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碳积分”模式下超大城市低排放区全流程管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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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排放区(low emission zone，LEZ)政策是一种针对机动车排放污染做出限值，从而抑制部

分小汽车出行需求，有效改善城市大气质量、缓解区域拥堵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之一。由于当前小汽车更

新淘汰速度快及新能源车的积极推广，仅设定机动车尾气排放限值作为管理手段使得政策单薄、效应时间

有限，原有概念低排放区效果随之减弱。本文通过分析伦敦、米兰、斯德哥尔摩、巴黎等国际城市实施低

排放区成功经验，以污染治理为切入点，引入“碳积分”概念，提出多种“碳积分”管控模式，旨在实现

车辆使用强度管控，进而实现“拥堵污染”双治理，“强引导”市民出行方式从机动车转移至绿色交通，提

出从方案规划到反馈机制全流程低排放区管控方案，为各大城市低排放区实施探索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交通；交通需求管理；低排放区；碳积分 

 

 

0 引言 

交通作为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动脉和纽带，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机动

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居民机动化出行需求日益增加。截至 2018 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2.4

亿辆，比 2017 年增加 2285 万辆，增长 10.51%。交通需求的急速增长与土地和自然环境的

制约成为了城市发展的瓶颈。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为城市交通带来巨大压力，在加剧

交通拥堵的同时，也使得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恶化。以深圳市为例，机动车尾气污染比

重呈逐年攀升之势，已成为了深圳市大气污染的首要来源，严重影响着市民的身体健康。国

家环境研究报告显示，2017 年深圳机动车以 41%的 pm2.5 贡献率，位居全国第一。为此，

城市缓堵减排需求迫在眉睫。 

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进行了多轮次的治堵

减排行动，相继出台小汽车限购政策，并进行拓宽旧路、建设新路等工作。传统的增加交通

供给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压力，但由于城市交通的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交通压力，城市交通发展难以持续，治堵减排进入攻坚阶段。

2019 年 6 月，交通运输部、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2 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绿

色出行行动计划(2019—2022 年)》[1]，计划提出推进差别化交通需求管理，探索实施小汽车

分区域、分时段、分路段进行管控措施，降低小汽车出行量和使用强度，进一步提高城市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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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出行水平。 

在限制车辆使用环节管控中，设置低排放区(low emission zone，LEZ)被证明是一种可改

善城市环境、缓解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低排放区是指为改善区域空气质量，针对机动车东

交通工具专门设定污染物排放限制的区域。目前，城市低排放区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

解决交通空气污染问题的重要措施。但传统的低排放区管控方法更多的是促进小汽车更新淘

汰，未充分引导居民采用绿色出行方式。为此，本次研究首先以米兰、里斯本、斯德哥尔摩

等城市为例，在分析国外低排放区探索及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交通发展现状，提出

“碳积分”概念，旨在为车辆使用强度管控提供新的思路，为从源头上解决交通拥堵及污染问

题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1 国内“碳积分”实施模式探索 

碳积分”是指欧盟设立的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企业或个人通过低碳行为赚取“碳币”并

