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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在的城市存在路内停车混乱和冲突吗？停车

会危害道路安全吗？存在人行道乱停车吗？有很多

人抱怨停车难的问题吗？道路空间是不是无法满

足行人、自行车和公共交通？

请不要再忍受以上情况了！本手册用非技术的语

言，阐释如何实施改进。

1.1 成功解决停车问题的秘诀在于路内停车
管理

大多数停车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玄虚，亦不昂贵。

应对问题的方案是实施更好的路内停车管理。

良好的路内停车管理将终结路内停车造成的混

乱，从而使道路通行更有效率，更加安全。

停车管理将使当地商业、居民、公交服务、自行车

使用者、步行者和所有的车辆驾驶者受益。它使得

街道空间的利用更为有效和公平。它能以较低的

成本缓解当地的交通问题。当然也能缓解停车的

矛盾。

路内停车管理也将促进路外停车系统的广泛使

用，并且鼓励更加可持续的城市出行方式。

要实现这些，路内停车管理花费的成本很低，有

时甚至还会获取盈利。

良好的路内停车管理是每个城镇的繁华区域必不

可少的。

1.2 本手册为谁而编写？

本手册是专门为城市停车管理工作相关的地方政

府工作人员编写的。

它也可以用于城市管理（尤其是道路管理）、城市

规划和设计、交通规划和政策制定等。

本手册对缺乏经验或知识、缺乏停车专管人员或

者由于过去对停车政策缺乏足够重视，而导致地

方停车管理能力不足的区域来说，是尤其能提供

帮助的。

1. 简介和概述

拥有系统性停车管理的城市，并非本手册主要面

向读者，但这些城市仍然可以从中受益。

1.3 停车的类型

停车的类型可能五花八门，但本手册只关注两种

关键的停车分类和四种主要的停车类型(见 

表1)。

第一种分类是将其分为路内停车和路外停车。

路内停车是在公共道路内停车。路内停车方便寻

找并且直接从道路停车入位。而路外停车则是从

专门的通道进入的（方便实现利用闸机的支付系

统）并且通常在从道路上较难看见。路外停车可

文框1：什么是停车管理？

根据维多利亚交通政策研究所（VTPI）的定义，

停车管理是包含“鼓励更为有效地使用现有停

车设施、为停车设施使用者提高服务质量和优

化停车设施设计等一系列的策略”。

路内停车管理通过约束路边停车的行为、地 

点、时间和时长以确保停车位的高效利用，并

且与街道、区域和交通系统的长远目标相辅

相成。

路内停车管理具体的目标包括合理配置车位、

建立有序、高效的街道秩序和防止对道路交

通、公共交通系统、步行者或自行车使用者产

生负面影响。

更加广泛地说，包括路外停车管理在内的停

车管理目标，都可以为交通需求管理、增加经

济活力或为特定的群体服务。

路内停车管理目标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

包括标记允许和不允许停车的地点，设计停

车位和相关的设施及标识，设置特定群体的

使用权，设置时间限制，收费以及所有规定的

执行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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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依据两种关键分类的停车类型

基于短时需求的公共停车
私人停车（仅对特定人

群或只对长期用户开放）

路内 公共路内停车

私人路内停车:
仅对居民开放的停车区

仅允许持有许可车辆停放的停车区
特殊预留的路内停车位。

路外

公共路外停车:  
大多数的公共停车设施，
私营的公共停车设施（不管

其形式以及是否与建筑物相连）。

私人路外停车:
仅对租户、雇员、顾客、
居民等开放的路外停车。

图1：图卢兹公共路外停车。 

© Andrea Broaddus

图2：曼谷公共路外停车。
© Santhosh Kodukula

能是建造物（在地下、地面或者地面以上）或者可

能是露天的地面停车场。

第二种关键分类将其划分为公共停车（对公众开

放，即使是对随机短时的停车）和私人停车（预留

给特定用户群体如居民或者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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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专用的路内停车位，此处为海德堡为汽车共
享预留的公共停车位。 

© Kevin Korffmann

图4：曼谷的非居民私人路外停车。© Vedant Goyal

上面的框架很简明，但也有一些灰色地带需要注

意:

�� 在封闭区域内的路内停车，更应认定是路外停

车而不是路内停车；

�� 仅对长期（如包月或包年）公众用户开放的停

车通常应划分到私人停车的类型； 

�� 如果一些私人停车在实际使用中并非严格执行

的，比如商店仅对顾客开放的停车可能实际上

更接近公共停车；

�� 基于移动端APP的应用，私人居民或者商家可

以开放他们的路外停车位作为公众的短时付费

停车位，更方便地把曾经的私人停车变得更为

公共化。

另外公共路外停车又可以分为私营公共停车位和

公有公共停车位。但通常情况下二者的区别并不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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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手册的关注点

本手册的主要关注点是路内停车管理的基础。更

好地管理路内停车是通向更广泛停车管理成功的

关键。由于路内停车管理薄弱或者由于对路内停

车管理缺乏信心，导致很多更广泛的停车政策或

者管理措施都举步维艰。对路内停车问题处理不

当可能导致整体停车管理系统成本大幅增加，造

成资源浪费和不可持续的后果。

本手册的目标是在国际上得到读者的应用，尤其

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本手册主要讨论小汽车停车和摩托车停车。然而，

其他车型包括货车、出租车和非机动车也在某些

章节有所涉及，也包括路内空间的其他用途如街

头贩售等。

1.5  路内停车管理薄弱带来的后果

如果在停车需求增长时没有对停车管理作出关键

改进，路内停车问题会变得很棘手（图5、6和7 

所示）。

图5、6、7：在约旦安曼；乌克兰基辅；以及中国北京成为阻碍的路边停车。 
© Andrea Broaddus, Manfred Breithaupt和Paul B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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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通常会像以下的描述：

�� 商业街区的街边、路缘石甚至人行道上会马上

停满小汽车和摩托车。公交车和道路交通都受

到了阻碍。步行者被迫行走在停放车辆和交通

流之间的危险空间。

�� “每个人都知道”该区域的停车位“短缺”，但

很少有人注意到附近的路外停车区域从来都没

有停满。

�� 夜间在一些老居民区的道路内、人行道甚至是

绿化带，会出现猖獗的成为交通阻碍的非法停

车。

�� 停车引起的人际冲突可能升级为暴力。例如，

近年来在印度的德里就出现了几起由停车引发

的争斗进而造成死亡的事件。

混乱的路内停车不仅仅引起不愉快或不便。

�� 路内停车管理不善，会危害安全性和宜居性，

并且会导致高成本的交通拥堵和公共交通延

误。

�� 即使在路内停车位管理完善的地方，在路内停

车达到或接近饱和时也会带来交通拥堵（见

2.4节）。

�� 即使可能不存在停车位短缺问题，饱和的路内

停车会让人认为停车位短缺（见2.1节）。

�� 路内停车管理不善，会给非法的收费人员，甚

至是黑社会以可趁之机来填补这一空白（见5.2

节)。 [1]

1.6 良好的路内停车管理的好处

有效的路内停车管理有很多收益，大大减少上面

提到的问题。要获取这些收益，得通过刺激一些

机动车驾驶者稍微（或显著）改变他们的停车习

惯，或者改变其出行方式得以实现（见文框2和2.3

节）。

 [1] Paul Barter,‘布达佩斯加入停车收费的行列了
吗?’, 停车再利用网站, 2014年6月, http://
www.reinventingparking.org/2014/06/is-buda-
pest-in-demand-responsive.html 

停车管理增加宜居性。最明显的收益是能够立即

减少交通阻碍和混乱停车现象。停车就可以与街

道的发展定位相匹配，包括实现更宜人的公共空

间、更好的步行和自行车环境，以及更便捷地到达

公共交通车站。更好的停车管理可以大大缓解交

通拥堵（见2.4节）。

停车产生的冲突可大大减少。由停车带来的日常

焦虑会得到缓和。非法或违法的收费人员可以被

阻止。对停车系统的信任和信心会大大增加。

路内停车管理可以使整个停车系统更好地运作（

见第2.1、2.4和2.7章节）。例如，减少路边停车位

饱和的发生率，可以降低停车设施投资的紧迫性。

良好的管理包括有效率的收费、避免不必要的停

车设施投资。即使需要增加更多的路外停车设施，

路内停车管理仍然有益：

文框2：购物街的停车管理

购物街的停车管理优先考虑前来购物的顾客。

关键是要减少占用最方便的路内停车位的长时

间停车（主要来自雇员）。如果路内停车位在一

天内被九个顾客使用，其所带来的零售业收益

要远远大于只被一名员工全天占用。

购物街的停车管理最好是通过收费实现。即使

是每小时少量收费也可以促使大多数的长时间

停车转移到更合适的位置，比如转移到未被充

分利用的路外停车场。

有时通过停车管理也可以促使机动车驾驶者

避开高峰时间购物。少量人则可能会转向其

他交通出行方式。不过，重要的是不能让人们

完全避开这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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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内停车管理使一个地区更容易实现合理的路

外停车设施投资规模（既不多也不少）。

�� 通过增加驾车者的支付意愿和增加路外停车

设施的使用率，使路外停车设施能维持经营。

�� 良好的路内停车管理还为政府、私人开发商或

建筑业主提供有用的停车设施投资信息。这能

够正确引导它们尽可能在合理的地方以相应的

价格提供恰当数量的停车位。

�� 停车管理还可以缓解停车需求，减少必要的停

车投资。

路内停车管理能够真实地被改善。本手册的关键

目标之一，是即使在困难的情形下，简化良好路内

停车管理的实施。

但是改善停车管理的建议常常遭遇到悲观的质

疑，它们认为所有真正的改进都需要使用更强大

的手段。

幸好国际经验表明，即使是路内停车状况很差的

地区也可以很快地改进。在图9中所示，许多地方

都在短时期内显著改进了它们的路内停车状况。

当然这些地方还会继续面临挑战，而且没有人会

声称其拥有完美的路内停车管理。但是事实确实

证明了短期内显著改善停车条件是可行的。

图8：马卡迪中心区是马尼拉都市区路内停车管良
好的区域。 © Paul Barter

图9：近年来改善了路内停车管理的城市案例*)

*) 图9的来源：

阿布达比:见‘阿布达比停车收费’, 阿布达比政府门
户网站, https://www.abudhabi.ae/portal/public/
en/gen_info_detail?docName=ADEGP_DF_223468_EN; 

巴塞罗那:见‘保持公共空间的价值’ 与巴塞罗那市
政厅停车主任Antoni Roig Alegre的访谈，发表于
城市思考, Vol.1, 第一版1, pp. 108-110, http://
edition.pagesuite-professional.co.uk//launch.
aspx?eid=89b54f59-5e92-4a51-83d2-15277e64a1dc; 

布达佩斯: Michael Kodransky 和 Gabrielle Her-
mann, 欧洲停车转折: 从包容到整治 (纽约: ITDP, 
2011); 

卡尔加里: Paul Barter‘卡尔加里基于需求的路内停
车收费’, 停车再利用网站, 2014年6月, http://www.
reinventingparking.org/2014/06/calgarys-de-
mand-responsive-on-street.html; 

金奈: 见金奈链接,‘金奈停车SPV’,http://chennai-
cityconnect.com/featured/chennai-parking-spv;

达累斯萨拉姆: Tom Rye, 停车管理：致力于宜居的城
市, 模块2c, GIZ SUTP 为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编写的
工具书 (GIZ-SUTP, 2010);

伊斯坦布尔: 见 ELTIS 案例分
析 1420: http://www.eltis.org/index.
php?id=13&lang1=en&study_id=1420;

坎帕拉: Rye, 停车管理Parking Management;

马卡迪，马尼拉城区: Paul Barter, 亚洲城
市停车政策. (马尼拉: 亚洲开发银行, 2011). 
详见 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
parking-policy-asian-cities;

麦德林: R.A. Ríos Flores, V.L. Vicentini 和 
R.M. Acevedo-Daunas, 实践手册：停车和交通需求
拉丁美洲管理政策 (华盛顿: 美洲开发银行 IADB, 
2013 六月);

墨西哥城: Ríos Flores et al., 实践手册 ;

莫斯科: 见案例,‘不再有免费的东西’, 莫斯科新
闻, 2013年11月21日. http://themoscownews.com/
local/20131121/192063273/Moscow-parking-No-
more-freebies.html;

罗萨里奥: Ríos Flores et al., 实践手册; 

西雅图: Paul Barter,‘西雅图道路停车收费变得智
能化。是否足够智能？’, 停车再利用网站, 2014年8
月, http://www.reinventingparking.org/2014/08/
seattle-street-parking-pricing-gets.html;

首尔: Barter, 亚洲城市停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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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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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Alexander Jung, ‘中国城市停车: 从拥堵
到可持续交通解决方案’, 可持续交通在中国 - GIZ 
中国交通博客, http://sustainabletransport.org/
parking-in-chinese-cities-from- 
congestion-challenge-to-sustainable- 
transport-solution;

台北: Barter, 亚洲城市停车政策;

特拉维夫: 见本文第5章;

东京: Barter, 亚洲城市停车政策。

1.7  实现更好的路内停车管理的步骤

成功的路内停车管理通常需要分阶段和步骤实

施，以产生必要的效用。下面是优秀的停车管理实

施步骤的简要概述。这是基于现有的城市案例，它

们已经在最紧迫的区域实现了最强有力和高效的

路内停车管理。这里也提供了对本手册其他部分

的交叉引用。

阶段一：仍不需要停车管理

实际状态 外部条件 意见 管理步骤 结论

�� 低停车需求

�� 很少发生不当停

车行为产生的

当地冲突

�� 还无需正式的路

内停车管理

�� 小城镇,

�� 低密度建设

或

�� 汽车保有率非

常低的城市

�� 停车仍然不是

个问题

�� 没有管理的免

费停车被认为

是“自然的”

�� 用常识就能避

免问题

�� 管理使用当地

社区的规范，规

定哪里、何时和

如何停车

�� 社区的规范暂

时就足够了

�� 然而如果汽车

保有量增加或

住区开始扩建

则可能会发展

到阶段2

阶段二：出现不当停车，促使路内停车管制

实际状态 外部条件 意见 管理步骤 结论

�� 路内停车在某

些时段和某些

路段饱和

�� 这导致了较普

遍的不当停车

（混乱停车、阻

碍交通、路口处

停车、人行道停

车、并排停车）

�� 特别在商业和

购物街区

�� 城镇和城市建

成区变大变密

�� 或者汽车保有

率增加（即使在

小型住区）

�� “停车混乱”的

忧虑不断升级

�� 请求更周到和

有秩序的停车

�� 开始请求路外

停车设施

�� 为停车和道路

管理设置机构（

第3章）

�� 使用标识和记

号明晰规定何处

及何时允许停车

（第4章）

�� 建立一个停车

执法体系（见

6.1、6.2和6.7章

节）

�� 对何处及何时允

许停车的明确

规定以及执法

的办法

�� 暂时改善了停车

条件

�� 对阶段3来说是

坚实基础

�� 如果停车需求

不断增加，饱和

度不断增加则

发展到阶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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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三：饱和的路内停车演变为严肃和普遍的问题

实际状态 外部条件 意见 管理步骤 结论

�� 路内停车在更

多区域和时间

段是全部被占

用的

�� 由于不方便或者

高价位，路外公

共停车常常没

有被充分利用

�� 违法停车又变

得普遍且促使

执法的延伸

�� 饱和的路内停

车影响了交通 

（见2.4节）

�� 如果正式收费

缺失，常常出现

违法收费现象

�� 方出现此类问

题

�� 此阶段所有此

类地方都能够

从有针对性的

路内停车管理

中获益

�� 在各种类型城

市住区中的许

多繁华地带，随

着汽车保有量

的增长，经济

和城市的发展

能够触发路内

停车需求的迅

速增长

�� 路外停车设施

不足被广泛认

为是关键问题（

然而事实请见

2.1章节）

�� 管理路内停车

的随意收费常

常引起不满

�� 但是当停车管

理改善状况时，

公众对其信任

也在增加，包括

帮助机动车出

行者在最需要

时找到免费停

车位

�� 更迫切地优先

考虑管理而不

是供给（2.1章

节）

�� 在问题区域进

行关键停车调研

（2.5章节和第

7章）

�� 在饱和区域和

时段实行路内

停车收费（电子

方法）（5.1、5.3

、5.4和5.5章

节）

�� 继续改善执法

（6.3、6.4、6.5

和6.6章节）

�� 在繁华地段改

善停车设计（第

4章）

�� 骤缓解了饱和的

停车及其造成

影响

�� 随着时间许多城

市都见到其路内

停车管理的显著

收益

�� 这也促成了更有

的放矢的路外

停车投资和路外

停车管理（2.1和

2.7章节）

阶段四：成熟的路内停车管理需要持续优化

实际状态 外部条件 意见 管理步骤 结论

�� 路内停车管理

的基础已经实

现

�� 然而除非对停车

管理措施进行

不断优化，否则

路内停车饱和

或违法停车等

严重的地方问

题可能回来

�� 其他各种停车

特殊问题和冲

突也会出现，将

需要特别的解

决办法（见1.8

章节中的例子）

�� 执政高效的地

方政府常常发

展到此阶段

�� 在高收入国家

有许多案例

�� 在中等收入国

家的大型地方

政府中有一些

案例

�� 讨论聚焦于应

该如何（而非是

否）实施路内停

车管理

�� 停车管理的成

功变得无需再

论证（它被公认

为是有效的）

�� 然而在执法和

收费方面的错

误有时引发强

烈的反应

�� 地方讨论开始

针对不同参与

群体之间的停

车冲突

�� 根据需求的变

化停车管理领

域常常需要扩

大

�� 优化区域间收费

差价和每日不

同时段定价（第

5章）

�� 逐步改进停车

设计、划分和

信息沟通（第4

章）

�� 根据问题的变

化、技术和最佳

实践的发展调

整执法

�� 只要停车管理

的关键要素已

经就位，就只

需优化细化措

施来保持良好

收益

�� 最佳实践案例

更好地依据其 

地方条件和情

况转变来制定

其停车管理

�� 错误可能会引

发地方停车饱

和问题的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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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策略的简介提供了发展高效路内停车管理系

