租车辆 公交车辆 小型客车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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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政策减排效果评估结果

（1）宏观减排评估效果

对于PM排放8，低排放区政策减排效果最优，分别在

2017年和2020年比对照组降低了6%和31%（图4-6），拥

堵收费政策则差别不大。

拥堵收费政策对PM排放控制效果并不明显可能是因

为以下两点原因。第一，理论上，拥堵收费政策会应用于

所有车辆（除警车、救护车等豁免车辆外），包括对PM排

放有直接影响的柴油车，但受现有研究条件和数据限制，

目前政策对路网交通流的影响预测方法中主要考虑客运出

行，未考虑货运交通，因而造成对政策在PM排放影响可能

被低估。第二，受技术所限，目前对社会小客车尾气的测

算仅考虑其直接排放出的一次PM，而小客车尾气中的气态

污染物如NOx和HC被排放进大气后，会继续发生各种复杂

的化合反应，最后形成PM。二次反应生成的PM对总体排

放的贡献可能高达百分之十几。然而，由于二次反应过程

十分复杂，至今还没有研究能够对此进行准确测算，以现

有的源解析技术，也只能做初步估算。因此，在此评价方

法中，拥堵收费政策的PM减排效果可能会被低估。

图 4-6  |  PM排放预测结果

对于NOx排放，同样是低排放区政策减排效果最优，

分别在2017年和2020年比对照组降低了7%和25%，拥堵

收费政策则降低了6%左右（图4-7）。

对于HC排放，2017年实施拥堵收费政策时HC减排效

果最优，HC排放能够比2012年降低57%；2020年实施低

排放区政策时HC减排效果最优，HC排放能够比2012年降

低62%（图4-8）。

考虑到HC是PM二次反应的“元凶”之一，政策对HC的
减排效果明显也侧面说明政策在PM排放方面的减排潜力。

对于CO而言，2017年实施拥堵收费政策时CO减排效

果最优，CO排放能够比2012年降低61%；2020年实施低

排放区政策时CO减排效果最优，CO排放能够比2012年降

低66%（图4-9）。

对于CO2而言，拥堵收费政策减排效果最优。相对于

对照组，拥堵收费政策的CO2排放2017年减少了15.2%，

2020年减少了14.4%，而低排放区政策只分别减少了1.8%
和9.3%（图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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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  CO排放预测结果

图 4-10  |  CO2排放预测结果

图 4-8  |  HC排放预测结果

图 4-7  |  NOx排放预测结果

2017

2017

2017

2017

2012

2012

2012

2012

2020

2020

2020

2020

3

3.5

3
3.5

35

2,600

30

4

4
4.5

45

2,800

40

1

1.5

1
1.5

15
10

2,200

2

2.5

2
2.5

25
20

2,400

0

0.5

0
0.5

5
0

2,000

对照组

对照组

低排放区

低排放区

拥堵收费

拥堵收费

对照组

低排放区

拥堵收费

对照组

低排放区

拥堵收费

排
放
量
（
万
吨

/年
）

排
放
量
（
万
吨

/年
）

排
放
量
（
万
吨

/年
）

排
放
量
（
万
吨

/年
）



40 WRI.org.cn

（2）路网排放分布评估效果

对于PM、NOx而言，低排放区政策对路网整体的减排效

果最好，尤其在中心城区效果最为明显。与对照组相比，2017
年低排放区政策下三环内PM、NOx排放分别能够降低25%（图

4-11）和29%（图4-12），到2020年三环内PM、NOx排放分别

图 4-11  |  2017年三种情景下北京市路网PM排放强度

图 4-12  |  2017年三种情景下北京市路网NOx排放强度

能够降低23.9%（图4-13）和31.3%（图4-14）。值得注意的是，

低排放区政策对PM和NOx等污染物减排效果较好的一个主要

原因是其不允许国Ⅲ以下车辆进入六环行驶，限行力度较大，

且模型暂未考虑此部分车辆在政策出台后更新为高排放标准或

清洁车辆的可能性，实际排放结果可能会比预测稍高。

2017年-对照组 2017年-低排放区 2017年-拥堵收费

2017年-对照组 2017年-低排放区 2017年-拥堵收费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PM排放 

减少12%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NOx排放 

减少16%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PM排放 

减少25%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NOx排放 

减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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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3  |  2020年三种情景下北京市路网PM排放强度

图 4-14  |  2020年三种情景下北京市路网NOx排放强度

2020年-对照组 2020年-低排放区 2020年-拥堵收费

2020年-对照组 2020年-低排放区 2020年-拥堵收费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PM排放 

降低23.9%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PM排放 

降低16.0%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NOx排放 

降低18.6%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NOx排放 

降低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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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HC和CO而言，拥堵收费政策对路网整体的减排