与现实生活交互实现“零碳社区”。通过政府主导，联合多家国内外机构，推动低碳生活影

响力，给予使用者低碳活动获得积分奖励、普及低碳生活理念[2]。 

国内目前“碳积分”运营模式较成功的因素有以下几大方面： 

1.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有效获取出行积分 

对于用户，“碳积分”主要来源于低碳绿色的出行方式，因此更快更精准的获取居民出

行方式数据，及时给予积分鼓励。 

武汉“碳宝包”与南京“我的南京”平台为政府牵头推广的“碳积分”应用平台，打通

数据共享机制上更加方便高效，如武汉应用先后接入共享单车公司、武汉地铁集团、武汉市

一卡通、微信运动平台数据。南京应用则接入公共自行车卡、南京智慧卡、南京自愿停驶系

统。数据来源基本覆盖居民步行、骑行、公交与地铁的出行方式。其中，南京的自愿停驶指

司机可主动申报放弃开车的天数，申报成功后，将给予不开车积分奖励，更进一步促进开车

群体的绿色出行意识。 

支付宝蚂蚁森林作为网络第三方平台，用户需要通过支付宝旗下合作或开发的应用来获

取积分，如用支付宝二维码购票，可以获取用户的出行方式有：骑行、公交出行、地铁出行。

同时，支付宝也支持“自愿停驶”积分鼓励。 

2.线上平台激励+线下实体兑换运营模式 

为了鼓励用户通过实际行动积极获取和使用 “碳积分”，良好的运营模式是非常重要

的。通过国内“碳积分”鼓励方法总结了一下几种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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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养成游戏类 

养成游戏是指“碳积分”运营平台开发的养护成长类游戏，养护对象可以为虚拟宠物亦

可以为线下可兑换的实物。养护成长过程中需要通过“碳积分”购买成长值，帮助长大。如

武汉“碳宝包”运营公司开发了“碳宝包”虚拟宠物，通过碳积分养护成大后，可以线下兑

换“碳宝包”玩偶一个。支付宝蚂蚁森林则是养护类较为成功的案例，通过选择不同种类的

树苗，不同种类树苗养护难度不同，通过“碳积分”对小树苗浇水施肥，达到一定成熟阶段，

则可以在沙漠中真正栽种一棵树苗。 

养成游戏中，还可以加入不同好友之间的比拼与互相偷取养成能量等玩法，若打造的养

成物更具现实意义，则会吸引更多用户愿意参与。根据对参与蚂蚁森林活动用户调查发现，

喜欢这个游戏的原因一是朋友之间的互相交流，偷取能量。更多的原因则是真正可以栽种一

棵树，是有意义的参与活动。 

B.其他鼓励游戏类 

除了养成游戏外，其他有趣小游戏可以及时反馈“碳积分”成果，让用户更有成就感，

例如武汉“碳宝包”平台同时还具有解锁图片拼图游戏，通过“碳积分”值，可以解锁图片

中某一小块，解锁成功最后可以给用户完成图片，图片每周进程及内容均会更新一次。此外，

还有筛子游戏，通过筛子摇出今日减排任务，达标后将获的额外积分鼓励。 

C.线下礼物兑换 

南京“我的南京”运营平台主要以线下礼品实物鼓励获取用户点击与参与。通过绿色行

动积累的“碳积分”值可以兑换成实际金额，用于在指定超市购物时减免。由于 1 碳积分可

以抵扣 1 元，充分吸引了居民的参与，但也为防止恶意刷单现象，同时规定了每单抵扣上限

值。 

深圳“碳账户”主要获取积分方式来自开车群体的自愿停驶，获取的积分可以兑换电影

票、咖啡券和一些小的礼品，但由于礼品价值不大，用户吸引程度也不高。 

2 超大城市低排放区实施经验探索 

目前在世界已有 20 余个国家成功推行低排放区，仅欧洲有超过 220 个城镇设置或规划

有低排放区。本文将从实施区域范围、车辆限行时段、车辆限行规模、区域限行模式及配套

政策措施等维度总结国际低排放区案例经验，结合国内超大城市交通运行特征，对低排放区

设置的关键环节进行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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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欧洲低排放区主要城市分布 