统关键阶段和步骤的简明场景。然而在关键策略

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停车矛盾、问题和意图，它

们有些与特定区域相关联。许多这样的情况在下

面的第1.8章节中进行了阐述。

请注意路内停车管理是一个高度地区化的问题。

与停车管理问题不太突出的地区相比，路内停车

管理需求最紧迫的地方可以并且应该以更快的步

伐开展强有力的路内停车管理（见3.3章节）。

没有管理的免费路边停车是不“自然”的。在第2

和第3阶段，停车管理必须更正来自于第1阶段遗

留下来挥之不去的普遍观念，认为免费和没有管

理的停车是某种自然和理想的状态：

�� 然而只有在以上第1阶段的不寻常状态中，汽车

保有率非常低，或者在城市的郊外路边空间非

常充足而没有停车冲突时，免费和没有管理的

停车才“自然”。

�� 随着人与汽车密度的增加，即使在小城市，路

内停车冲突也会很快出现。

�� 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区域，路内停车负

担过重，并且需要强有力的停车管理。

�� 从经济学角度，停车是一种被过度使用的公共

资源，而不是公共产品。但路边停车是一种公

共服务且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

�� 过度使用的公共资源都是需要管理的，以避免

冲突和确保其高效使用。

�� 所以严格管理的城市路内停车（包括收费）才

是自然和正常的。而未管理的和免费的停车才

是错误。

1.8  常见的停车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法

表2简要综述了常见的典型地点的停车问题。它包

含了适用以上基本停车管理步骤的许多情形。它

也包含了一些特殊和需要定制的停车管理措施去

应对的特别问题。

表2：常见的典型地点路内停车问题、原因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1 2 3 4 5

地点类型 存在的问题
通常认为的
问题原因

更贴合实际的
问题原因

可行的停车管理
解决方案

a 许多繁华地区 平行停车、违法

停车、停车等候

和找车位；

停车位不足; 

缺少地面停

车；

饱和的路内停车；路

外停车未充分利用；

停车管理薄弱；

基于高效占用率的停车

收费（仅低于85%）见下 

f) 。鼓励非自驾出行

方式；

b 许多繁华地区 即使有正规停

车位可用，仍然

有违规的路内停

车；

停车位不足；

司机不遵守规

定；

薄弱的执法 逐步加大执法力度；同

时减少不受欢迎的执

法措施

c 许多繁华地区 妨害步行设施的

停车

停车位不足；

司机不遵守规

定；

执法薄弱；道路划线

和设计不合理；忽视

两轮车停车；

更好的执法；自行诱导

的设计；两轮车停车更

好的设计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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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地点类型 存在的问题
通常认为的
问题原因

更贴合实际的
问题原因

可行的停车管理
解决方案

d 许多繁华地区 碍事的三轮车 

（人力车）、三轮

出租车（机动三

轮车）或出租车

等待或停车；

司机不遵守规

定；三轮车和

出租车过多；

候车区和排队区停

车组织失败；执法

薄弱；

优化排队区和候车区的

设计和交通组织，并结

合良好的执法；

e 商业节点周围的

住宅街道

商业节点的顾客

和雇员的“外溢”

停车与住宅街道

居民停车形成竞

争；

商业节点的停

车位不足；认

为所有的外溢

停车都是不可

接受的；

住宅街道的停车管

理薄弱；

接受访客停车但设法减

少对居民的妨碍并且避

免饱和；收费以控制最

佳占用率；赢得街道居

民支持管理的策略；

f 零售业聚集的商

业区

平行停车、违法

停车、停车等候

和找车位（寻找

车位造成的交通

量）；

停车位不足（

尽管路外停车

和其他附近的

停车设施未充

分利用）；

饱和的路内停车（高

占用率）；雇员随意

停在便利的区域；

收费以优化车位占用

率，并引导全天的停车

转移到停车需求少且非

中心区域的地方（包括

路外停车）

g 主要商业区 商业区入口及商

业区内交通拥堵

和交通受妨碍；

有限的道路通

行能力；停车

供给不足；

路内停车饱和（产

生寻找车位的交通

量）；较少的出行方

式选择；停车供给

过剩；

增加非自驾出行选择；

交通需求管理；加强路

内停车管理；限制员工

支付的员工专用停车

位；逐步减少停车供给

过剩；

h 密集型住宅区 过夜停车和周末

停车饱和（与居

民停车形成竞

争）

停车位不足；

不合理的就地

停车；

路外停车未充分利

用；管理薄弱；机动

车数量可能超过可

使用的合法停车位

数量；交通出行方

式少；

执法；非捆绑的路外

停车收费；共享商业停

车；实施路内停车许可

收费引导使用现有的路

外停车；限制车主进入

到该区域；增加非自驾

出行选择；

i 重要街道（重要

的交通和活动中

心）

空间冲突（停车

位、自行车道、公

交车道、步行空

间和出租车排队

地点等）

担心损失路

内停车空间（

认为路内停

车位占地方总

停车位很大比

例）；

以高速交通为优先

的空间设计比重过

大

更好的路内停车设计可

以缓解空间冲突并且使

一些停车与街道用途相

协调（尤其是优化低速

交通的设计）；

j 餐饮、夜生活区 平行停车、违法

停车、停车等候

和找车位；

停车位不足；

不合理的就地

停车；

管理和执法薄弱； 以优化占用率为目的实

行停车收费；提供代客

泊车服务；优化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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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地点类型 存在的问题
通常认为的
问题原因

更贴合实际的
问题原因

可行的停车管理
解决方案

l 自动取款机、银

行、小吃店、报

亭等附近的道路

短暂停车或平行

停车造成干扰；

很少遵守停车规

定；

司机不遵守规

定；贩售车不

遵守规定；

设计不合理（贩售

车在禁止停车区域

吸引顾客）；执法薄

弱；

自行诱导的设计；加大

执法力度（CCTV）；适用

的法规选项；引导贩售

到合适的地点；

m 工业区和物流点

附近的街道和

道路

重型车辆停放在

不合理的地点（

带来噪音干扰和

安全隐患等）

重型车辆司机

不遵守规定；

重型车辆停车

位不足；

执法不严（司机和商

家缺乏寻找更好及

合法停车位的动机）

；重工业区选址不

合理；

执法；与工业区商业协

会合作寻找和建立合适

的路外停车设施；设置

合适的路内停车地点；

n 中心城区医院

附近

平行停车、违法

停车、停车等候

和找车位（寻找

车位造成的交通

量）；

不合理的就地

停车供给；

路内停车管理薄弱；

就地停车管理不严（

病人、访客、雇员和

医院外停车人员间

形成停车冲突）；

以优化占用率为目标实

行停车收费；寻找更好

的符合医院功能的停车

管理（帮助困难病例和

商榷员工停车需求等）

o 高校校园附近 平行停车、违法

停车、停车等候

和找车位（寻找

车位造成的交通

量）；

不合理的就地

停车供给；认

为所有的外溢

停车都是不可

接受的；

路内停车管理薄弱；

路内停车饱和；就地

停车位管理薄弱；交

通出行方式少；

接受访客停车但通过

管理设法减少妨碍并且

避免饱和；如果涉及居

民区，参见上面e)；增

加非自驾出行选择；

p 学校附近 在学生接送时间

段混乱且危险；

平行停车、违法

停车、寻找车位

造成的交通量；

不合理的就地

停车以及不合

理的就地上下

车；

上落客区设计不合

理，管理薄弱；选择

较少；停车管理薄

弱；

更好的设计和严格管

理接送学生的地点和时

间；优化非自驾出行选

择；强化停车管理；

q 体育场馆附近 平行停车、违法

停车、停车等候

和找车位（寻找

车位造成的交通

量）；对居民形成

妨碍；

不合理的就地

停车；

选址不合理；出于高

峰型停车需求的特

征，就地停车是较差

的解决方案；非自驾

出行选择有限；路内

停车管理薄弱；

将体育场馆选址在公

共交通方便的地点；增

加活动时的特殊公共

交通；加强路内停车管

理；鼓励本地停车共

享，寻找可以在高峰时

间停车的功能区；

r 教堂附近 平行停车、违法

停车、停车等候

和找车位（寻找

车位造成的交通

量）；

不合理的就地

停车；

出于高峰停车需求，

就地停车是较差的

解决方案；区域无

公共或共享的停车

位；路内停车管理薄

弱；

加强路内停车管理（可

能仅针对拥堵时间）；

支持公共停车和（或）

共享车位；鼓励功能复

合区域在高峰时间提供

共享或公共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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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已经注意到，“停车位不足”多次出现在表

2中的“通常认为的问题原因”这一列中。而第4列

则从其他几个角度分析了停车问题，而第5列的“

可行的解决方案”中并没有提及供给新的路外停

车。

�� 这并不意味着路外停车投资永远不是一个好的

解决办法。

�� 总之这里的研究重点是路内停车管理方案而

不是路外停车解决方案。

�� 稍后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新的路外停车供给

总是在先尝试停车管理措施之后才考虑的最后

选择 (第2.1章节)。

�� 此外，在密集和拥挤的地区供给新的停车位，

可能与地区路网的交通容量和环保目标是 不

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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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善路内停车管理的关键

本章介绍了良好的路内停车管理的理论基础。同

时也强调了有效的路内停车管理的重要性以及所

有城市需要予以优先考虑的原因。

2.1 管理优先于供给

正如1.5节所提到的，路内停车管理薄弱会使停车

位显得稀少，即使事实并非如此。街道的混乱通

常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停车位肯定是短缺的。交

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ITDP）在中国哈尔滨（见文

框3） 的研究结果表明 ，通常情况下这种短缺是

不存在的。 [2]

没有有效的停车管理，最方便和最容易找到的停

车位最先被占用，而相对较不方便的停车位通常

未充分使用。

例如，在购物区最好的停车位通常在顾客到来之

前已经被雇员所占用。

当出现停车短缺的现象时，最好先试着改善路内

停车管理，而不是急于增加停车供给。

路内停车条件的明显改善能够帮助缓解增加停车

供给的政治压力。这样更便于减少投资浪费，以及

避免政策偏向不断地增加供给，如对新建或扩建

建筑提出不必要的停车配建要求。

即使停车位短缺是事实，而且新增停车供给看

来是合乎情理的，停车管理仍然是最好的先行措

施。

�� 停车供给的短缺也可以通过改善其他交通出行

方式来应对，而且更好的停车管理常常扮演这

种改善措施的辅助角色。

�� 建设新的停车位耗时且成本高。

�� 停车管理作为第一步，能够让整个停车系统获

得更有针对性和更经济的停车投资。

 [2] ITDP 和 Nelson/Nygaard, 2009.哈尔滨道里停车
分析, p.16. 详见 https://sites.google.com/a/
itdp-china.org/harbin/documents-1

�� 停车管理可以使用户更加愿意为路外停车付

费，使其获得更多收益。

�� 停车管理可以准确揭露出停车位足够以及不足

的地方。

�� 这就使停车投资瞄准更有需要的地方，从而避

免投资浪费。

2.2 让路内停车服务于街道的定位

良好的停车管理使停车服务于街道的广泛发展目

标，而不是破坏它们（见第4章）。

因此在分配空间给停车时，还需要对许多其他方

面的需求和街道的定位做出仔细权衡，如交通流

量，公共交通的路线，步行，骑自行车者，装卸（货

物和乘客），出租车和类似出租车的模式、供人们

休闲的公共空间，贩售车和行道树等。同时要注

意，交通流量往往并非城市街道的主要定位。

文框3： 混乱的路内停车不能证明停车位
短缺：哈尔滨

世界各地存在路内停车问题的地区，通常都同

时有未经充分利用的路外停车位。盲目地建设

更多的停车位将是一种浪费。2009年交通与发

展政策研究所（ITDP）发现中国哈尔滨的道里区

就是这种情况，人们曾认为这里存在严重的停

车位不足：“…现有停车需求完全可以通过使

用路内停车和现状的路外停车设施满足。完全

没有必要占用人行道或建筑退界停车。换句话

说，道里区真正存在的是停车管理问题而非停

车位短缺…典型工作日的高峰停车需求略超过

8000辆汽车。路外停车可提供超过3000个车位

（由于未计入所有的路外停车，这一数字还可

能被低估）。路内停车可以提供超过7500个车位

（现状的1058个和新增的6502个）。此外实施

停车收费还可以减少5%至25%的停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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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路内停车管理不只是关于停泊车辆。它同

时提供了实现宜居和高效的街道环境的良机。这

种改进应始终被视为路内停车管理的主要目标之

一。

2.3 利用机动车驾驶者的灵活性

机动车驾驶者调整其停车行为的能力（即使是稍微

的改善）是停车管理的核心问题。几乎所有的停车

管理都需要引导机动车驾驶者调整其选择和发挥

灵活性。

表3：机动车驾驶者对路内停车管理措施的通常反应（例如对停车收费）

反应类型 评价例举

选择其他路内停车

地点

�� 从一个路内停车地点转移到其他的免费的、收费更低、远离时间限制区或仅使

用停车许可证的区域。这可能需要代客泊车（或专业司机）而不只是步行。

�� 这种反应不会直接减少小汽车的使用，但是会缓解拥堵区域的停车问题，分

散停车需求，引导停车需求至路外停车区。

从路内停车转移至

路外停车

�� 长时间停车比短时停车更容易转移至路外停车。

�� 路外停车经常是未充分利用的（不容易发现、不太便捷、安全性较差以及有时

比路内停车收费更高）。

�� 居民经常将其路外停车位用作其他用途，例如仓储功能。可以通过路内停车

收费（包括向持有停车证的居民收费）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

调整出行时间 �� 选择收费价格较低或无停车限制的时段出行和停车。这样停车管理可以缓解

高峰时段的停车需求。

改变停车时长 �� 对活动进行规划，减少出行时长从而减少停车时长。（不过让长时间停车人员

改变出行方式会极大改变路内停车时长）。

多人合乘或拼车 �� 例如多人合乘通勤或同事拼车去开会或吃饭。

完全改用其他的出

行方式

��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当停车管理作为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实施时，雇员改乘公

共交通是一个重要的反应。

�� 改乘出租车（四轮、三轮、二轮或者非机动车）。这可能不会直接减少交通但

是可以缓解停车需求。

�� 把短途出行改为自行车或步行。这部分不容小视，因为城市中大部分机动车出

行（尤其是非工作出行）都属于短途出行。

完全避免此区域并

选择另一个目的地

�� 停车管理规划必须确保这种反应极少出现。完全对出行者形成限制可能会破

坏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一些重视交通需求管理的停车管理措施会减少该区域

对小汽车出行的吸引力（尤其是工作出行），但是这样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肯

定是旨在提高其他出行方式的便捷性。

有技巧的停车管理需要明白哪种停车行为是最容

易被改变的，哪些则不那么容易。

机动车驾驶者对停车管理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见表3）。

常见的反对停车管理的意见集中在公共交通的羸

弱。“由于公共交通水平欠佳，还要实施停车收费

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是常见的抱怨。这些反对

意见忽视了表3中提到的所有不需要良好的公共交

通作为基础的选项。机动车驾驶者的灵活性涉及

面很广泛，不只是转向使用公共交通。当然交通

出行方式的转变常常确实是停车管理的一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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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但不容忽视的是，即使出行方式转变看来并

不可行，停车管理仍然常常能够通过微小的行为

变化实现很大的收益。

机动车驾驶者的灵活性根据一些变量而呈现出多

样性。

例如，机动车驾驶者改变停车行为的意愿部分基

于其停车时长。停车时长当然又与其出行目的相关

（见以下内容）。在表4中提到的停车管理措施的

反应包括：

�� 随着预期停车时长的增加，更倾向改变停车地

点；

�� 改变出行方式的可能性也随着预期停车时长的

增加而增加；

�� 很短距离的出行无论停车时长，都很可能转变

为步行或自行车出行。除此之外，出行距离不

是影响停车灵活性的重要因素；

�� 对短时停车来说，改变出行时段的可能性更

大；

�� 缩短停车时长，主要在非通勤的长时间停车中

是较普遍意愿。

表4：基于停车时长驾驶者对停车管理的反应灵活性

灵活选择...

反应

时长

改变停车地点到相对不便捷的路内

停车或路外停车地点

改变一天

中停车时

段

缩短停车

时长

转变为其他出行方式（步

行、自行车、出租车、拼

车、公共交通）

短途跑腿

（<15分钟）

非常有限（期望即时和便捷，除非出

行可以结合到长时间逗留的功能复

合区）

显著 
非常有限

的关联性

除了短途出行转变为步

行、自行车之外灵活性非

常有限

短时逗留（15

分钟到

2小时）

有限（期望不超过几分钟的步行或通

行时间）
显著 部分

部分灵活性，特别是转

变为出租车、拼车以及短

途出行转变为步行或自

行车

长时间逗留

（2到6小时）

部分到非常显著的灵活性（与计划停

留时间成正比）
部分 部分

显著的灵活性（包括转变

为公共交通出行）

全天”停车

(>6小时)

非常显著（对大多数人离停车地点10

分钟的步行时间或往返时间是可接

受的；对于长时停车来说价格信号是

非常重要的）

有限

部分，但

对通勤来

说有限

非常显著（多种出行方式

选择；对于长时停车价格

信号是非常重要的）

过夜停车

（家庭停车）

大部分不愿意改变，但是在很多城市

离停车地点10分钟步行时间是正常

的

基本无关
有限的关

联性
不适用 

不同的停车目的对灵活性是关键要素。

�� 不同的停车目的往往在不同需求群体的特性，

偏好和灵活性等方面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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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群体包括居民，雇员，学生，消费者和客

户，游客和访客，服务供应商等。不同目的或群

体要关联在其相应的目的地。

�� 停车管理往往需要在每个地点与不同的停车目

的或者需求群体合拍。

�� 路内停车一般是对所有的停车目的或需求群体

开放的。然而根据不同的地点，停车管理往往

会寻求有利于特定目的，或用不同的方法引导

不同需求群体改变停车或者出行方式。

�� 表5简明扼要地归纳了通常讨论的需求分类。

表5：停车目的和需求群体及其灵活性和偏好

停车目的

使用 
群体

灵活性以及普遍有偏好的方面...