效果最好，其中收费区三环以内的减排效果最为明显，

与对照组相比，2017年三环内HC和CO排放分别能够降低

29%（图4-15）和26%（图4-16），2020年则能分别降低

28.6%（图4-17）和27%（图4-18）。

图 4-15  |  2017年三种情景下北京市路网HC排放强度

图 4-16  |  2017年三种情景下北京市路网CO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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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HC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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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CO排放 

减少26%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HC排放 

减少15%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CO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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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  2020年三种情景下北京市路网HC排放强度

图 4-18   |  2020年三种情景下北京市路网CO排放强度

2020年-对照组

2020年-对照组

2020年-低排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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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拥堵收费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CO排放 

降低27.0%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HC排放 

降低28.6%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CO排放 

降低15.2%

    与对照组相比，
三环内HC排放 

降低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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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及建议
第五章

尽管北京市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高排放车

辆污染，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产业布局结构

调整，工业等高污染产业的迁出，机动车仍然是北

京市首要空气污染源。其中，重型柴油货运车辆尾

气中PM排放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贡献率高

达50%以上。研究制定节能减排的交通政策势在必

行，而如何量化评估政策方案实施后的减排效果，

进行不同政策方案的比选，是政府科学制定政策措

施面临的挑战。

本研究以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两个交通政策为

例，基于国际使用较为广泛的机动车排放模型，确

立了适用于北京市的交通政策减排效果评估方法。

研究还分别设计了两套基于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

策的方案，通过对基准情景即基于现有既定政策和

未来假设分别实施低排放区及拥堵收费政策两种方

案的近期（2017年）和远期（2020年）的排放计

算，测试评估其减排效果。研究表明，若能有较大

的限行力度，例如设计的低排放区政策中不允许国

Ⅲ以下车辆进入六环行驶，则能产生较好的减排效

果。同时，研究发现，低排放区政策对于PM和NOx

的控制能有较好的效果，而拥堵收费政策则在HC和
CO减排方面表现更佳。总体说来，两个政策的减排

效果都不错。

本研究证明了将交通需求模型与排放模型相联

系，能够更准确地测算交通政策的减排效果。为了提

升对北京市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减排效果评估的

科学性和完整性，我们也将进一步完善交通排放模

型，针对各层次模型间的参数校核关系开展研究，以

提高模型预测的准确性。同时，我们将针对交通污染

对空气质量和居民健康的影响，以及低排放区交通政

策带来的空气改善和健康效益开展研究评估工作，加

强政府在交通排放模型和政策效果评估等方面的能力

建设，为北京等大城市未来制定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政策提供技术支撑。

基于本研究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决策者们

参考，以推进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的实施。

 ▪ 交通政策的减排效果评价需要成为不同政策

情景方案比选的考虑要素之一。运用政策减

排效果评估方法对于不同交通政策情景进行

单一措施和综合措施的减排效果评估，为决

策的过程提供有力的支持。

 ▪ 尽可能地采取多种措施综合治理机动车污

染，对高污染及高排放车辆实行严格的限

行力度及淘汰机制，以对每种常规污染物

实现最大限度的减排，有效减少目标污染

物的排放。

 ▪ 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政策实施的关键是争取

民众的支持。而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全国各地

民众关心的重要问题。低排放区和拥堵收费

政策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的效益，可以作为

地方政府制定宣传方案时的重要一环，提高

公众对政策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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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王颖、宋苏、邱诗永、鹿璐、马毅林、李晓祎、胡莹. 

拥堵收费和低排放区国际经验研究. 2016. 工作报告，北

京：世界资源研究所. http://wri.org.cn/Study-on-International-
Practices-for-Low-Emission-Zone-and-Congestion-Charging.

2. 本节数据除特别说明的外，均来自作者之一所在机构北

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3. PHEM模型可以直接根据测试，结合已知的车辆速度工

况、道路坡度、行驶阻力和传动系统损失计算发动机功

率、速度以及能耗排放的相互关系，建立某种车型对应

的发动机图谱。

4. 交通小区是具有一定交通关联度和交通相似度的节点或

连线的集合，随时间、关联度和相似度的变化而变化，

反映城市路网交通特征的时空变化特性。

5. OD：交通专有名词，全称是origin-destination，是居民出行

起点和终点的意思。OD分布指的是居民出行起点和终点

的时空分布。

6. 由于拥堵收费政策特别敏感，本研究对收费价格不再做

过多的分析，仅以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测试的其中一个

可能的收费方案为例，进行研究方法的评估。

7. 图中灰色方框表示排放标准在国Ⅳ及以上的机动车比例。

8. 本报告中测算的PM排放量是指大气中粒径小于或等于

10μm的颗粒物的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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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类生活构成了威胁。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清洁的水、丰

饶的土地、健康的森林和安全的气候。宜居的城市和清洁

的能源对于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地球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在

未来十年中应对这些紧迫的全球挑战。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良好管理以建设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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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共同采纳，并在区域或全球范围进行推广。我们通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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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是，政府和企业的行动能否改善人们的生活，维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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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原“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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