2.1 低排放区管控区域可采取片区管控模式亦可设立廊道管控模式 

划定低排放区实施区域范围是确保政策落地实施的关键，应综合考虑区域社会特征、环

境水平、交通特征以及交通发展水平等因素对低排放区实施区域范围进行精准识别。 

国际城市多将低排放区实施区域选在交通较拥堵、空气质量要求较高的城市中心区。区

域范围面积大小适中，如柏林将低排放区设置在 S-Bahn 环内，约 88km2；斯德哥尔摩的低

排放区面积约为 40km2，巴黎低排放区分为 ZCR 和 ZPA 两部分，其中大 ZPA（12012km2）

采用基于大气污染实时状况的动态限行机制，仅在严重大气污染和极端天气条件下启用，低

排放区政策的实质作用区域仍是中心市区 ZCR 部分（105km2），总结而言低排放区实施面积

一般控制在 40-100km2 之间。区域过大，易造成较大民生影响，导致政策难以落地实施；区

域过小，会显著改变周围区域的交通组成，例如车辆绕行，区域改善效果不明显反而增加出

行距离和汽车污染尾气排放。 

 限行面积：60km2

 限行区域：城市中心区

米兰

 限行面积：88km2

 限行区域：城市中心区

柏林

 限行面积：40km2

 限行区域：城市中心区

斯德哥尔摩

 

图 2 国际低排放区实施区域 

以深圳为例，根据对车辆 GPS 数据、百度车辆运行数据综合计算，标定出深圳片区及

道路拥堵指数，经过对深圳近 5 年来拥堵特征分析，总结出深圳的拥堵特征如图 3 所示，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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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拥堵---原特区内集聚式与路段拥堵---跨组团轴带式发展。片区拥堵多为常发拥堵，值得

注意的是高新园片区为近 5 年唯一新增拥堵片区。轴带式拥堵则是拥堵路段逐渐增多，连

续，并向外圈层蔓延。 

考虑到国际城市低排放区实施多为区域管控模式，结合深圳市的交通特征，可暂且确定

深圳低排放区管控方案可以先片区管控为主，远期加以廊道管控模式。在片区管控模式中，

选取管控区域是低排放区实施的关键。根据国际经验范围值，第一选择为划定深圳市中心城

区作为方案一（如图 4），中心城区面积约为 70-80km2，然而，深圳中心城区是车辆出入频

繁区域，商务往来重点区域，划定该范围将对部分居民出行造成困难，短时间适应期内也会

对商务出行，外地车到访有一定影响，此外，如何解决居住在中心城区居民的出行问题也是

较大挑战。进一步考虑在中心城区内挑选重点拥堵片区作为低排放区先行区域，选取思路流

程如图 5 所示，重点区域首先以就业岗位为主，就业人口达到 70%以上优先考虑，就业为

主的区域通勤交通特征明显，居住人口少，实施政策影响较小。其次，应有完备的公交设施

服务以保证公交服务能够承载由管控带来的机动车转移量。基于此思路，梳理出深圳合适的

实施区域，如表 1 所示。综合比较区域面积、人口岗位、公交发展与区域拥堵情况这几个要

素，推选出深圳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与福田中心区为深圳低排放区方案二（如图 6）的首选

区域。其中，深圳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面积基本符合国际划定范围，但目前公交设施承载

力尚且不足，已规划远期公交能力较好，暂可考虑开行多条定制巴士解决公交服务能力问

题。福田中心区综合情况较好，但缺点是面积太小，面积过小会产生绕行避开等问题，使得

其他路段拥堵加剧，政策作用效果被冲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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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8 年深圳市路段拥堵特征图 

 

图 4 低排放区实施区域方案一 

 

图 5 低排放区区域选定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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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深圳适宜的低排放区管控区域 