停车地点 停车时段 停车时长
转变出行方
式的可能性

停车管理（PM）效果

在工作场所或

其附近的雇员

当然首选附

近。但实际 中

往往较灵活

不灵活。通常

白天是工作时

间（但也有许

多人在其他时

段工作）

不灵活的长时

间停车，大多

在6至10小时

相对灵活，尤

其是在中心区

普通上班时

间的工作

大多数停车管理效果

在于停车地点和出行

方式的转变。由于是

重复性的长时间停车，

因此对价格较敏感。

高校

往往是灵活的

（与停车时长

相关）

时段分散而且

通常是灵活的

时长区别很大

（2-12小时）

而且往往是灵

活的

往往灵活但

当然也与可供

选择的交通

方式相关

停车管理效果广泛。

对价格敏感（收入低、

重复性的长时间停

车）

购物顾客

相对不灵活（

因为时长和载

货）

通常灵活但仍

然趋向于高峰

时间

相对较短，往

往灵活

多种 大多数在时段和时长

方面灵活。商家担忧强

力的停车管理导致顾

客改变购物目的地

服务业客户
相对不灵活 往往灵活 相对较短，往

往灵活

多种 与购物顾客相仿

居民

有些是灵活

的。根据不同

情况有不同期

望（比如路边

停车可能不是

必要的选择）

不灵活（需要

随时都能停

车）

不灵活（时长

很长）

不适用。这里

是家庭的停

车]

停车管理（如果有的

话）专注于停车地点（

通常微调路外停车）。

但是停车费用或事项

也能够（渐渐）影响汽

车保有量

居民的访客或

客人

有些是灵活的 往往灵活 相对较短，往

往灵活

多种 对此群体形成影响的

停车管理措施往往引

起居民不满

居民的服务供

应商(包括护理

人员，清洁工，

维修人员等。)

有些通常是灵

活的

往往不灵活 不同时长（小

于1小时或几

小时）。往往不

灵活

往往不灵活 与普通停车管理不同，

居民通常把服务看作

重要事项，因此灵活

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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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者的灵活性对停车管理来说是重要

的。所有对机动车驾驶者形成的障碍都可能危害

停车管理及其公众接受度。

对灵活性通常形成障碍的是：

�� 公共交通薄弱，自行车交通环境较差，不靠谱

的出租车系统都会影响转变出行方式的意愿；

�� 低质量和危险的步行环境不但阻碍向步行交

通方式转变，还降低了选择停车地点的自由

度；

�� 不利的天气或气候条件也能影响步行环境；

�� 身体条件限制，如步行能力有限；

�� 个人的偏好和态度可能导致对灵活性的抵触；

�� 乘客特征限制，例如携带幼儿或者残障的乘

客，不能使其独立下车且需要照看。

有些情况下，为使停车管理工作更有效且更易于

被机动车驾驶者接受，采取一定的措施减少这些

障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不要过于悲观。为实

现有效的停车管理并使这些措施更易于被接受，

我们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去灵活应对停车措施。当

停车管理开始推进时，我们往往会发现机动车驾

驶者的灵活性超出预期。

大多数的机动车驾驶者希望做正确的事情，并且

希望采取灵活性应对措施。所有人都想尽量避免

停车执法带来的后果。大多数人希望降低成本和

精力，包括寻找停车位和步行所花费的力气。然

而如果合法停车非常困难，违反停车规定更加方

便，那么可以预测更多的人都会选择妨碍他人的

停车方式。

2.4 理解停车和交通拥堵之间的联系

停车对交通和交通拥堵的影响是多样的。认为所

有的路内停车都会造成交通拥堵或者路外停车会

自动缓解交通拥堵都是不正确的。

路内停车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剧交通拥堵（见

表6）。

停车饱和的影响（表6的最后一行）应该受到高度

重视。由于寻找停车位的交通量是“隐形的量”，

表6：路内停车导致交通拥堵的方式

方式 简述

直接妨碍
如果停车的地点或方向不合适（不论是否合法），停车会妨

碍交通。

交通事故

停车容易导致相邻车道的交通事故。影响程度取决于道路

的宽度、交通量、交通速度、停车方向以及驶入和离开的速

度。

停车饱和

当停车接近饱和时（占用

率达到85%以上），司机

很难找到空闲停车位，这

会带来一些问题。

违法停车增加。

平行停车增加（包括装卸停车）。

在车行道上等待空闲停车位。

寻找空闲停车位（寻找车位产生交通量）增加拥堵区域的

交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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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特别容易被忽视。在停车饱和的拥堵区域，

寻找车位的交通流量可能占很大比例，通常高于

30% [3]。即使路内停车地点选得很好，并且设计良

好且有序，这种影响还是会发生。

改善路内停车管理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缓解交通

拥堵：

�� 通过优化停车空间设计和改善执法，直接减少

停车的妨碍和减少交通事故。必须注意如果停

车造成了一条道路的拥堵，回应不一定非要在

那里禁止停车。解决方法可能是更好的停车管

理或者更好的设计（见4.10章节）；

�� 间接地减少停车饱和度以保持路内有停车位

空闲（例如以优化车位占用率为目标的停车收

费——见5.5章节）。这可以降低寻找停车位造

成的交通量、停车等待、违法和平行停车。

不能简单的认为只有路内停车会导致交通拥堵，

而路外停车是其解决方案。路外停车也会导致交

通拥堵。

例如，路外停车可能会由于排队造成交通拥堵。

而如果排队延伸到主要街道，则会直接导致交通

拥堵。

�� 造成排队的一个原因是入口或内部车辆动线设

计差，造成在繁忙时间延误了车辆的驶入。

�� 如果路外停车设施全部被占用后也会形成排

队。但是不能认为必须通过增加停车位供给来

解决问题。这种排队可以通过良好的管理来避

免，包括收费。

路外停车供给过剩吸引更多的机动车交通出行，

也是一个造成交通拥堵的根源。

�� 路外停车供给过剩刺激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

供给过剩将导致低价或免费停车，这被称为“

汽车催化剂”。 [4]

 [3] Paul Barter, ‘实际上30%的交通流在寻找车
吗?’,停车再利用网站, 2013年10月, http://www.
reinventingparking.org/2013/10/is-30-of-traf-
fic-actually-searching-for.html.

�� 商务办公中心的停车供给过剩会极大地刺激

低价或免费的工作场所停车产生 [5] 。

�� 与短时停车相比，全天停车对价格更加敏感，

所以低价或免费停车会很大程度上吸引上班族

开车上班。

�� 在商业区，大量的停车位供给也会造成超过周

边街道通行能力的交通量。

�� 在居民区增加停车供给，而造成车主失去了

付费意愿的政策也会增加小汽车的保有和使

用。

�� 倾向于增加停车供给的政策（例如过分要求最

小停车位数量）会阻碍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发

展，同时造成低密度的小汽车为主导的城市发

展模式，从而进一步刺激交通量增长。

2.5 不要按照偶然印象行事

对停车问题的偶然经历往往会导致对问题本质和

产生根源的错误假设。这样按照印象行事，往往

会与更加严谨的研究结论背道而驰（表7）。

依据系统地收集停车信息做出停车管理决策是极

其重要的（见第7章）。

[4] Donald Shoup, 免费停车的代价(芝加哥: 美国规
划协会)

 [5] Shomik Mehndiratta 和 Diego Cana-
les, ‘你的雇主会影响你的出行方式吗？?’,
交通发展博客 – 世界银行, 2014年5月16
日, http://blogs.worldbank.org/transport/
can-your-employer-affect-your-commut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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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偶然的经历错失系统性数据收集所反映出的内在问题

通常的偶然经历 数据收集方法 偶然经历错失的数据中的关键内在问题

该区域停车位不足！

少了20个路内停车位会是

灾难性的！

把露天停车场用来开发建

设会造成停车位短缺！

停车位清单（系统

地对每个单位区域

的停车位数量和

他们的特征进行

录入 ）。

�� 停车清单通常会显示出超乎想象的停车位数量，让

当地利益相关者大吃一惊。

�� 路内停车占停车位的百分比通常比大多数人想象的

要少。

�� 有时甚至是地方停车管理者/经理都会因为不易发

现和不对公众开放的私人停车位数量而吃惊。

在该区域寻找停车位简直

是噩梦！

该区域的停车位不足！

占用率调查或者通

过传感器或电子付

费系统收集占用信

息。

�� 发现占用率低的路内和路外停车设施。

�� 发现即使在街道的繁忙区域也有某些时段和一周

中的某天有较低占用率。

�� 强调通过停车管理引导一些机动车驾驶者转向低

需求地点和时段。

该区域的停车位不足！

我总是不能在这条街上发

现方便的停车点！

停车时长调查（通

过牌照调查或者

电子付费系统的数

据）。

�� 验证在主要街道路段不宜停车地点的长时停车是

否是停车问题的重要方面。

�� 揭示哪些地点的全天停车占了停车位的很大比例（

但只服务于少数人群）。

�� 强调存在引导长时停车转向使用率低的路内和路

外停车设施的可能性。

该区域有严重的交通拥堵

问题。我们需要增加道路

通行能力。

停车占用率调查。 �� Re验证高占用率的路内停车是否会造成交通拥堵

（造成寻找停车位的交通量）

�� 如果是，停车管理将是一个经济的解决方案。可能

没有必要增加道路通行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表6中的最后一个偶然经历并不是

关于停车的，但停车占用率调查结果往往显示路内

停车饱和是当地交通问题的根源之一（如前面2.4

章节中提到）。

图10、11：中国深圳的商业街区过度饱和的路内停车，但是附近写字楼的地下停车位却近半未占用。

© Paul B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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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私营企业可能有所助益（然需谨慎）

通常最好将路外停车外包给私营企业。然而公共

部门的指导对路内停车至关重要。

不过即使是路内停车，私营企业某种程度的参与

可能是有益的。在有丰富路内停车管理经验的城

市，私营部门参与程度区别很大。

让私营部门参与路内停车管理的理由包括：

�� 内部能力有限。地方政府需要基本的停车管

理能力，但经常无法处理所有停车管理技术问

题，特别是那些涉及高科技系统的问题。

�� 规模经济原因。与停车相关的大公司为很多地

方政府提供相同的专业服务可以降低成本。

�� 人力资源管理优势。私营公司在有效分配员工

方面比政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需要注意的

是，这不能是实行剥削工作的幌子。

�� 竞争带来的利益。只要竞争投标过程是透明和

有竞争力的，各种停车服务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会提高系统效率。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总把私营企业参与作为

路内停车管理薄弱的灵丹妙药。

私企参与不会免除政府对停车管理系统良好的治

理义务：

�� 即使是自身停车管理能力较弱的市政府，仍需

在停车管理方面具有足够的决策能力，以正确

选择竞标方，并且监控和管理承包商。

�� 必须把关键的停车管理目标放在首位。合同不

应削弱地方政府为公共利益而进行停车管理的

能力。

�� 除了同时采取强有力的反腐措施，私企参与很

少成为成功解决内部腐败的补救或者绕过腐败

问题的一种方式。

�� 外包不太可能扫清停车管理改革的政治障碍。

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公众怀疑腐败时，处

理不当的停车管理改革造成的政治成本可能由

于私企的参与被进一步放大。

�� 有时公共服务外包的复杂性和交易成本会大于

收益。因此需要谨慎评估和监控。

重要的是在进行决策时制定私企参与、授予及审

查合同的完善程序。

�� 要特别警惕不亲自来的私营企业的提议。去考

量不请自来的提议是做停车系统决策非常差的

方式，即使提议者是具有良好声誉和一流业绩

的公司。

�� 相反要精心准备征求建议书（REP），或者在适

当的时候准备招标或投标征集文件（RFB）。

�� 准备征集文件时，要基于对需求的清晰了解（

基于停车管理目标）提出明确的要求。

�� 确定评估申请或投标的明确和恰当的标准。这

些不仅仅是简单满足成本效益的核心要求。还

包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业绩记录等其他因素。

�� 合同需要精心准备（可能是在外部专家的帮助

下）。

�� 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来管理和监督合同的执

行。

文框4： 常见的由私营企业承包的路内停
车管理服务包括：

�� 引导标志

�� 收费设备

�� 收费运营

�� 支付系统（信用卡系统、智能卡或手机钱包

等）

�� 停车费资金管理（金融服务）

�� 执法设备和系统

�� 针对违规收费的执法行动

�� 针对违法和危险停车的执法行动，一般包

括拖车等行为。

�� 停车场监控系统和（或）其维护

�� 停车场信息管理系统和（或）其维护

�� 停车政策咨询服务（通常包括停车数据采

集和分析）

�� 街道设计服务

�� 街道改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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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路内停车管理拓宽了路外停车的政策选
项

良好的路内停车管理不仅仅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街

道秩序。它也是更广泛的停车管理取得成功的关

键因素之一。路内停车管理拓宽了解决路外停车

问题的选项。

图12展示了几种主要的路外停车管理政策选择。

这些取决于对停车供给采取的态度。对下面三个

图12：划分不同的停车政策类型的方法 © Barter 2014

出处：Paul Barter, 关于停车改革的停车政策分类清晰思考, 国际城市研究期刊 (2014), DOI: 
10.1080/12265934.2014.927740.

问题的回答体现了这一态度。每一个问题定义了框

架中的一个坐标轴。

路内停车管理薄弱将把政府困在图中的右下位

置：

�� 在这种方式中，本地政府尝试通过增加路外停

车供给和在新建项目周边创造“足够”的车位

来满足停车需求。

�� 这种方式对应图12中的“A”，它试图用停车位

配建的最小标准保障充足的路外停车供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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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是商品还
是可以规划的基
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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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是商品
（与地产开发结
合的服务）

限制停车供给设施

供需平衡

保证充沛的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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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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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品

重点为公众和地区 重点为所在地块

应对方式

区域管理方式

无实例需要
多少
停车
位供
给？

停车位是
“基础设施”

常规的重视所
在地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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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式与高成本、无序蔓延、依赖汽车的发

展模式紧密关联。

�� 事实上，大部分依赖汽车发展的北美城市郊区

就是这种方式的原形，但当今世界上这种现象

变得很常见。

很多地区感觉很难摆脱困在位置A（或者位置B或

D），因为他们不相信路内停车管理可以解决路内

停车问题。

只有在路内停车管理变强时，图12中所示的其他

方法才变得可行：

�� 将停车作为服务整个区域的事项。这意味着转

向图12中的左列。这包括规划“先停车再步行”

的区域，其中大部分停车位被设定为公共的。

这类区域空间利用率较高，并且相比私人停车

场，它更限制了交通流量的产生。 [6]

�� 更容易避免供给过剩。路内停车管理有助于减

少路外停车供给不足的担忧。这意味着将图12

中的A或D转移到B、E和F。

�� 通过限制路外停车供给，将停车作为交通需求

管理工具，如很多城市中心那样，包括首尔、伦

敦、悉尼和旧金山的做法（位置F）。

�� 使停车价格和供给更加市场化，如以车位占用

率作为收费定价目标，取消停车位配建的最低

标准（或使其更加灵活） [7]。也就是说将转向

图12中的左上角部分（例如位置H）。 

 

 

 

 [6] Paul Barter, ‘从私人停车道公共停车：部分适
应性停车议程’, 停车再利用网站, 2011年11月, 
http://www.reinventingparking.org/2011/11/
from-private-parking-to-public-parking.html

 [7] Paul Barter, ‘Shoup为MUCH提出的停车观
点：更巧妙的路内停车收费’, 停车再利用网站, 
2010年8月, http://www.reinventingparking.
org/2010/08/shoups-parking-ideas-offer-much-
more.html

2.8 赢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

停车管理通常是一个争议和冲突的焦点。有时建

立良好的路内停车管理秩序会遇到很多政治压

力，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赢得重要利益相关群体

的支持非常重要。

保持理智，停车管理赢得普通机动车驾驶者的支

持是非常难的。尽管停车管理让停车不再那么困

难，他们通常也不支持实现这种改善的执法、监

管和收费。

路内停车管理需要赢得的关键利益相关群体是非

常本地化的（见文框5）。这些群体密切关注任何

预期会发生的变化，而且他们受当地停车管理结

果的影响通常比都市区的机动车驾驶者更大。

通常没必要过分担心普通机动车驾驶者的意见反

馈。不过第5.3章节和6.3章节都提出了如何让收费

和执法看上去不像以往那样不受欢迎。

但是需要集中精力赢得当地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

持。

不幸的是，当地利益相关者往往意识不到停车管

理需求会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正是停车管理政

策常常难以赢得公众支持的一个关键原因。

很多地方成功的路内停车管理妥善确保了当地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些成功案例值得花费大量精

力仔细研究并从中借鉴经验。

确保停车管理提供足够的“本地红利”（或当地

收益）的可行方法包括：

�� 确保停车管理为当地街道环境带来非常显著（

且受欢迎）的改善。有时可能需要停车管理之

外的街道环境的附加改善措施。

�� 为关键的当地利益相关群体（例如居民）安排

专门的程序，来减缓停车管理为他们带来的不

便。不过这里要格外谨慎。这样的特殊安排坚

决不能破坏停车管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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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证所有的停车收入本地化，以满足当地关键

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理想情况下，让他们参与

决策机制，比如设置停车受益区 [8]）。考虑将部

分停车收入盈余直接本地化分配，例如通过当

地房产退税或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实施停车管理的时机可能对公众接受度也很重

要。例如，增加执法强度可以与其他措施配合同

时进行，比如停车条件的改善，或提供新的停车供

给，改善公共交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条件以及进

行街道设计。

在关键的停车管理措施中努力赢得公众信任：

�� 基于停车管理目标确定停车价格和罚金比财政

收入更重要。如果人们认为停车费或罚款类似

于税收，并以增加收入为主要目的，这对停车

管理赢得公众支持是毁灭性的打击。

�� 路内停车管理的实施需要完善的法律支持和公

平专业的执法队伍。

�� 在采购程序中赢得信任非常重要。

�� 向机动车驾驶者保证停车收入按照法定程序

和合约分配到合理的地方。

�� 以强有力的措施消灭非法收费、额外收费、协

商折扣、索取贿赂、敲诈勒索、非法执法活动

或收入外流等。

�� 执法强度要与违规行为相称。

�� 避免在设计和宣传中出现混淆，所期望的停车

行为要尽可能明确。

�� 规定必须合理，并且与明确的停车管理目标关

联。

 [8] Douglas Kolozsvari 和 Donald Shoup,‘小变
化转变成大变革.’Access 杂志1, no. 23(2003) 
和都市区规划厅(MAPC),‘停车受益区’,在可持
续城市交通: 停车手册, http://www.mapc.org/
resources/parking-toolkit/strategies-topic/
parking-benefit-districts, Updated on Fri, 
29/01/2010.