实施 

区域 

区域 

面积 

人口 

岗位 

公交 

情况 

高峰拥堵 

情况 

深圳湾高

新技术产

业园区 

11.5 

平方公里 

规划就业岗位 100 余

万个； 

居住人口约 10 万人； 

地面公交站点 500

米范围全覆盖； 

轨道站点：8 个 

平均车速：

21.6km/h 

交通指数：6.9 

福田中

心区 

约 4.18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约 10 万， 

其中 61.3%在福田中心区

工作； 

就业人口约 27.6 万

人，12.9%居住于福田中

心区内 

地面公交站点 500

米范围全覆盖； 

轨道站点：9 个 

平均车速：

23.6km/h 

交通指数：5.2 

前海 

片区 

约 15 

平方公里 

规划居住人口 30

万，居住人口密度为 2 万

人/平方公里； 

规划就业岗位 80 万

个，就业岗位密度为 4 万

个/平方公里； 

地面公交站点 500

米范围全覆盖； 

现状轨道站点 2

个，轨道四期建成将达

9 个 

平均车速：

23.8km/h 

交通指数：6.8 

罗湖金

三角区 

约 6.29 

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 40 万人，平

均人口密度达 2 万人/平

方公里； 

居住及商业用地占比

接近片区 60%； 

地面公交站点 500

米范围全覆盖； 

轨道站点：9 个 

平均车速：

18.4km/h 

交通指数：7.5 

 

 
 

福田中心区 深圳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图 6 低排放区实施区域方案二 

2.2 高峰时间段结合准高峰时间段控制车辆出行 

国际上，低排放区车辆限行时段主要分为固定时段限行和动态时段限行。国际城市多采

用操作相对简单的固定时段限行模式，如表 2 所列。以米兰为例，采用固定时段车辆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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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周四及节假日该区域特殊的商业需求，该期间固定限行时段调整为提前 1.5 小时结

束。动态时段车辆限行对技术、设备等要求较高，只有少数城市（如巴黎）为了保证政策与

拥堵、污染问题的精准挂钩，采用动态车辆限行时段[3]。 

表 2 主要城市低排放区管控时段 

城市 限行类型 车辆限行时段 备注 

伦敦 

低排放区（LEZ） 全天候 24 小时不间断 
将逐步收紧 T-Charge 区的限行时间标

准，加强限行效果 

附加区 

T-Charge 

周一到周五 7:00-18:00 

（未来永久） 
/ 

米兰 

Ecopass 每个工作日 7:30-19:30 限

行； 

周四及节假日为 7:30-18:00 

根据当地居民的交通需求，压缩周四和节

假日的限行时间 Area C 

巴黎 
交通限制区 ZCR 工作日 8:00-20:00 / 

污染控制区 ZPA 根据污染情况动态禁行 根据天气和大气污染情况启动车辆限行 

柏林 环境保护区 EPZ 全天候 24 小时不间断 / 

对于国内城市，管控时间应根据拟设置区域的环境、人流、车流等情况，针对性的制定

限行时间。可选取的方案有四种，一是：所有时间均进行管控，这种最严格的管控模式对于

缓解车辆拥堵最有效，但也相当程度影响地区社会经济活力。二是：工作日时间管控，工作

日管控有可以细化到全日管控或是仅在高峰时段管控，具体的管控时间则要根据选取区域实

际的交通状况，运行特征来判断。若区域交通特征在高峰时间段呈明显拥堵，区域车辆全日

出行强度不高，则可仅在高峰时间段进行管控。三是仅选择节假日时间管控，一般为景区，

保护生态园区等，以节假日人群易集中从而造成拥堵的片区。 

以深圳为例，为保持低排放区一定的商务活力，不宜选择所有时间管控，根据中心城区

全日运行速度特征（图 7）可以看出，早、晚高峰处于一定较低的速度范围。受深圳市已有

的外地车限行政策影响，外地车出行时间与本地车不太一致，因此通过对车牌卡口数据分析

发现（图 8），外地车出行会在早、晚高峰时间段的前、后时间内出现小高峰，即早高峰时

段前 1 小时、晚高峰后 1 小时内。因此深圳的低排放区管控时间段应考虑高峰时间段结合准

高峰时间段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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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深圳市中心城区 2019 年月全日运行速度 

 

图 8 深圳市外地车出行时间特征分布 

2.3 “情怀+权益”模式打造“碳积分”管理体系，鼓励小汽车多停少驶 

国际上的低排放区都是传统的限行管控措施：限制车辆类型以及车辆排放标准，以伦敦

为例，低排放区限行车辆主要包括生产年代久远的柴油车、空载敞篷货车等。伴随低排放区

不同污染物浓度的变化及市民对环境要求的提高，超低排放区将限行标准提高至欧Ⅵ排放标

准，这将进一步提升限行车辆规模。同时，着重考虑区域特殊车辆通行需求是保证低排放区

政策成功实施的关键。以伦敦为例，低排放区采用收费准入的限行模式，不满足准入标准的

车辆需支付一定通行费用。对军用车、专门进行道路交通作业等特殊车辆给予豁免权。而巴

黎、柏林等城市则采用禁行管控模式，管控时段不满足低排放区排放标准车辆不得进入，否

则将面临重罚。 

表 3，表 4 总结了国际城市低排放区的限制标准及限行模式。总结国际经验，初期低排

放区多将车辆限行规模控制在区域通行车辆总规模的 10%以内，后期视情况逐步提高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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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限行模式以禁行或者收费准入两种模式为主。其中，禁行管理模式更加严格，将强制

不符合标准的车辆尽快更新。 

表 3 国际低排放区限行标准 

城市 排放区名字 车辆限行标准 

伦敦 

LEZ 欧Ⅲ-Ⅳ标准及以下，中型货车、轻型货车、公交车等大型车辆 

T-Charge 
欧Ⅳ标准以下柴汽油小汽车 

欧Ⅲ标准以下的微型四轮机动车 

米兰 
Ecopass 欧Ⅰ、欧Ⅱ车辆 

Area C 欧Ⅰ以下车辆 

巴黎 
ZCR 欧Ⅱ或欧Ⅲ及以下，根据车辆类型的不同而定 

ZPA 与 ZCR 基本一致 

柏林 EPZ 柴油车欧Ⅳ以下、汽油车欧Ⅰ以下 

 

表 4 国际城市低排放区限行模式 

城市 限行模式 车辆限行标准 

伦敦 收费准入 收费 100 英镑/天 

米兰 禁行+收费准入 
收费：小汽车 2-5 欧，大车 15-100 欧 

罚款：75-450 欧 

巴黎 禁行 
罚款：小汽车 45 天之内 68 欧，否则 180 欧 

公交和货车 45 天之内 135 欧，否则 375 欧 

柏林 禁行 所有车辆需花费 10 欧获取与排放标准挂钩的标签，罚款 80 欧 

基于“碳积分”的车辆限行管控则与一般国际城市做法不同，其管控思路是：将用户车

牌与用户的碳账户绑定，用户经行低排放区就需要抵扣掉一定的碳积分。积分不够者则不能

开车进入低排放区，为防止更多潜在风险，积分不可交易兑换。具体进入管控区域应扣除多

少积分值，则应与获取积分值的标准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能管控住车辆使用，如：对于每

周开车 5 日的标准通勤用户，可以控制在每周开车 3 日。同时，考虑到政策的公平性，不同

排放量，不同类型的车辆在同等条件下扣除积分值也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促进鼓励用户更

新淘汰老旧车辆。 

以深圳为例，考虑打造“深圳绿色出行碳币管理平台”，构建个人碳积分管理账户，以

碳积分鼓励为主，通过积分赠送等方式试点探索个人间碳交易，实现景区预约、低排放区准

入等权益类实现，停车费、拥堵收费抵扣，电影票、餐饮票等利益兑换，具体措施见表 5。 

积分获取与兑换均需要与第三方平台合作，如 “微信运动”小程序、“深圳通”二维

码、“腾讯乘车码”等，合作商家越全面，积分管理越精准，越具有吸引力。可合作的第三

方平台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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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碳积分”管理平台模式 

奖励内容 

权益类 

1.与景区预约挂钩，在仙湖植物园、华侨城湿地公园及东部景园等地，开通 VIP 预约通道 

2.与医院、儿童公园等公共停车场挂钩，积分近期可抵扣停车费，远期可优先预约停车位 

3.后期可结合低排放区、拥堵区的推广进行应用 

实物类 

1.可兑换电影票、咖啡劵、水果卡、餐饮券等 

2.可兑换线下礼品 

3.可兑换积分充值公交卡/水电费 

4.可用于路内停车缴费，路内限时实施后可允许短期停放 

情怀类 

1.养“圳爱碳宝”宠物，可成长、可好友间互相拜访，可环游世界解锁具有收藏意义的照片，

积分高者还可以解锁不同等级荣誉勋章 

2.可与第三方合作，推广公益活动，如：植树 

 