文框5： 关键的当地停车利益相关者通常
包括：

�� 当地居民不会希望“外来人”在“他们的”

街道上停车（也就是他们害怕“溢出停车”

）。他们希望无论什么时候回到家都可以找

到方便的停车位。甚至有些人认为他们拥

有特定区域。

�� 当地的零售业，特别是在购物街区，它们常

常担心对停车的改变可能减少客流量。他们

也担心送货停车以及自己或员工的停车受影

响。部分人也认为店铺前的停车位在某种程

度上是“他们的基本权利”。

�� 业主担心停车的改变可能影响他们的地产

价值和租金收益，即使他们不是真正的当地

人或企业主。

�� 统一管理的大型机构，包括大型购物中心、办

公园区、大型医院、高等院校校区、体育场馆

或大型娱乐休闲场所。这些机构的业主或经

理有整体的内部停车和通行管理策略和关注

点。外来停车经常会给他们带来好处，但是如

果管理不善也可能损害与相邻机构的关系。

�� 当地员工与上述群体相比相对没有那么多

影响力，但他们仍然很重要。那些有停车特

权的人可以低价或免费停车，他们将反对任

何威胁到这些利益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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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制基础

本章提供了创建路内停车管理基本制度的简要指

导原则。主要内容包括选择严格停车管理区域和

负责执行的机构。高效的机制确实能发挥很大作

用，但这同时也是个复杂的议题。因此本章的重

点在于强调体制的重要性。

3.1 停车管理需要体制和立法的支撑

本手册通篇都假设当地政府具备创建体制的能力

和立法的权力以实施这些建议。

对很多地方来说，这个假设并不真实。不幸的是，

有些城市还需要为实施有效的路内停车管理创建

重要的体制和立法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执法中存在一些特定的法律和

体制改革的问题。大部分内容在6.7章节中得以论

述。

地方政府需要立法的权力，以保证实施重要的停

车管理措施。

所有路内停车管理的基础都需要立法或者已有规

范中对应的条款得以保障。

虽然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尼日利亚的阿布贾

最近面临了停车管理的严重问题，因为法院发现

城市的停车收费系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 [9]。

国家政府一般应该削弱自身的立法职能，授权地

方政府立法权，使其能够使用必要的手段去实现

停车管理。国家政府在停车管理方面过多的干预

反而不利：

�� 在乌克兰，多年来一项对拖走违法停车的禁令

（在国家层面制定）让地方一级的停车政策失

去效力。

 [9] Amina Mohammed,‘更新: 法院为什么命令阿
布贾行政机关停止停车收费政策’, Premium 
Times (阿布贾), 2014年4月17日, http://www.
premiumtimesng.com/news/158954-update-
court-ordered-abuja-administration-stop-
park-pay-policy.html

但是也存在例外:

�� 在2000年末，匈牙利制定了一项制约路内停车

价格的国家法律。这项法律消除了地方政府对

路内停车价格的控制，也避免了市政府之间降

低停车费的竞争 [10]。

�� 日本基本上利用‘停车泊位证’限制夜间路内

停车，这一法律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1]。

上级政府在把停车管理必要的立法权授权给地方

政府时，有时也会失败。案例如下：

�� 直到2011年7月，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无

权收取路内停车费，因此俄罗斯的城市无法对

路内停车收费 [12]。

�� 日本的国家法律严格限制了路内停车收费的方

式，仅授权交通警察负责路内停车收费 [13]。幸
好日本的路内停车非常少（见第4.11节）。

停车管理的权限应该在都市政府还是应该在更地

方上的行政层面？有些城市的‘地方’行政级别不

只一级。例如一些大城市设有都市层面的执政体

系和一系列下级地方政府。在实际的工作中似乎

没有明确负责路内停车管理的主管部门。如果都

市层面的政府更为强势，那么就由大都市的政府

担当。而在都市政府能力相对较弱的城市，停车管

理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不管怎样，有些例子已经说明了需要建立强有力

的停车管理部门的道理。

�� 理论上，这个部门应该被授权处理尽可能多的

各种停车事务，并能够实现多部门的协调。

�� 无论是都市层面还是更地方的层面，设立停车

管理部门很有必要。

 [10]Paul Barter, ‘布达佩斯加入停车需求收费俱乐
部了吗?’, 停车再利用网站, 2014年6月,  http://
www.reinventingparking.org/2014/06/is-buda-
pest-in-demand-responsive.html

 [11]Barter, 亚洲城市停车政策, 2011
 [12]Roland Oliphant, ‘停车收费是拥挤收费的必要
条件’, 莫斯科时报, 2011年8月3日, http://www.
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paid-park-
ing-essential-to-congestion-charge/441506.
html

 [13]Barter, 亚洲城市停车政策,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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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ITDP在中国就呼吁成立一个管理路内和

路外停车的专门机构 [14]。还提到及了在安特卫

普，旧金山，巴塞罗那和其他几个欧洲城市就

有这样的实例。

�� 另外一种适合一些城市的方式就是设立一个没

有那么强大的沟通协调机制，例如停车管理委

员会，保障在处理各种停车管理和政策事务中

不同机构之间能更为顺畅的沟通。

3.2 实现良好停车管理的其他变革

如果采取下列举措并配合良好的治理和高效的机

制，有效的停车管理就很容易实现了：

�� 建立一个高效的机动车注册电子数据库，包含

最新的通讯地址。通常情况下这个数据库是国

家级或者是省级，而不是当地政府层面的。例

如在印尼缺少可靠的车辆注册数据，严重影响

了停车管理和道路安全执法（第6章）。

�� 地方政府需要进入数据库适当的访问权限来

获取相关信息。马来西亚地方政府没有国家车

辆注册信息的访问权限，这不必要地阻碍了它

们的停车执法。

�� 高效的道路管理机制。道路管理责任分散是非

常普遍的问题。这为停车管理、协调停车设计

和道路划线管理带来极大挑战。松散的道路管

理也会破坏步行环境，而步行环境的改善有助

于路内停车管理，至少可以鼓励一部分开车人

群乐意步行去使用公共停车场。

当然，体制改革谈何容易。现实中别苛求太过完

美。确保改革方案的可行性，在现状条件下建立

最好的体制，并在允许的条件下实施最好的停车

管理。

 [14]Rachel Weinberger et al. 中国停车指南, 
ITDP 中国, 2014, https://www.itdp.org/
parking-guidebook-for-chinese-cities

3.3 在必要的地方加强路内停车管理

并非所有街道都需要集中的停车管理，像路内停

车收费，依据特定法规，各种交通标志和道路划

线的执法，和对停车位设计细节的关注。比如在

低密度区域就不必采取这些措施。集中的停车管

理应该在更加繁忙的区域实施，比如在1.6章节表

2中提到的地点。在高密度城市大部分街道都需要

集中停车管理。

重要的是创建体制机制，让停车管理能够在需要

的地方得以强化，以及根据地方实际情况保持足

够的基本管理水平。

在一些行政区域，停车管理可以依据需求循序渐

进地加强，因地制宜的采取一系列微调，从而淡化

停车管理集中区域和非集中区域的边界。

不过在有些国家，转变为集中停车管理的过渡非

常突然，且伴随法规，程序甚至处理停车问题的

机构的极大调整。英格兰就是一个例子（见文 

框6）。

在任何情况下，地方政府需要一系列标准或者原

则，来确定在哪些区域，如何逐步实现集中的路内

停车管理。

通常在以下地点和时间需要集中的停车管理：

�� 高停车需求压力（停车位高占用率）；

�� 对违章停车抱怨很多或者其他停车冲突的焦点

区域；

�� 短期停车需求高的区域（比如路侧ATM机，邮

局，小吃外卖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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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改善路内停车管理的显著警示信号包括：

�� 平行停车(紧挨路边停车占用机动车道停车）；

�� 违法和/或妨碍性停车（包括部分或者全部占用

人行道停车）；

�� 非法预留路内停车位。

这些警示信号最初可能偶尔出现，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往往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和显著，越来越频

繁，并且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如果存在这类问题，

有必要进行系统调研以获取停车管理需求的清晰

现状（见第7章）。

文框6： 英格兰宣布实施集中停车管理
的方式

在英格兰地方政府需要寻找停车控制区（CPZ）

的立法依据，以获得实施集中停车管理的合

法权力。这类停车控制区目前覆盖了伦敦大部

分高密度建成区，但是大部分低密度居住区

不在其内。

在大部分其他国家实行集中停车管理在法律

角度则较容易实现。尽管如此依然需要严谨

的规划。

图13、14：新加坡实施积极停车管理（收费）措施
的街道（上图）和无停车管理的街道（下图）（注
意停车冲突的现象暗示了停车管理的必要）。 

© Paul Barter

图15：墨西哥城占用人行道的违法停车。 
© Carlosfelipe P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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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需要集中停车管理的区域需要采取哪些措

施？

以上讨论之外的街道可能根本不需要集中停车管

理。例如远离商业区的低密度居住区的街道上，

基本没有路内停车位竞争。

尽管如此，还是需要制定简单的规定来维持停车

秩序并且避免违章停车行为。这些规定简单，标

准化并且可预测。最好具有国家或者州/省级的标

准。

这些简单的规定包括：

�� 默许停车,除非有明确的标线或者标志禁止停

车（例如主要交通道路两侧）；

�� 默认停车是平行式的；

�� 距离小型/大型交叉口一定距离内禁止停车；

�� 禁止在步道或者在地块出入口停车；

�� 禁止平行停车（在其他停车旁占用机动车道停

车）；

�� 停车不能妨碍进出口通道；

�� 停车不能阻碍消防车道，紧急出口等。

即便这些简单的停车规则也需要一些基本的执法

来进行约束：

�� 这类执法通常由其他道路规范的执法机构执行

（通常为警察），而不是专门的停车执法人员（

比如像在集中停车管理的区域）。

�� 大部分这类执法由举报引发，而不是在巡视时

执法。

这类执法通常不能保证大多数人遵守规则。不过

在停车冲突较少的区域可以采取这种措施。

图16：河内占用人行道的违法停车。  
© Manfred Breithaupt

图17：锡比乌占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违法停车。 
© Manfred Breithaupt

文框7： 短暂但又不断重复出现停车问题
的地方的困境

经常会遇到定期重复出现但是持续时间很短

的路内停车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仅需要定时的

集中停车管理。

实例包括：

�� 学校周边 (问题仅出现在早上及下午接送

学生的时间)；

�� 教堂附近区域 (问题出现在大型祷告集会

活动)；

�� 其他每周的或者偶然的活动, 例如农贸市

场和主要的体育赛事。

这种情况下的停车管理通常需要当地政府和

相关组织方建立合作关系。

例如，学校可能负责雇用兼职或者志愿者来负

责疏导停车问题。教堂可能要加入周边区域的

停车共享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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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内停车的空间设计

本章为停车的空间设计提供了指导意见。包括停

车点或者停车区的划线，选择在哪里应该禁止或

允许停车，以及用设计引导可以接受和不能允许

的停车行为。

在理想状态下，区域或街道的发展策略应该指导

设计。这需要明确街道的总体设计目标。

确定指导方针需要考虑背景因素。例如，在低速驾

驶的街道可以允许斜插式的停车方式，即使它在

需要保证交通畅通性的街道被人厌恶。

在实践中，停车设计是需要量身定制的，以现状出

发来提出调整建议。仔细研究现有的停车行为是

设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要保持与街

道发展定位的一致性。

本章从允许或者禁止停车的关键影响因素开始论

述。

4.1 为道路的其他功能创造空间

街道上的停车空间不仅需要顾及交通流量，而且

还需要考虑所有的街道功能和为之服务的其他基

础设施，包括公共交通空间、步行、自行车用户、

公共空间、商户和街道绿化。

重要的街道通常也是重要的公共场所。有时在街

道上为人们提供休憩的公共空间比路内停车更重

要。理想情况下，公共空间的优先可以通过整体街

道设计实现。

一个例子就是“街边公园（pop-up parks）”和“

停车休息亭（parklets）”,是由单个停车位转变

的微小公共空间，通常设有由当地商业赞助的休

息座椅。这一趋势在北美越来越盛行。这种转变

可以是永久的也可以是暂时的。

文框8： 本章内容要对应来自世界各地的
本手册用户

�� 各个国家的街道条件和机制机构差别很 

大，很难提出适合每个国家的设计解决方

案。

�� 此外，地方政府的选择通常受制于来自上级

政府或专业协会（如交通工程相关单位）的

技术指导。

�� 不过这一章将尽可能详细，同时仍能服务于

广泛的国际用户。

�� 还提供了选择使用技术指导的相关原则。

甚至可能激发你针对内容提出一些质疑。

�� 地方的设计必须考虑不同国家的典型小汽车

车型大小的不同。例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

典型停车位尺寸相比，北美的停车位较大、

南亚的停车位较小。

有针对性的指导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章

仍然提供了很多具体的案例。

图18：“去往停车位的距离必须至少和去往公共交通车站
的距离一样长“ – Hermann Knoflacher, Walkmobile
发明者。 © Michael Kodra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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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路边停泊创造空间

为各种互相竞争的车辆停泊需求分配宝贵的空间

是另一个关键的决策。这些停泊需求包括公交车

站、出租车或私家车上客/落客点、装卸货物和重

型车辆停车。

公共汽车站是路边空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用途。设

有路边停车位的道路上，路边公交车站不仅要求

公交车站本身不能停靠车辆，而且要求车站前后

一定距离内也不能停靠。这一要求方便了公交车

的进出站。例如，澳大利亚的城市一般要求重要

道路的公交车站前20米和后10米禁止停车。作为

措施可以建造公交边界进行物理阻隔，帮助减少

在公交车站的违法停车。

图19：旧金山Stockton街的停车休息亭。© 旧金山规划局相册（Flickr）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fplanning/8139536163/in/set-72157630780431414)

图20：伦敦。© Andrea Broad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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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3：所有类型的出租车都需要合适的等待地点：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和泰国的乌汶。 
© Ko Sakomoto和Thirayoot Limanond摘自可持续城市交通项目的照片库（Flickr）

图21：阿布扎比。 © Manfred Breithaupt

上客和落客点的空间在火车站、学校、大运量客运

车站等场所是尤为重要。如果路边没有为这些功

能预留空间并且进行有序管理，车辆很可能冒险

停在机动车道上。

装卸货物也是商业区路边的重要用途之一。有几

种选择：

�� 高质量的停车管理允许在普通的停车位上完成

一些装卸活动（例如小型的物流车或面包车）。

如果停车收费定价政策能保证路内停车总是存

在空位，这种做法就是可行的（见5.5章节）。

�� 然而，密集的装卸活动和大型车辆需要货车特

定使用的装卸区域。如果路外卸货区不够，则需

要在街道路边完成。这些车位必须依据车辆的

类型和尺寸进行设计。

�� 另一种专用的装卸货区域的方案，是指定路边

或部分停车位为短时停车区，如15分钟或者指

定为一般装卸区。这个方案允许私家车（不仅

是货车）短时间使用这些空间。当这些私人用

途与货车的繁忙装卸时间不冲突时，这是个恰

当的方案。

出租车（与出租车模式类似的人力三轮车和电动

三轮车）在繁忙而缺少路边停泊空间的区域需要

专门的上客点。这些功能需要良好的设计，并且

与所有其他的停车和停泊明确分开。根据实际情

况，这种“站点”或“队列”可能需要几个停车位

的空间用于排队。此类功能应当优先设置在经常

上落客的地点，比如娱乐区、大型商场以及任何其

他繁忙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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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共享服务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得到了主要的路

内停车位分配。有时汽车共享公司主动投标租赁

这样的车位。有时为了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会向

汽车共享公司免费提供停车位。尽管“失去了”正

常使用的车位，但是由于汽车共享减少了小汽车

的保有量和使用，因此也被认为是解决停车问题

的方案之一。

自行车停车在自行车使用率高、自行车乱停车问题

突出以及缺乏自行车停放地点的区域，可以合理地

替代路边汽车停车位。通常用一个汽车停车位可

以创造10~12个自行车停车位。

摩托车停车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即使在摩托车

保有量大的城市也经常被忽视。路边二轮停车设

计将在下面的4.7和4.8章节中讨论（摩托车和自行

车路内停车）。

重型车辆停车是往往被忽视的问题，但是也经常

需要路边停车空间。

�� 许多城市缺乏足够的重型车辆路外停车场和停

车位；

�� 可能需要公交车或货车的路内停车休息区和非

高峰或夜间的停车位；

�� 仔细位这些需求选择合适的路边停车地点；

图25：斯图加特的Car2Go汽车共享使用充电设
施，主要停车场在中央车站旁。  
© Kevin Korffmann

图24：柏林步行道和街道混乱的自行车停放。 
© Kevin Korffmann

图26：在利马被改造成自行车停车的汽车停车
位。© Kevin Korff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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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停车地点应该在居民区以外，但由于车队

工作人员可能需要步行或骑自行车往来于家和

停车地点，所以也不能离居住区太远；

�� 应该选在路内停车需求低的地点。至少在重型

车辆使用的时段，其他的停车需求必须很低（

例如夜间）。

旅游大巴或客车的停车和等候区:

�� 城市旅游的热门地点可能会有大量的旅游大

巴；

�� 它们经常需要合适的地点来接送他们的乘

客；

�� 它们也需要在接乘客返回之前，选择离旅游点

距离较近的合适地点停车约30至120分钟。在

这些区域设定停车时间限制是个很好的选择。

�� 选择合适的路段（不临近热闹的街道，离繁忙

的行人交通较远）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很多

这样的旅游景点通常都在繁忙的城市中心区。

4.2 减少停车危险（道路安全最大化）

不仅在停车设计中，也在确定允许停车的地点时，

避免危险应该成为更加重要的原则。

�� 在道路交叉口附近位置禁止停车的重要原因之

一是避免发生危险。停车不应该遮挡交叉口附

近的视线（需要注意的是在低速街道上，视线

是非常近的）。

�� 停车和靠边停车必须与学校入口（或类似入

口）保持安全距离。

�� 停车或靠边停车离人行横道太近将会阻挡视

线而造成危险。根据速度不同，在地块中间路

段人行横道之前最远20米和之后10米内应该禁

止停车和靠边停车。

�� 设计安全的自行车道通常需要禁止停车。

如果精心规划，停车有时会有利于安全。

�� 精心设计的路内停车可以成为街道交通宁静

化设计的一部分，例如通过有意的收窄道路宽

度。

�� 停车有时可以成为机动车和步行道或自行车道

之间的良好缓冲，只要骑自行车者不被迫在开

车门的区域骑行，且停车允许足够的可视空间

和安全的道路交叉口设计。

出于安全性和交通通行能力，都应该让停车和路

边停车远离道路交叉口。但如果在所有的交叉口

设置统一的禁止停车距离也并不合适。适当的距

离取决于设计速度和交叉口的性质。 

 

图27：法兰克福的路内停车发挥了交通宁静化作用并且
保护了双向自行车道的车流。 
© Kersten Ögel 使用SUTP的照片库

文框9： 蒙特利尔如何化解停车位与自行
车道之间的矛盾

2005年，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市曾计划在重要的

市中心梅桑纳夫大道上修建一条重要的自行车

道。这一规划要取消300个路内停车位。以只关

注街上路内停车的视角，可能会激起报纸头条

大呼“取消了一半的停车位”。

不过政府经过统计并公布了该项目200米范围

内的小汽车停车位总数。总共达到11,000个！

把两条停车道中的一条变成受到保护的自行

车道，减少的车位少于3%。基于停车的对项目

的反对意见几乎消失。



34

可持续城市交通技术文档#14

�� 例如为了增加车道，通常要求停车和靠边停车

离主要道路交叉口进口车道至少100米（在交叉

口出口道要求稍低）。

�� 然而，在交通流量较小的支路，保障容易受到

伤害的道路使用者就成了设置道路交叉口禁停

车区的主要原则。在这种情况下，路边停车线

距离交叉口的距离可以缩小到6至15米（约一

至两量汽车空间的长度）。

4.3 统筹所有损失的路内停车

建议取消一些路内停车位往往是有争议的。可以

通过更好地理解宏观的停车环境来缓和这些争

议。

路内停车位的损失应该在所有相关的停车条件下

进行综合评估，包括附近街区的路外停车和路内

停车，而不仅仅把争议局限在损失停车的路段本

身。用更广阔的视角往往表明，损失的路内停车看

上去占有很大比重，但事实上在更宏观的停车供

给角度来看是很小的比例（见文框9 [15]）。

4.4 小汽车的停车方向

停车的方向是指停放的汽车预计面对的方向。主

要选择有平行式、斜列式和垂直式。

 [15]Michael Andersen ‘蒙特利尔如何回应开车者的
反对意见来修建自行车道‘,自行车爱好者, 2014年
4月24日, http://www.peopleforbikes.org/blog/
entry/how-montreal-built-a-bike-lane-by- 
debunking-fears-of-autoparkolypse.

2.5m

至少6m

垂直停车方向（90°)平行停车方向

 2至
2.5米至少3m

5.4至
 6米

4.5至5.5米

图28：平行式停车和垂直式停车的常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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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停车是路内停车的最常见停靠方向。

�� 这是需要街道宽度最小的选择。“停车车道”

最窄可以到2.0米，更常见宽度约为2.5米。

�� 划线的平行停车位的长度是5.4到6.0米，但是

在停车场的尽端也可以更短一些（4.5米，如果

允许倒车进入）。如果存在不允许倒车进入的

障碍物，停车位长度至少要达到7.2米。

�� 当没有车位划线时，停车容量会略有增加，一

个停车位长度平均是5到5.5米。

�� 对于平行停车，“过道区”的宽度是3米。即如

果小于此宽度，停车就会稍微阻碍行进中的车

辆。

平行方向停车的优势包括：

�� 与其他停车方向相比，在街道上呈现狭长形状

和较小的过道区。

�� 轮椅使用者进出车辆不会被相邻车辆阻挡。这

也适用于其他需要一定宽度进出车辆的人群。

�� 进出停车位时，相对更好的观察移动车流的视

线（特别是与车头向内倾斜停车或车头向内垂

直停车相比）。

平行方向停车的缺点包括：

�� 单位街道长度相对较低的停车容量

�� 司机和乘客在有车流一侧突然开门的危险。

这对骑自行车的人尤其危险（这类人群正好害

怕“被门撞”）。

与交通流方向相反的平行停车必须被禁止，因为

进出停车位时会出现危险操作。

路内平行停车可以是划线也可以不未划线的：

�� 完全未划线的：在停车管理相对较松弛的区域

很常见，这些区域通常只设禁停标线或标志；

�� 划线的停车道和划线/标志指示哪里是停车道

的终点；

�� 用矩形方框专门标记出的每个停车位。

是否选择为每个平行停车位划线是没有明确界定

的。

为停车位划线的理由包括以下几个：

�� 对一些收费机制来说是必要的，如单停车位咪

表或者按车位付费的方式（这种方式中每个车

位将使用一个编码）。

�� 将减少停车冲突和失误，比如避免车辆距离过

近，或车辆间距离尴尬不能停车的烦恼。

�� 由于有标记的停车位清楚地规定了哪里允许

停车和哪里不允许停车，所以可能会减少违法

停车。

停车位不划线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

�� 可以增加停车容量，通过不同尺寸车型的混合

停车，将每辆车占用路边停车带的长度从平均

5.5米到6.0米减少到5到5.5米。
图29：斯图加特。© Carlosfelipe P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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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从非常规的小型车停车中节省出停车空

间。

�� 适应车身较长的车型，不需要给这些车型划定

特殊的位置。

�� 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典型车辆尺寸不断变

化，确定合适的停车尺寸是非常困难的，停车

位不划线使停车空间易于与各种车型尺寸相适

应。

�� 与划线停车位相比，可以更好地与临时的停车

禁令相结合。

�� 不会由于超过停车标记线边界的不当停车而带

来冲突或争执（很多人都会表示非常不满）。

�� 与一些收费机制相适应，如越来越被认可的

最佳实践——按停车牌支付的方法（见5.4章 

节）。

需要注意的是，不划车位边界线的一个关键好处

是能够适用各种各样的车辆。这在某些国家尤其

重要。

图30、31、32、33：停车方向：平行（左上）、垂直（右上）、斜列（较不寻常的30°）（左下）、无标记线的垂直 
（右下） © Paul B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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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停车不能完全放弃垂直停车和斜列式停车。

�� 这些类型的停车方向通常涉及到停车倾角，

车辆的前面或后面相对路边有各种各样的倾

角，通常有45°、 60°、 70°、和90°（垂直停 

车）。偶尔也能见到30°和70°的情况。

�� 因为考虑到道路宽度，包括停车过道区的宽

度，它们通常不适合车速和流量较高的道路。

�� 当交通减速和宁静化是其主要目标时，这些方

向的停车就是合适的。因为这些停车方向可以

使街道变窄，有助于减缓交通。

�� 与平行停车相比，斜列式停车对大多数机动车

驾驶者来说进出停车位更加方便。

�� 在进出停车位时，人们不会暴露在移动的交通

流中。

垂直停车（倾角为90°）的物理特性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 最大化单位街道长度的路内停车位数量（每2.5

米道路停一辆车）；

�� 比其他方向的停车需要更大的道路宽度；

�� 每个垂直停车位的长度大约在4.5米到5.5米之

间；

�� 这类停车可以使防止停车事故（争执或摩擦）

区域离路边最远达到7米（约2个车道），超过

了停车区宽度本身。而划有停车线的停车位之

间的距离和允许有障碍物的最小要求宽度才6

米。

�� 如果规定为后退式停车位，这些宽度（过道和

空隙）则会更窄。

斜列式停车的这几方面的特征介于垂直停车和平

行停车这两个极端之间（在车辆所需街边长度、

车位长度、过道区宽度等方面），这些特征与停车

角度和是否允许反向停车或是否有车头方向限制

有关。

斜列式停车位和垂直停车位通常应该划停车位边

界标记线。这样可以给机动车驾驶者以引导，并且

可以禁止可能会延伸到机动车道的大型车辆使用

这些车位。

在设计停车方向时必须考虑停靠车辆超出路缘的

情况。当路边停车位与路边植栽、树木和街道设

施等的距离小于0.75米时，就会容易发生碰撞事

故。这种情况下将需要设置阻轮装置。

反向斜列式停车（也叫做后退斜列式停车）是机

动车驾驶者倒入车位的停车，相比车头先进入的

前进斜列式停车位有很多方面的优势 [16]:

�� 提高了安全性，特别是对于自行车使用者，驶

离这些停车位的驾驶者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将

要进入的交通流；

�� 从这些方向重新进入交通流比倒车进入移动

车流更方便；

�� 在车尾部装卸货物将更加远离移动的交通流，

并且可以有停靠车辆的保护。

为减少机动车驾驶者从街道对面以车头方向进入

停车，通常需要标志、宣传和执法。

后退式垂直停车有相似的优势：

�� 与车头进入的停车位相比，使过道区略有减

少。

 [16]蒙大拿自行车步行, ‘后退斜列式停车’, http://
www.co.silverbow.mt.us/DocumentCenter/Home/
View/2889 (pdf).

图34：锡比乌。© Armin Wa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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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与斜列式停车位相比，很难建立标准或者规

范。斜列式停车位的方向可以很明显地引导后

退停车，但是垂直停车位却不是这样的。

�� 后退式垂直停车是一些国家的标准要求，例如

新加坡。

让我们来比较不同方向的路内停车的空间利用

率。哪种停车方向以最少的空间提供最多的停车

位？

�� 结果可能会令人意外，每辆采用平行停车和垂

直停车的车辆所需要的平均街道面积是相近

的。

表8：不同停车方向和需要的街道面积（三种停车位的标准尺寸）

印度（来自印度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街道设计手
册）

平行式 45°斜列式 垂直式

停车位宽度（米） 2.0 2.5 2.5

每个车位占用的街道长度（米） 5.5 3.5 2.5

停车位占用的街道宽度（米） 2.0 5.3 5.0

停车位面积（平方米） 11 18.8 12.5

操作区（最窄过道区）（米） 3.0 4.5 7.0

受到影响的总街道宽度（停车区加上过道区）（米） 5.0 9.8 12.0

总面积（停车区加上过道区）（平方米） 27.5 34.7 30.0

新加坡LTA 2005

停车位宽度（米） 2.4 2.4 2.4

每个车位占用的街道长度（米） 5.4 3.5 2.4

停车位占用的街道宽度（米） 2.4 5.2 4.8

停车位面积（平方米） 13.0 18.3 11.5

操作区（最窄过道区）（米） 3.6 4.2 6.0

受到影响的总街道宽度（停车区加上过道区）（米） 6.0 9.4 10.8

总面积（停车区加上过道区）（平方米） 32.4 33.1 25.9

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

停车位宽度（米） 2.0 2.5 2.5

每个车位占用的街道长度（米） 6.0 3.5 2.5

停车位占用的街道宽度（米） 2.1 5.6 5.4

停车位面积（平方米） 12.6 19.3 13.5

操作区（最窄过道区）（米） 3.0 3.7 5.8

受到影响的总街道宽度（停车区加上过道区）（米） 5.1 9.3 11.2

总面积（停车区加上过道区）（平方米） 30.6 32.4 28.0

注：在数据源中给出范围要求时，选择了中等停车场的最小尺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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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赢家”取决于具体的地方停车位尺寸标

准（如表8所示）。

�� 角度在0~90°之间的斜列式停车比平行停车和

垂直停车的空间利用率都低。不论我们仅考虑

停车位本身还是包括了操作区/过道区。

�� 例如，根据印度的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的

街道设计手册，平行停车的平均空间利用率略

高。然而，如果使用新加坡的标准，垂直停车的

空间利用率则是最高的。如果使用澳大利亚的

标准，如果只考虑停车区，平行停车的空间利用

率最高；如果考虑操作区或最小过道间隙，垂

直停车则是最有效率的。

不要混淆停车占用的空间问题与停车占用的街道

空间的问题。

�� 占用的街道宽度，通常是以交通流为主导的视

角探讨的。

�� 三种停车方向的停车占用的最小街道宽度如表

8所示。

�� 从以交通流为主导的角度来说，平行停车是绝

对的赢家。

4.5 服务车道内停车

在某些情况下，包含有服务车道的主干道设计是

一个强有力的设计选择。这种设计有时候被称为

多功能大道 [17]。

在这种设计中，通常停车是包含在服务车道而不

是在主要车道内。这种服务车道应该被设计成低

速环境。

尽管看起来服务车道（其中包含停车位）不必要地

占用了道路空间，但是有几个因素使得这个选项

值得认真考虑 [18]:

�� 这种设计特别适合需要发挥重要交通作用的

道路，同时还必须提供建筑物出入口和高质量

的行人环境。

�� 在成功的多功能大道，两种道路角色的设置通

常比未分割的单一道路设计提供更好的服务。

�� “失去”一条机动车道来建造服务车道，并不

会如你想象的那样对交通造成显著影响。由于

 [17]Jacobs, Allan B., Elizabeth Macdonald, 及 
Yodan Rofe. 林荫道手册. (剑桥, 硕士: MIT 出
版社,2002)。 

 [18]ITDP 印度,‘更好的街道，更好的城市：印度城市
街道设计手册’(2010), https://www.itdp.org/
better-streets-better-cities.

图35、36：法国的图卢兹和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的服务车道停车。© Andrea Broaddus和Paul Barter选自可持续交

通项目照片库（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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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与其他路边活动，最外侧车道的通行能力

往往会降低，特别是在该车道经常有行人的情

况下。设置服务车道可以很好地把大部分这些

活动造成的摩擦隔离到机动车道以外。

�� 服务车道为行人拓展了步行空间（可以与低速

车辆共享）。这种服务车道的停车区通常靠交

通一侧的效果较好，而不要设置在建筑一侧。

这种停车区可以作为机动车道和对行人较安全

的低速服务车道的缓冲区。

�� 服务车道本身比人行道的其他部分更不容易被

占用，如被商贩占用等。

�� 一些城市发现从垂直停车或斜列式停车转换

到平行停车很难实施。在服务车道内包含平行

停车位是一种有引导力的设计。

服务车道的最小宽度取决于停车方向。停车最小

的停车通道宽度是：

�� 平行停车：3~3.6米；

�� 30°斜列式停车3~3.6米；

�� 45°斜列式停车3.5~4.2米；

�� 60°斜列式停车4.5~4.8米；

�� 垂直停车6.0~7米。

如上所示，不建议服务车道的停车方向倾角超过

45°，因为这种停车方向需要更宽的服务车道。

4.6 路内停车和无障碍设计

很多法律不要求路内停车必须提供无障碍设计。不过这里提

供了几条改善设计的原则。

�� 在没有特别指定无障碍区域时，垂直式或斜列

式停车需要更多的无障碍车位，因为停车空间

通常不够完全开启车门后在车辆旁边停下轮椅

或两轮车。

�� 平行式停车不需要为轮椅使用者特别指定无障

碍停车位，但是无障碍设计仍然有好处。

�� 指定的轮椅无障碍停车位需要特别注意不受

到路缘、街道设施或附近的车辆的阻碍。

�� 必须精心选择这些车位的位置，特别重要的是

要接近路缘坡道。

�� 关于位置选择和设计要咨询当地的残疾人机

构。并参考相关的设计和地方介绍。

�� 如果停车管理不能成功地保证有足够的空位，

为残疾人指定路内停车位就非常重要。在这种

情况下，为了保证轮椅使用者可以使用设计完

善的路内停车位，指定特别停车位成为了必要

事项。

图38：斯图加特的指定残疾人停车位。  
© Kevin Korffmann

图37：巴特温普芬的指定残疾人停车位。

© Kevin Korffmann

在第5章，我们将会讨论残疾人驾驶者的停车费和

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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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摩托车路内停车