表 6 深圳“碳积分”管理平台第三方合作平台 

获取积分方式合作平台 

步行 接入“微信运动”、“悦动圈”等计步数小程序 

公交 接入“深圳通”二维码，获取乘车信息 

地铁 接入“乘车码”二维码，获取乘车信息 

自行车 接入“共享单车”骑行数据，获取骑行距离 

私家车自愿停驶 接入深圳交警“自愿停驶”申报平台 

兑换积分获权益合作平台 

Vip 预约停车位 接入“景区预约”平台 

停车收费优惠 接入“宜停车”平台 

礼品优惠 各商家优惠产品信息 

2.4 配套政策保证政策实施精准性与权威性 

充分考虑相关主体利益，倾听公众诉求，是低排放区政策能够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前提

条件。同时开展积极广泛的宣传工作，让民众了解低排放区政策是保障政策实施的关键。受

限于社会压力，米兰最初试点区域范围仅为 8.2km2，后期通过积极的效果宣传与沟通，让

市民充分了解低排放区政策。2017 年米兰政府将低排放区范围扩大至 60 km2 得到了广大市

民的支持。 

传统的低排放区管控方案或者基于不同排放量扣除对应“碳积分”的管控模式，都应具

备精准的车辆排放识别系统，这也是保证政策准确性与权威性的前提。通过车牌识别对车辆

进行收费或处罚。 



12 
 

 

图 9 低排放区监测设备 

除此之外，为引导居民向绿色出行转移，完备的公交服务系统，高质量的公交服务水平

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应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改善慢行环境等也是保障低排放区政策顺利实施

的重要举措。表 4 列举出国际城市为低排放区顺利实施的配套政策[4][5]。 

表 7 其他配套措施 

城市 配套措施 

伦敦 
（1）电子执法 

（2）拥堵收费（收费、减免、罚款）；停车管理 

米兰 
（1）短期政策：例如交通减速措施、新公交车道、提高公交车频次、提高停车限制费用； 

（2）中期政策：如停车换乘设施 

巴黎 
（1）购置清洁能源汽车、电力双轮车等将获得政府补贴 

（2）停车收费调节 

柏林 

（1）改善停车管理，重点在高峰时段收费方面 

（2）在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扩大限速范围 

（3）发展公共和非机动交通方式 

斯德哥尔摩 

（1）拥堵收费 

（2）增加公共交通服务 

（3）改善大量的自行车专用道和步道 

3 结语 

我国机动车的发展已由增量调控进入到存量管控阶段，如何引导居民积极采用绿色出行

方式，对机动车使用环节精准管控是国内超大城市正在面临的问题，通过交通需求管理实现

交通供需平衡成为城市交通治理的必然选择。低排放区管控为交通需求管理的重要措施之

一，已在国际城市成功实践并取得显著效果。低排放区政策过程设计应包括实施区域、限行

时段、管控方案、管控技术等环节。区域选取是政策实施成败的关键，应首先考虑交通拥堵、

就业用地为主，其他配套设施完备的区域；限行时段也与区域交通运行特征相关，管控的时

间长度既能一定程度缓解交通拥堵问题，又不破坏区域的商务活力。基于“碳积分”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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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则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交通治理的环境中，而不局限于拥车用车的人群，设计精准的

积分获取标准与使用积分标准是“碳积分”管理模式的重难点之处，配备完全的积分奖励激

励制度则更容易吸引大家的参与分”。此外，政策实施的前提应做好充足的沟通宣传工作，

让老百姓真正了解政策、支持政策、参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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