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摩托车（二轮机动车）保有量有

很大不同。即使摩托车在城市中发挥的作用不大，

也不应该忽视摩托车的停车问题。

主要问题包括：

�� 摩托车路内停车位的选址和布局；

�� 为这些车辆预留多少停车空间；

�� 是否为每个停车位划分停车标线；

�� 如何设计摩托车停车位。

最常见的两种设计较好的路内摩托车停车位的选

址是：

�� 在靠近道路路缘的一侧（通常也是设置路内停

车位的地点），安排垂直于路缘的摩托车停车

位。我们将其称之为路内摩托车停车的“路边

车位”。

�� 在路边靠近地块或建筑一侧的指定区域。最常

见的是将其安排在主要人行道和路缘石之间（

在这个空间树木、植栽、交通指示牌或其他街

道设施之间或附近）。我们称其为路内摩托车

停车的“人行道车位”。

在如上选择摩托车停车位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包括：

�� 每个选择都需要合适的位置，不论是人行道还

是路边空间。

�� 行人的安全和便利通常是首要考虑因素，因此

经常会排除人行道选项。

�� 停车位置必须保证行人可以穿过它到达街道。

如果不能通过路标和设计保证合适的间距，即

使摩托车的路边停车位也可能妨碍行人过街。

�� 当摩托车需要沿着步行区骑行或者穿过步行区

才能到达停车区时，人行道停车就不是合适的

选择。

�� 路内摩托车停车更容易与汽车的平行式停车结

合，因为摩托车的垂直停车长度与平行式停车

的宽度大致相当（2.5米）。

�� 在一些城市，路内摩托车停车位并不常见，这

就需要良好的设计和标识保证汽车用户（和其

他人）注意到给摩托车预留的位置。

摩托车往往需要明确指定的路内停车空间：

�� 如果没有指定的摩托车停车位，通常会引发冲

突，造成摩托车到处违法停车。摩托车用户经

常为不能停靠在汽车专用停车位感到有压力，

特别是在摩托车用户比汽车用户的社会经济地

位低的国家。 

�� 对于人行道停车位，显然需要特别标记摩托车

停车位，以防止摩托车停车造成妨碍。

�� 如果不在路边特别标记摩托车停车位，那么标

志或法规应明确允许摩托车可以在车辆使用的

日常停车区停车。

图39、40：台北的路边及人行道摩托车停车。© Paul B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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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可能的话，摩托车停车需要通过路缘延伸

或者其他设计元素保护其远离交通带来的危

险。摩托车用户容易被撞，并且容易在进出路

边停车位时经历危险。

按照每辆车或每人占用面积，摩托车停车通常要

比汽车停车的空间利用率要高得多。根据停车标

线尺寸或摩托车的停放间距不同，一个汽车停车

位通常可以停约5~10辆摩托车。

在划分摩托车停车位时，应分配相对于汽车停车

位数量合理的比例（除非有明确的政策限制摩托

车的使用）。这意味着要与停车需求成比例地安

排摩托车停车位，使摩托车停车位与汽车停车位

相比，不会明显地过于饱和。

图43、44：与汽车停车相比，摩托车停车的空间利用率更高。 © Paul Barter

图41、42：日惹。 © Manfred Breitha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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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划定每个摩托车停车位的标线吗？

�� 通常摩托车停车位不需要划分单个车位的停车

边界线。

�� 可以用宽为2.5米的垂直停车位标线作为摩托

车停车区域的外边界线。

�� 在一些小型摩托车出行比例高的城市，在停车

收费条件允许时，不划线停车位比划线车位允

许停靠更多的摩托车。

�� 在停车高峰时段，摩托车停车变得很拥挤，存

取摩托车都变得非常困难。

�� 然而，一些地区确实为每个摩托车停车位划

线。这是出于某些收费方式的需要，如按车位

收费。

�� 按照当地摩托车的最常见尺寸，摩托车停车位

的典型长度是2.4~2.5米，宽度在0.8~1.5米之

间。

�� 摩托车停车位的方向应垂直于路缘。

非常大的摩托车应该被允许停放在汽车停车位，

这样也应支付与汽车相当的停车费。

4.8 自行车路内停车

自行车停车与摩托车停车有一些相同点。例如即

使在自行车使用率较低的城市，也不能忽视自行车

停车问题。与摩托车停车类似，自行车停车的空间

利用率也非常高。

但是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

�� 自行车非常容易被盗（即使锁在一个固定物体

上）。安全的自行车停车将对自行车使用的普及

产生重大影响。

�� 路内自行车停车通常需要锁在一个固定的物体

上，否则就需要严密的看管。

�� 如果要保证自行车的安全，大部分的路内自行

车停车需要设置停车“桩”（自行车停车设施）

。如果不提供这些设施，自行车用户会倾向于

将其自行车固定在其他可用的街道设施上，从

而可能带来一些其他问题。

�� 治理自行车停车混乱很困难。

�� 在需要集约管理和设计的繁忙的大型公共交

通车站，自行车停车需求会非常大。如果自行车

需求足够大，将有必要建设大容量的自行车停

车场。

自行车停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空间利用率比小汽

车高。占用的空间甚至比小型摩托车的还要少：

�� 利用先进的停车桩，一个汽车停车位大约可以

停靠8辆自行车；

�� 在有专门看护人员的情况下，自行车停放可以

更紧密些（每个汽车停车位最多停约12辆自行

车）。

与摩托车的情况相同，主要的停车地点是人行道

和路边。

人行道自行车停车是最常见的：

�� 人行道自行车停车的位置和设计有很多具体的

选择；

�� 小范围的自行车停车可以挤进不同的地方；

�� 要特别注意不造成障碍（包括视线障碍等）或

者对行人特别是残疾人造成危险；

�� 通常自行车停车位要设置在主要的人行道和路

边。自行车平行停车需要的路侧安全距离为0.6

米；

�� 在宽阔的人行道上，自行车停车位可以垂直于

路缘。除此之外，自行车停车位通常都是平行

于路缘且呈单行排列；

�� 路缘的扩展区常常为自行车的停车创造空间，

同时也不影响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

自行车的路边停车不太常见但也是可能的选择：

�� 配备有自行车停车桩的路边自行车停车区被称

为“自行车围栏”。这在自行车停车需求很高的

城市越来越多地被普及；

�� 可能需要路缘扩展区或其他障碍物来保护自行

车停车区；

�� 上面提到了人行道停车的路缘扩展区，但对于

自行车停车围栏或路边扩展区的自行车停车实

际上也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路边的位置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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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位置包括道路中间区域，也可以作为自行车停

放区，但是非常少见，在此不加以讨论。

无人看守的路内自行车停车位最好设置在路人、

店主或者其他街道使用者尽量多的视线所及之

处，这样便于实现社会大众的监管。

自行车停车设施（自行车停车桩）可以有多种形

式。

�� 避免安装老式的插入一个车轮的“自行车停车

架”。这些装置会损坏自行车轮毂，并且安全性

较低；

�� 可以选择“倚靠桩”。每个这样的立桩可停放

两辆自行车（每侧一辆）。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和

框架都可以锁定到立桩上。要详细参考高质量

倚靠桩和它们的安装地点、方向和间距。

�� 倚靠桩有很多种形式。比较常见的是环形立桩

和倒立U形桩。

图45、46：哥本哈根人行道自行车停车和牛津路边自行车停车。 
© Andrea Broaddus选自可持续交通项目照片库（Flickr）

图47、48：伦敦和阿维尼翁的高质量自行车停车桩。 © Andrea Broaddus选自可持续交通项目照片库（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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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自行车停车的监管：

�� 在自行车使用率高的城市的拥堵区域，对路内

自行车停车监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特别是在

收入相对较低且自行车看管人员的工资不太高

的城市，

�� 看管人员的工作量很大，因此需要足够的空间

和合理定位并且划分区域以避免妨碍行人。

�� 有人看管的自行车停车区（少量收费）长期以来

在中国城市交通繁忙的区域普遍存在。

4.9 引导性的停车设计

“引导性”的停车设计使停车方式更加明确，从

而使司机不太容易违反政府管理部门的相关规

定。因此，精心设计停车可以减少执法活动的必

要性。

引导性的停车设计实例的要点包括：

�� 确保服务车道宽度在5.5米以下，使平行式停车

成为其唯一选择，自然防止了斜列式或垂直停

车；

�� 设置防止车辆停在人行道或路边人行道的隔离

柱。应该避免抬高路缘的方法，因为这会妨碍

行人，特别是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

�� 隔离柱、路缘、低栏杆以及其他物理障碍可以

防止汽车停放在自行车停车道；

�� 路缘延伸是防止停放车辆离小型十字路口太近

的引导性策略，同时也通过改善行人视线和减

小穿过距离提高了过马路行人的安全性，并且

为街道植栽提供了空间。

�� 在狭窄的街道上可以通过设置中央隔离带或限

制每个方向的行车道在3米左右宽度，来禁止

停车，同时防止超车。停车区也使机动车较难

通过而限制了临时停车。这种措施可能需要使

用隔离柱来禁止人行过道附近的停车或临时

停车。

图50：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以引导性的设计防止不当停车。 
© Andrea Broaddus选自可持续交通项目照片库（Flickr）

图49：曼谷对摩托车和自行车的看管。

 © Stefan Ba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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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停车道的树木可以为停车车辆遮阳，减少在

炎热季节温度，也可以防止汽车占用人行道停

在树荫处。

不过要注意避免这些设计妨碍到其他的街道使用

者，例如轮椅使用者。

限制车辆停泊进行上下客的设计特点有：

�� 为达到这种效果，新加坡广泛采用街边植栽，

但是这种方式需要很多维护成本。

�� 路缘设置栏杆有时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不过

需要注意避免危及行人或过度地限制行人活

动。

4.10 保证交通通畅可以作为特定地点和 
 时间禁止停车的理由

保证交通通畅并不总是取消路内停车的原因。

不过在道路设计中，在优先考虑道路通行能力的

道路上，当在特定路段和时段交通通行能力受

限，且当路内停车成为束缚通行能力的重要因素

时，禁止停车会是一个较好的理由。

在交通通行能力不是街道的主要功能时，通常没

有理由从交通流角度出发禁止路内停车。

甚至在重要的交通干道，如果路上有很多足够通

行能力，禁止停车也可能没有意义。

交叉口通行能力通常是道路通行能力的制约因

素：

�� 因此要区分交叉口附近地点和道路中间路段 

（离交叉口较远的路段）。

�� 无论交通通行能力是不是该道路的重要目标，

保证停车远离交叉口。

�� 往往道路交叉口通行能力才是道路通行能力的

制约因素，因此禁止道路中间路段停车通常不

会对交通通行能力有任何改善。

�� 如果中间路段停车确实阻碍了道路通行能力，

往往产生的原因是停车管理薄弱，导致了并排

停车和其他的停车饱和问题。这些可以通过改

善停车管理来解决，而不是禁止停车。

图51：在中国深圳的这条街道上禁止中间路段停车可能不会增加交通通行能力，因为交叉口通行能力才是主
要限制因素。 © Paul B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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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时段交通拥堵严重的地点，可以选择限时

禁止停车：

�� 高峰时段禁止停车（“畅行道”）是在拥堵时段

交通流量相对较大的方向上禁止路边停车。这

适用于在高峰交通时段拥堵，而在其他大部分

时间有闲置通行能力的主要交通干道。畅行道

的执法经常要使用到拖车，因为即使只有一辆

违法停车也会抵消掉其益处。

�� 另一种做法是禁止白天停车，只允许夜间时段

停车。这适用于有重要交通功能、穿过某些高

密度居民区或功能复合区域的道路，并且夜间

的居民停车需求大于白天。例如在新加坡，路

边单黄线仅允许在夜间7点到早上7点之间停

车。

交通速度也是决定是否允许停车的关键因素。

�� 路内停车要求较低的车行速度，除非设置明显

的缓冲地带。

�� 如果行驶车速达到50km/h或者更高，那么允许

路内停车就会出现严重的安全隐患。

�� 不过世界上许多城市在限速50km/h甚至是60 

km/h时，仍然存在路内停车。

4.11 应该完全禁止路内停车吗？

许多地方的交通管理者认为道路的作用是车辆通

行，所以根本不应该在道路和街道上设置停车位。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要复杂的多，简单地禁止一切

路内停车不一定是明智之举。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停车政策发展的关键人

物——Miller McClintock推动了美国的路内停

车禁令。他认为这将促进收费合理的商业化路外

停车的发展 [19] 。

日本的经验表明（文框10），McClintock的主张有

其可取之处。然而对大多数城市来说，现在开始

实施这项规定为时已晚，而且这么做也非常困难。

纽约市区曾试图禁止过夜的路内停车，但由于面

临大规模的反对，这项规定在20世纪40年代被废

 [19]引用Shoup, 高成本, 2005, p. 492-493

除 [20]。城市宽阔的街道吸引了路内停车，全面禁

止停车看上去并不合理。

对完全禁止路内停车也存在反对意见。

�� 相比露天的路外停车，路内停车的空间利用率

更高，因为它不需要专用通道或转向区域。

�� 从4.1章节可以看出，如果道路的交叉口是交通

流的阻碍因素，且有较好的停车管理，在道路

的中间路段的停车是不会影响交通流的。

�� 路内停车本质上是公共停车，比私营停车更有

效率。任何禁止路内停车的区域都要保证该区

域有足够的公共路外停车位供临时访客使用。

�� 此外，路外停车总是需要专用进出车道，而每

个车道都会影响人行道，危及行人，占用行人通

行区域。

�� 路内停车可以与各种高质量的街道设计方案相

结合。

�� 如果长时间允许停车后又提出禁止停车，将可

能会增加补贴路外停车和提高最低停车位标准

的政治压力。例如在2012年，印度尼西亚巨港

市的一条重要的购物街实施停车禁令，促使当

地政府急需寻找增加更多路外停车的办法。 

 

 

 

 

 

 

 [20]参见三篇博客文章: ‘夜间路边停车何时非法’ 
(2012年9月4日), http://capntransit.blogspot.
sg/2012/09/when-overnight-curbside-parking-
was.html,‘如果打破夜间停车禁令’(2012年9月10
日) http://capntransit.blogspot.sg/2012/09/
how-overnight-parking-ban-broke-down.html,
及‘纽约20世纪40年代的免费停车权利’(2012年9月
12日) http://capntransit.blogspot.sg/2012/09/
the-right-to-free-parking-in-1940s-n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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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沟通和引导：标志和标线

机动车驾驶者需要简单易懂的指示信息，来引导

其合理选择停车方式。

大多数传统的停车信息沟通和引导是以道路标

线、路边标线和交通标志组成的。

每个地方政府必须给机动车驾驶者传达重要的停

车规章信息，明确指出政府鼓励的、允许的以及禁

止的停车行为。标线和标志是其主要的工具。

混淆或误导的标志或标线会妨碍执法，降低执法

的接受度，甚至会面临法院的异议。

在上述章节中我们看到优秀的设计通常可以明确

鼓励正确的停车行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还需

要进一步的沟通。

“正面”停车标志明确地指示哪里可以以什么条

件停车。“负面”停车标志和标线则指出哪里或何

时段停车被禁止，有时也存在例外：

�� 在集中停车管理的区域或街道，正面和负面的

停车标志和标线都很常见，因为在这些区域停

车规定可能会较复杂，每个地点有不同的具体

状况，因此标志就必须非常清晰和明确。

�� 在没有集中停车管理（参见3.3章节）的区域或

街道，简单的负面停车标志和标线往往就足够

了。

图52：华盛顿的一个混淆的停车标志。 
© Manfred Breithaupt

文框10： 日本禁止路内停车的经验

日本1957年颁布的停车法全面禁止了所有的路

内停车（尽管有一些临时的豁免条款，仍然执

行至今）。这部法律是日本刚开始面临汽车保

有量高速增长时出现的。一些街道上确实存在

设有停车计价器的停车位。不过过夜的路内停

车被全面禁止。

日本“停车许可”的法律作为夜间路内停车禁

令的补充，更方便了路内停车禁令的执法。交

通警察发现夜间的路内停车车辆将会拖走。夜

间停车禁令让违反“停车许可”法律的行为无

立足之地。没有停车位的车主必须设法租赁附

近的停车位。

这些政策已经为居民和白天停车者开辟了欣

欣向荣的路外停车产业。由于没有路内停车

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的城市停车

位就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也避免了大规模的停

车设施投资。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城市次要街道非常

狭窄，这使停车禁令看起来非常合理。而较宽

阔的道路则只被赋予交通通行功能，而非停

车。不过一些日本停车专家认为，在不影响中

间路段通行能力的前提下，日本可以在适当的

道路上允许更多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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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标志有时传达了适用某些特定规则的专用停

车区域，如划定居住区停车证区域的界限。

道路标线和路边标线常用来传达以下信息：

�� 停车位标线表明正确的停车位置和方向；

�� 任何时段禁止停车；

�� 某些时段禁止停车（如高峰时段、仅白天或仅

夜间等）；

�� 禁止停车或临时停车；

�� 此处到拐角或十字路口处禁止停车；

�� 每个车辆的停车位边界；

�� 停车资格限制（例如为残疾人预留的停车位)。

道路标线有时用于传达其他信息，如收费价格。例

如在新加坡白色停车位标记和黄色停车位标记表

明了两种路内停车收费价格。不过这样就妨碍了

收费设置的灵活性。

道路标志通常传达以下停车信息：

�� 任何时段禁止停车

�� 某些时段禁止停车（如高峰时段、仅白天或仅

夜间等）；

�� 禁止停车或临时停车；

�� 某点到拐角或十字路口处禁止停车；

�� 时间限制；

�� 允许停车或禁止停车的时段；

�� 允许停车的车辆类型；

�� 停车资格限制（例如仅持有居住许可的人等)；

�� 拖车区（非法停车会被拖走的区域）；

�� 收费信息（价格、收费时段等）。

通过标志和标线进行有效的沟通往往并不容易，

并且还容易被轻视。地方上专门设计标志的努力

通常达不到效果。使用国家层面的标准化设计，并

且获得专业的帮助通常效果更好。

实现标志清晰易懂的重要因素：

�� 保证标志越简单越好。这项原则特别适用于需

要在驾驶中或远距离注意到的标志。但是简单

原则对所有标志都很重要；

�� 对标志的任何歧义进行检查和测试；

�� 使用标准化的符号；

�� 如果标志中含有文字，使用易懂的文字；

�� 关注于行动而不是信息。换句话说，标志应着

重表达要求或禁止的行动。避免只有信息的

标志，通常这类标志是不必要的并且会引起混

淆。

�� 谨防随着时间（随法规的修改）而增加标志的

复杂性；

�� 避免大量标志，导致街道混乱和分散关键信息

的注意力；

�� 谨防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越来越多类似的混

乱标志。

�� 如果标志和标线变得复杂并且容易造成误解，

考虑简化规定！

复杂的标志特别适用于这些情况：

�� 部分时段禁止停车；

�� 停车资格限制；

�� 部分时段的资格限制！

�� 复杂的价格体系；

�� 必须使用多种语言的情况。

在驾驶者相关决策地点的标志和标线必须传达的

信息：

�� 标志和标线的目标是影响机动车驾驶者的决

策；

�� 所有这类标志和标线选址和设计的目标，是对

机动车驾驶者做出相关决定的时间和地点产生

影响；

�� 例如，在机动车驾驶者开车寻找停车位时，机

动车驾驶者可以注意到这些标志或标线，并且

标志或标线传达出是否（和何时）允许停车。它

们必须足够醒目并且在行车过程中简单易懂。

�� 希望在停车后读到的信息，例如收费细节，必

须位于驾驶者决策时能注意到的位置。

上级政府的标准和指导可以大大缓解标志和标线

的规划任务。

�� 国家或州/省政府更有能力和法律权威建立标

准。永远谨慎应用这些标准，并且要结合当地

具体情况，而不是盲目地应用。

�� 只有精心设计并且质量较高的标志和标线才有

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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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城市设计自己版本的标志和标线效率低

下、容易造成混乱并且不能保障质量。

�� 标志的标准也可以通过专业供应商的大规模生

产降低成本。

如果你的国家没有这样一套高质量的停车标志和

标线体系，或者标准中不包括你的特定需求，那么

你可以参考其他国家优秀的标准。

为机动车驾驶者设置停车指示标志是另一种形式

的停车信息指引。

�� 停车指示牌提供机动车驾驶者哪里可以找到停

车位的信息。

�� 最简单的停车指示牌可以静态地指导司机找

到路外停车位，或指出拥堵程度低的路内停车

区。即使这种简单的指示也可以帮助司机找到

不太显眼的停车位。

�� 停车指示牌也可以显示附近停车场实时停车位

空缺的数字标志。类似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智能

手机应用或类似方式进行传播。

停车指示牌有利于引导路内和路外停车设施的使

用。通过增加司机的灵活性和引导其停车位置的

选择，停车指示牌有助于提高各种停车管理工具

的有效性。

直到最近，大多数的停车指示牌是为了提醒司机

注意路外停车设施选择。如今指引司机到路外停

车场的电子停车指示牌在很多城市都很常见，如

欧洲的很多城市、日本和中国的城市。

停车指示牌也可以引导选择路内停车设施。这是

停车指引未充分涉及的用途。

最近路内停车的可选择性已经成为一些停车引导

系统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通过智能手机软件或车

辆GPS获取相关信息。

图53：北京电子停车信息牌。© Carlosfelipe Pardo

选自可持续交通项目照片库（Flickr）

图54：巴黎。 © Andrea Broaddus 图55：哥本哈根。 © Andrea Broadd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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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理配给路内停车位的管理工具 

繁忙地区的路内停车需要进行配给，以避免免费

停车造成随意停车的混乱（见文框11）。

公共路内停车配给的主要方式有：

�� 时间限制；

�� 优先停车或预订车位（停车许可）；

�� 收费。

对具体情况的调研或对问题的分析应该成为决定

配给方法的前提（见第7章）。不同的方法可能分

别针对不同的地点和问题。有时会使用这些方法

的组合。

对许多区域来说（特别是综合商务区），收费是主

要推荐的方法，而且本章主要阐述的也是收费。

然而在本章的结尾也有一些其他非收费方式的建

议，如时间限制。

5.1 路内停车收费简介

无论什么情况下，一旦路内停车因需求过高而需要

路内停车管理，就应该考虑停车收费。

在路内停车的所有配给方式中，到目前为止收费

是最有效、灵活和有力的。

选择路内停车收费作为停车管理工具，主要是因

为它的作用有力并且功效多样。 

路内停车收费最先在80多年前美国的俄克拉荷马

城应用。当时唯一的目的是阻止当地雇员（总是较

早到达）占用零售商店前的重要停车位 [21]。成本

回收或税收都不是主要目标，它们仅仅只是该项

措施的副产品。

路内停车收费作为停车管理工具，适用于任何具

备停车管理能力（不论能力强或者弱）的城市。

 [21]美国联邦公路局(FHWA)，当代停车收费方法：入门
(2012), http://ops.fhwa.dot.gov/publications/
fhwahop12026/sec_2.htm, p.3

文框11： 未管理的路内停车是一种公共
财产资源

路内停车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财产资源”。它们

的管理问题有点像很多饲养牲口的牧场主对共

有牧场的管理。

就像牧场没有任何限制地开放给所有的牲口所

有者，未经管理的路内停车是向公共开放的公

共财产资源。

与公共牧场相同，在城市繁忙区域向公众开放

的路内停车被过度利用的风险很高。它们的使

用应该以某种方式进行配给和管理。

停车收费是一种有效、有力和灵活的配给方

式，但是由于普遍的反对意见，社区通常希望

有替代的方案。

这些替代方案包括：

�� 时间限制是最常见的替代收费的合理配给

方式；

�� 限定特定人群使用（例如仅供居民使用停

车区）；

�� 给特定的群体优先停车权（例如通过居民

许可证），而对其他普通公众则采用其他

的配给方式。

公共路内停车不太常见的方案有：

�� 在小型社区内开展内部讨论并制定规范（例

如在小型社区内部达成关于内部道路上停车

方式的不成文协议）。但是这对向公众开放

的路内停车位不适用。

�� 停车位的个人所有权。这在某些情况下，例

如某些国家的公寓区内部很常见。这些个人

所有者有时会将车位出租给其他人。但是这

对路内停车来说，并不是可行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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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慕尼黑。© Andrea Broaddus

停车收费的关键优势在于：

�� 收费的配给方式比其他的方式更有力且有效。

�� 停车收费可以促进人们改善停车行为，例如

使全天停车的员工转移到远离购物街道的位

置。

�� 路内停车有助于弥补停车管理系统的管理成

本。这与仅产生净支出的非收费的停车管理方

式（例如时间限制）形成对应。路内停车收费（

包括罚款）甚至可能产生收入盈余。

�� 收费可能引入市场反应。这有助于使停车系统

更适应当地条件的变化。它同时也传递了解决

问题方案的市场信号。

表9较具体和理论地概括了不同收费的目的，并且

强调了它们与路内停车的相关性（或者缺乏相关

性）。它们都有一定的相互关联，但是最后两行在

路内停车管理中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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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停车收费的目的及其与路内停车的相关性

收费的目的 解释 与路内停车的相关性

私营市场和利润最

大化

市场定价策略是盈利，但是受制于

竞争。收费定价应该能够反应市场

的供需关系。

这与路内停车不直接相关。然而，如果路内

停车收费是以停车管理为目标（见下文），

其价格设定就不能损害路外停车业务（见

下文）和（或）与市场价格同步。

增加财政收入 政府需要合法的财政收入。所得税、

商品税或服务税等是财政收入的主

要来源。停车用户收费作为服务费

也是合法的收入来源，但是如果不

是紧密地与明确目标关联，该项收费

可能会被视为隐性税收。

将路内停车费看做是隐性税收，并以增加

财政收入为主旨，这样的设定对公众接受

路内停车费是有害的。但如果停车收入被

用来资助地区项目，则此问题可能得以缓

解 ，比如改进道路、推进自行车共享计划

或者投入地区公共交通。

回收成本 回收成本是市场化商品和非市场化

商品收费的重要目标之一。如果法律

将用户收费的目的限定为仅仅是回

收成本，可能会出现与其他收费目标

的冲突（如配给）。

狭隘地只关注成本可能削弱路内停车收费

的支持率，因为路内停车不需要太多新的

投资。机会成本确实存在，但是大多数人

会忽略这一点，所以他们不认为回收成本

是路内停车收费的理由。

为了避免公共部门

供应商削弱私营

企业

当私营部门和政府都提供同一项服

务时，公共部门应该避免定价，这么

做可能不公平地削弱同一行业的私

营企业。

对路内停车免费或低价收费将损害路外

停车场的经营。这是政府必须干预停车供

给的理由之一（与停车需求一起）**) 。以

路内停车管理为目标的收费可以避免这一

点。

定量配给需求（作

为政策或管理工

具）

非市场化商品的收费水平可以被明

确地用来调节需求。谨慎合理的各

种价格调整可以作为影响消费者决

策的工具。

管理路内停车需求（停车水平、时间和地

点）是设置路内停车收费的最有用的目标。

换句话说，停车管理应该成为主要目标。

市场反应（即使没

有企业参与）

当非市场化商品被用作管理工具（

见上文），市场反应就会出现。通过

设定基于客观标准的价格或者通过

创造市场进程（例如限额交易市场）

都可以实现市场反应。

通过“需求反应”或“绩效”成本可以把市

场反应引入到路内停车管理定价和需求管

理中。这通常在设定价格时，要预设相应的

目标车位占用率（一般是70~85%）。

**)  这一观点可以在Paul Barter的文章中找到,‘没有停车配建要求的路外停车政策: 需要市场支持和规范?’,

交通回顾, 30 (5), (2010) 571-588. http://dx.doi.org/10.1080/01441640903216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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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取缔非正规收费和违法收费

根深蒂固的非正规停车收费，是很多停车管理系

统较薄弱的城市推行停车收费系统改革的一大障

碍。不过这种现象也恰恰证实如果不存在有效的

合法收费体系，其结果往往不是免费停车。

在合法停车收费缺失或不足，但停车需求又很高

的情况下，非正规收费的情况经常出现。

�� 在很多这样的情况下，非正规的收费活动完全

是非法的，但是却被容忍。例如，这种情况存

在于很多拉丁美洲城市，包括波哥大（所有的

路内收费都是非正规的）和大多数的墨西哥城

市。

�� 有时非正规收费也一定程度地被管制，例如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 [22]。

 [22]Ríos Flores 等, 实践手册

�� 有时犯罪活动就存在于官方收费系统的表面

下。很多印尼城市因为其特殊的收费系统（停

车收费外包给个人而不是公司），导致这种情

况极为普遍 [23]。

�� 其他一些看上去正常的外包服务却存在腐败贿

赂的情况。据说这种情况存在于印度和中国城

市的各种停车收费外包合同 [24]。

 [23]Paul Barter, 印度停车‘黑幕’, 2012年5月, 
http://www.reinventingparking.org/2012/05/
gangsters-in-indonesian-parking.html

[24]例如参见, Wang Xiaodong, ‘北京停车费不足’, 
中国日报（China Daily）, 2015年1月6日, http://
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5-01/06/ 
content_19246442.htm

Fig. 57, 58: Semi-formal parking fee collectors in Jakarta and Palembang, Indonesia. © Paul B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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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地方路内停车收费很难被有效地用作停车

管理工具。

对这些城市来说，改革路内停车收费制度是极为

迫切的。这可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但也必须尝

试：

�� 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成为这种收费系统改革

的障碍。据报道，雅加达在第一次尝试安装停

车计价器后由于被暴徒砸毁而不得不停止。在

2005年，印度尼西亚的交通与发展政策研究所

（ITDP）的研究报告表明，停车服务背后的“利

益”是反对日惹市马里奥波罗区改革的强大反

对力量 [25]。

�� 然而，只要有决心，大大改善停车收费系统是可

能的。即使存在这些障碍，一些城市仍然引进

了正式的收费系统，包括：墨西哥的EcoParq停

车收费项目；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印尼的万隆（

最近安装的停车计价器）；印度的钦奈等。

�� 有时非正式的服务并不是严重的障碍，并且很

容易从新的正式收费系统中被取缔。然而，在

这种情境下定价机制需要有一定的弹性，以防

存心的破坏。

�� 有时可能需要现有的非正规收费者参与，并使

他们加入更加有力且透明的系统。例如，印度

尼西亚的巨港市的改革建议（目前处于搁置状

态），将雇佣现有的停车收费者和他们的“保

护者”作为新的透明的停车管理系统的正式员

工。

�� 为避免正规部门的承包费用中存在腐败，还需

要建立一个完善的采购系统（通常作为加强停

车管理的一部分）。这可能并不容易，但却是可

能的，特别是在有高层和公众参与的情况下。

5.3 尽可能提高收费的接受度

如果机动车驾驶者已经习惯不受监管地停车，当

任何形式的停车配给成为必要时，他们会变得非

 [25]ITDP,‘日惹步行化: 马里奥波罗分阶段转型’,(2005
年12月1日) https://www.itdp.org/pedestrianiza 
tion-in-yogyakarta-transforming-the- 
malioboro-one-step-at-a-time

常失望。可能路内停车收费比其他配给方式更容

易吸引更多的反对：

�� 增加停车费被机动车驾驶者认为是直接花费，

特别是当其没有明确的受欢迎的理由时。

�� 如果停车一向免费，引进停车收费对公众来说

显得尤为痛苦。旧金山和西雅图在已有停车收

费的地区实施需求为导向的收费系统时几乎没

遇到阻力，但是在将收费扩展到新的地区和时

段时（如星期天和晚上时段）遭遇了激烈的反

对 [26]。

�� 当收费不公平并且伤害低收入人群时，通常会

引起不满（见下文）。

�� 重要公共服务的收费趋向于减少低收入人群

的纳税金额。停车收费有时被认为是类似的。

�� 反对收费的情绪有时来源于认为政府提供的

服务应该永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

�� 如果附近区域仍没有收费，可能会有不公平的

呼声（不管这些区域是否需要收费）。

�� 当然，与其他收费相比，所有政府征收的费用

将面临特殊的政治审查（例如私营部门的市场

价格）。政府收取的价格容易引起民粹主义风

潮，路内停车收费也不例外。

基于公平的出发点，停车收费应该得到更强大的

支持：

�� 与其他商品费用相比，例如车辆、服装和食物

等，路内停车收费并不存在任何不公平。

�� 事实上，在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国家，拥有汽车

的家庭主要是平均收入以上的家庭。在这种社

会中，汽车实际上是奢侈品，因此针对汽车用

户收取停车费比起食物或服装等的收费更加

公平。

�� 停车收费的替代选项在某种程度上，比收费更

不公平。

�v停车管理薄弱又没有停车收费，可能导致街

道混乱、道路危险和拥堵。这些现象严重地

 [26]Paul Barter,‘西雅图道路停车收费向智能化
迈进。是否足够智能？’,停车再利用网站, 2014
年8月5日, http://www.reinventingparking.
org/2014/08/seattle-street-parking-pricing-
ge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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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减少路内停车收费的反对意

见：

�� 提高路内停车收费接受度的重点是确保其主要

目标是服务停车管理。这必须不断的重复并且

不只是停留在口头。

�� 引入收费系统或者其他重要的收费改革后，确

保路内状况有显著的改善。如果仅是微小的价

格上涨，即使在改革后仍然存在停车饱以及秩

序混乱，收费调整就是失败的。

�� 确保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条件得到改善，因为他

们有权否决政策调整。当地居民、当地企业和

业主是受到影响最多的群体。如果关键群体是

满意的，来自部分机动车使用者的不满可能就

并不重要了。

�� 将所有的停车收入盈余用于改变地区内的条件

（不要涉及整个城市）。实现这个目的可以有很

多方式，美国一些城市应用的“停车受益区”是

一个例子。墨西哥城的EcoParq收费项目也是

采用这个策略（见文框13 [27]）。也有建议希望

将部分收入盈余用于当地慈善机构 [28]。通常的

财政收入分配可能比较高效并且通常倾向于使

用在低收入者群体身上，但是这往往也是政治

毒药。

 [27]Ríos Flores等, 实践手册, p.88
 [28]Donald Shoup,‘ACCESS年鉴:普及停车咪表’, 
Access 杂志,2014年,http://www.accessmagazine.
org/articles/fall-2014/access-almanac- 
making-parking-meters-popular

影响到弱势群体。同时这些现象又促使将纳

税用于补贴停车和道路扩建，这反而使高收

入的机动车驾驶者受益。

�v限制停车时间可能看起来是更公平的车位

配给方式，但是在停车需求高的区域，时间

限制并不能避免停车饱和及其负面影响。如

果增加超时停留的罚金，试图通过减少停车

时间来优化车位配给，则会带来新的对不公

平的抱怨。

�v停车使用权限制可能也看起来很有道理，但

是往往会使昂贵的城市中心区的车位让特权

有车族受益，而放弃顾及其他人的利益。

文框12：为了缓解公众对收费的不满，
城市应该尝试避免路内停车收费产生盈
余？

为了避免公众强力反对，这看来是比较有吸引力

的做法。不过它并不符合路内停车收费服务于

停车管理的首要目的，而这才是路内停车收费

成功并且让收费最终容易被接受的关键所在。

我们来看看原因：

�� 盈余主要受收费效率和定价水平的影响。

�� 没有人希望为避免收入盈余而降低收费效

率。

�� 当然，很多人可能提议设定更低的收费！但

是刻意避免盈余设置的收费（收费仅涵盖

停车管理费用）不可能碰巧刚好实现良好

的停车管理。

�� 设置停车收费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见5.5章

节）。应注重其可以实现预期效果，而并不

是设定财政收入目标值（不管高或低）

�� 在高停车需求的地区，运作良好的停车收费

系统通常会产生盈余。

文框13： 墨西哥城通过收入分配减少反
对意见

通过公共空间管理局的筛选，墨西哥城的 

“EcoParq收费行动”将30%的停车收入用于

公共空间改善。例如，科洛尼亚孔德萨地区每月

的停车收入预计达到492,000美元，其中150,000

美元用于改善人行道环境、当地公园和维护道

路照明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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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减少腐败和消除“漏税”（偷窃行为）。建

立收费系统的信任度是提高收费接受度的重要

因素。与私人供应商和（或）收费系统运营商的

合同必须尽可能的完善。防止非法收费或为获

得停车利润出现虚假合同。避免（或者被认为

是）让大企业垄断停车利润。

�� 基础价格调整应基于明确而客观的标准，并且

与主要的停车管理目标密切相关。这种调整比

看起来专制并且很难遵守的价格标准更易于被

公众接受。

�� 定期小幅度调整价格（至少一年一次）而不是

更频繁或幅度更大。

如果停车价格没有与停车管理目标相关联，极其

容易陷入定价过低、停车管理薄弱和把停车收

入当作财政收入的恶性循环。这与停车管理目标

明确的高收费价格相比，公众接受度反而会更糟

糕：

�� 停车收入常常变得政治化。正如上文和6.3章节

中所讨论的。

�� 事实上除非停车收费是基于明确的停车管理目

标，否则人们很容易忘记最初的收费目的。

图59、60：显著的街道状况的改善对于新的收费系统获得认可是非常重要的；以台北和马尼拉中心城区马卡迪
为例。 © Paul Barter

�� 提高廉价停车位的可达性。这并不一定表明要

增加新的停车供给，可能只需提高现有停车位

的可达性和方便程度。例如，向公众开放私人

停车位或改善寻找车位的引导标牌。这也可能

需要降低未充分利用并且不会面临饱和的停车

位价格，或者鼓励代客泊车业务。改善步行环

境也可以促使机动车驾驶者选择更加便宜的较

远的停车位。

�� 增加其他交通出行选项。这并不标识需要完美

的替代方案。但是适当的改善可以减轻一些抱

怨，特别是配合选择在实施停车收费或者调整

价格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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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费用不可能定期更新。通货膨胀或停车

需求的增加可能会削弱其缓解街道停车饱和问

题的效果。

�� 如果停车收费没有明确的停车管理目标，那么

它们就会被默认为主要目的是财政收入。

�� 甚至地方政府也可能忘记收费的最初目的。它

们进而会从财政收入的角度为少量收费增长而

辩护 [29]。

�� 这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视停车费为一种税

收，并且以财政收入为主要目标，对停车收费的

公众支持度是致命的打击。一旦这个观点深入

人心，那么真正通过收费来进行停车管理将遇

到巨大的怀疑。

在本节中我们已多次看到，路边停车收费的接受

度取决于是否以停车管理为目的进行停车收费，

而不是关于财政收入。

 [29] 美国联邦公路局(FHWA)，停车收费方法, p.4

5.4 收费机制与付费方式

目前有很多可能的路内停车收费的机制（更多路

外停车收费方法），但是很难清楚地回答哪一种

方式最好，对于技术飞速发展的地区确实存在这

样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一节就收费机制的选择列

出了一些指导原则。

这里主要从两个方面的内容入手。

�� 收费机制是收取停车费的不同物理方法，比如

用收费员，路边咪表，预付费停车券，手机支付

或者车内咪表。

�� 付费方式是支付停车费用的不同方式。这些方

式包括现金（硬币，停车票或者两者），信用卡

或者借记卡，储值卡，手持终端支付，电子钱包

等。

选择收费机制和付款方式的主要考虑因素非常重

要（见表10）。

表10：选择收费机制和付款方式的关键考虑因素 *)

关键考虑因素 评论

综合成本（建设

和运营）

可接受的成本取决于收费水平。为避免赤字，低收费水平决定了收费机制需要

低成本。

建设成本 前期的基础设施投入需要首先确定收费系统形式并定期更新。收费机制需

要在街道安装大量的基础设施，通常需要很高的建设成本。

运营成本 包括运营商的成本或者城市保障收费和维护交易系统稳定运行所需的成

本。人力成本可能决定了投入人员多少。简化系统维护也是运营成本的一个

重要方面。

交易成本 在高需求短时停车的地点每笔交易的手续费对运营成本影响很大。特别要

注意每笔固定的交易费用（以大多数信用/借记卡为例）。当停车费很低时，

交易手续费将成为运营中的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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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考虑因素 评论

用户便利性 操作便捷对收费系统的接受程度有很大影响。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

便捷的支付方式 例如，只能接受小面值硬币的咪表很快就会在价格调整之后变得不方便。操

作程序特别复杂或者距离付款机器的步行距离较远都会给用户使用带来

不便并且产生误操作。

多样化的支付方式 有时候多样化的支付方式可以提高操作的便利性（比如现金，刷卡，手机支

付）。

不用对停车时间进

行预测

除了某些例外，大多数路内停车付费方式都要预测停放时间并支付相应的

费用。

可以延长停车时间 即使用户最初预测了停放时间并预先支付相应的停车费，很多时候要（允

许）多充值来延长停车时间，特别是能够不需要再次回到车辆旁操作。

向多种用户群提供便

利服务

大部分城市必须满足摩托车和大型车辆的问题。残疾人如果需要付费，也

需要适当的简便付费方式。

便于调整价格 为了适应现代停车管理的需要，收费系统的价格调整要简便易行。包括能够针

对不同地点，不同时段，不同日期设置不同的费用。

维护方便/与执法整合

在一起

收费形式对停车收费系统的执法成本和效率影响很大。例如，按车牌收费机制

（咪表付费或者手机支付）需要识别车牌信息并且在执法中有效的使用车牌

识别技术（LPR）。

便于汇总收集数据 很多现代数字收费机制可以从运营商和当地政府（如不同）那里便捷且有效

地收集车辆使用数据。占用率，停放时间和支付数据对于停车管理决策非常

重要。

可信赖（防止偷税漏

税）

不同的收费机制在防止或者遏制漏税/腐败和其他偷税行为方面差别很大。

尽可能把这些可能降到最低是成功收费机制的关键。

稳定性/可靠性 强大的付费系统必然要能应对不同的情况并且能保持稳定运行，即使遇到有

挑战的情况，比如恶劣天气，恶意破坏，断电，程序出错以及运营商或者用户

错误操作。

适合摩托车 在很多城市，收费机制需要适合摩托车用户，而不只是大型可封闭车辆。如果

采用需要附上交费证明的机制，对摩托车用户来说会比较麻烦（也不现实）。

*)  这部分内容根据Todd Litman编写的’停车管理最佳实践’的内容调整并扩展(芝加哥: 美国规划协会,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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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列举了路内停车收费机制的共同点并简要强

调了它们关键的优缺点。

即便是停车管理很差的城市也要考虑升级成先进

的收费机制。

�� 一些最新的方式，包括数字移动机制，相对成

本较低且便于调整，同时具备巨大优势。

�� 这些可以为目前停车收费机制较弱而改革受阻

的地方政府提供机会，例如还在用收费员负责

开具纸质停车票的落后方式。

�� 当然风险与机会并存，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亚

洲、非洲、东欧和拉美国家升级停车收费机制，

其中一些国家现在采用了非常‘前沿’的高科

技收费手段。

表11：主要的收费机制优缺点比较（参考表10中主要考虑因素）

收费机制 描述 优点 缺点 代表城市和其他说明

出示通行证

或者许可证（

一般为月度

或者年度）

有车居民可以购买

纸质或者贴在挡风

玻璃上的停车许可

在小范围内停车。禁

止临时停车或者使

用其他付费方式。

低成本 有时候易于作假；服

务于小范围的定量

目标；仅允许停车许

可的区域限制公共

停车

常见于密集的居住区（主要

以优先停车为主，而不是以

价格定量为目的）

代客泊车

Valet (通常

现金)

向泊车人员付费。通

常由私营部门主导。

可以在最繁忙的时

段缓解停车问题。建

设成本投入低。

并非停车付费的常

规方式。运营成本

高。

在停车困难的餐馆或者休闲

娱乐区非常普遍。

收费员：现金

支付及纸质

停车票

收费员在车里到达

或者离开时收取固

定费用或者按照停

车时间收费。（理论

上）在到达时收费。

操作简单；基础建

设成本很低；方便用

户；无需预测停放时

间。

逃票风险非常高；需

要高强度人工管理；

计时收费经常遇到

问题因此大部分在

到达时按次收费（破

坏停车管理）。

大部分印尼城市；达卡（固定

收费）；北京部分区域；其他

中国城市，一些印度城市（计

时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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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机制 描述 优点 缺点 代表城市和其他说明

预付费停车

票（手撕，打

孔或者折叠

票）

从各种零售商店购买

停车票。注明开始停

放时间并显示已付

费的停车时间。

前期资金投入低；科

技含量低（虽然需要

防伪认证）。

用户出错；必须预测

停车时间；没有数据

流；少数人谎报信息

（标注时间比实际停

车晚）；执法成本；

防伪。

新加坡；巴西一些城市，马来

西亚，爱尔兰。

机械单车位

咪表

1930年发明；

只接受硬币；

熟悉度（在一些城

市）

建设/运营成本高；

无数据流；仅接受硬

币；必须预测停车时

间；很难更改价格。

很多北美城市

电子单车位

咪表（第一

代）

电子咪表但是比不

如下面‘智能’咪表

精确。

在机械咪表基础上

可靠性有改进；电子

监控，记录维修和收

费信息。

成本高；必须预测停

放时间；有限的付费

方式（通常只接受硬

币）

普遍应用在北美城市

电子单车位

或者双车位

咪表（电子卡

支付）

电子咪表但是不如

下面‘智能’咪表精

确。非接触储值卡

支付

可靠性高；逃票几率

低；防偷盗。

建设成本高；运营

成本适中；必须预测

停放时间；有限的付

费方式（只能用电子

卡）

香港/广州

多车位凭票

泊车咪表（

基本电子设

备）

步行到咪表处，预测

停放时间并缴费，回

到车旁出示收据。通

常只接受硬币。

建设和运营成本适中

（每6-12个车位设一

个咪表）

凭票泊车设备执法

成本很高。必须预测

停放时间；付款方式

有限；摩托车用户支

付不便

在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北美

比较普遍。

电子机制

（下面全

部）

自动追踪交易与停

车数据。可以使用纯

电子的支付证明。所

有的电子支付方式（

刷卡和各种手机支

付）都能使用。很多

都是非现金付费手

段。

丰富的数据流；通常

是与数据中心实时

双向数据交换。几种

电子机制经常同时存

在，为用户提供多种

选择。在时间过期之

前不会向用户发送

短信。

如下。

注意支付方式包含

每笔交易固定的手

续费。

下面列举了特定电子支付方

式的优缺点和代表城市。

电子许可

（月度或者

年度）

有车居民可以停车许

可在小范围内停车。

停车证明通常是通

过射频卡或者在系

统中车牌识别。

低成本；执法高效 服务小范围的定量

目标；仅适用许可证

的区域限制公共停

车。

很多城市；新加坡射频卡‘

季节通行证’；成为主流许可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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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机制 描述 优点 缺点 代表城市和其他说明

收费员和电子

手持设备（到

达支付）

向收费员支付预计

的停车费并出示停车

票。可能允许多种付

款方式。

方便用户；漏税比非

电子收费员的方式

低；数据流

人力密集；必须预测

停放时间

大马尼拉的马卡迪区；哥伦

比亚麦德林；印度德里的部

分地区；首尔。

收费员和电子

手持设备（后

付费）

收费员定期开票并放

在车上。在线支付或

者通过本地零售商

付费。

方便用户；无需预测

停放时间；漏税低；

数据流

人力非常密集 台北

智能（数字）

单车位咪表

高级监测车辆入位，

包含现金的多种付

费方式。

操作方便；可以与其

他电子方式集成，允

许手机续费等；便于

调整价格。

建成和运营成本高 旧金山（SF停车）；东京

智能（数字）

多车位支

付显示咪表

（6-12车位每

咪表）

下面有几种变化。步

行至咪表，支付预计

的停放时间，在车上

出示发票；多种付费

方式。

稳定性；容易调整价

格。有时允许通过任

何一个咪表或者手

机续费。

执法成本高。建成和

运营成本适中（和下

面简易基础设施的

方式相比较高）；不

适合摩托车用户

在欧洲很常见，在北美越来

越普遍

智能多车位

咪表具备按

车位支付功

能

无需返回并出示发

票。在咪表输入停车

位编号登记并支付

相应的费用。

同上。但是易于执

法。通常允许用任何

咪表或者手机续费

需要空间划分车位

并编号；必须输入车

位编号（容易出现用

户错误）

各种经合组织城市

智能多车位

按车牌付费

无需返回并出示发

票。在咪表输入停车

位编号登记并支付

相应的费用

同上；易于车牌识

别，通常允许用任何

咪表或者手机续费；

很好的与折扣和许

可证集成

隐私问题；用户必须

记住他们的车牌号。

相对比较新。

在经合组织城市越来越普

遍；墨西哥城的ecoParq；金

奈。

手机支付： 下面有几种变化。

每种方式都能登记

车位编号，停车区编

号或者车牌号码

通常作为电子咪表的

补充方式；额外建设

成本低；易于执法，

特别是如果使用车

牌信息。集成优惠和

许可证信息；方便续

费。摩托车适用

通常优先注册；只有

在移除路内设施的

情况下节约建设成

本；对部分用户可能

需要其他替代方式；

如果和支付显示方式

一起使用会给执法

带来难度

在经合组织国家路内停车手

机支付的比例越来越高；新

兴中等收入国家。

打电话支付 拨打热线电话并输入

详细信息包括车位

或者区域和预期停

放时间。

同上 交易手续费很高 深圳；各种经合组织城市

短信支付 发送文字用空格分隔

区域或者车牌号码和

停放时间

同上；用手机支付

方便

每次交易固定的手

续费

迪拜；沙迦和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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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2、63、64：非电子路内停车收费方式案
例：北京收费员人工收取现金并开具纸质发票（
左上）；新加坡预付费手撕凭证（右上）；机械式
单车位咪表（左下）；多车位凭票泊车咪表（基本
电子化）（右下）。 © Paul Barter, 除了左下图来自

Jonathunder 按照条件GNU FDL 1.2

收费机制 描述 优点 缺点 代表城市和其他说明

手机应用支

付

预先注册支付账户

和车牌信息。停车时

用手机应用登记地

点和停车时间。

同上；操作方便；交

易手续费很低

在智能手机普及之前

仍需要提供其他付

费方式

深圳，特拉维夫和很多其他

城市。需要为非本地用户和

不熟悉的用户提供其他方式

车内咪表 车内显示设备与预

付费卡或者支付账

户关联。需要手动激

活。

建设成本低；运营和

交易成本低；操作方

便。按停车时间精确

计算费用；近距离通

信集成执法功能。

通常需要为非本地

用户和其他用户保留

其他替代支付方式

很多经合组织城市。特拉维

夫

基于GPS系统

（‘卫星支

付’）

在车内安装GPS追踪

设备，监测停车行

为，计算停车费。可

能带有车内显示。

用户使用非常方便；

中低档建设成本，

运营和交易成本低；

精确付费；与执法，

优惠和许可高度集

成。

隐私问题（系统设计

隐私保护功能但是

很难消除用户顾虑）

；通常需要为非本地

用户和其他用户保留

其他替代支付方式

新加坡未来可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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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在城市没有广泛采用停车咪表，可以考虑

直接跳至低成本的手机数字支付机制并完全避免

停车咪表的基础设施投入：

�� 尽管西方很多城市目前手机支付路内停车交易

占有很大比例，但是几乎所有城市都面临保留

已有路内停车咪表设施的压力。

�� 然而，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很多城市没有咪表设

施，事实上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优势。

�� 很多城市尚未在停车支付设施上投入大量资

金，可以避免安装路内收费设施。

�� 例如，中国的深圳目前试点仅使用手机支付路

内停车收费。

图67：现代电子路内停车收费方式案例：旧金山智
能（电子）单车位咪表。© Carlos Gomez (Flickr)

图68：安阿伯布智能（电子）多车位咪表。 
© Dwight Burdette（Wikimedia Commons）

图65、66：停车费收费员，廷布，不丹。 © Manfred Breitha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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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华盛顿手机支付。© Paul Barter 图70: 车内咪表。 © Eliavnl （Wikipedia）

��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唯一的路内停车支付方

式是手机支付（两家公司）和车内咪表（一家公

司）。

�� 手机支付也非常适合摩托车用户，这在很多城

市很重要。

表11中大部分电子支付方式都有多种付费方式，例

如使用信用卡/借记卡或者手机钱包等。常见的停

车付费方式的优缺点在表12中做了简要概括。

没有停车咪表设施的城市目前在探索的最佳支付

方式如下：

�� 电话支付与短信、手机应用支付相结合；

�� 可能由车内咪表做补充；

�� 确保获取车牌信息，为基于车牌识别的执法提

供保证；

�� 使用手机钱包付费，交易手续费低。

如果对一部分人而言停车咪表不可或缺（例如非

手机用户-仅用现金在咪表处付费），那么目前最

佳的选择可能是：

�� 多车位电子咪表；

�� 使用按车牌付费模式；

�� 由手机输入车牌信息支付作为补充；

�� 鼓励手机电子钱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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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支付方式及优缺点

付款方式 优点 缺点

现金（硬币） 常见 如果是唯一的支付方式，会给用户使

用带来不便，特别是在价格上涨时，旧

式咪表的操作不便。

现金（纸币） 使用便利 接受纸币的咪表设施成本高

电信运营商提供手机费支付

（用于一些手机支付的应

用）

易于和电话支付或者短信支付

相结合。无须额外的电子钱包

或者银行卡信息。

电信运营商通常收取大量佣金

支持信用卡/银行卡付费的

咪表

使用便利；刷卡支付比例高，至

少在经合组织国家如此

每笔支付款项的固定手续费高，对于

大量小额收费，停车费收入受影响。

与信用卡/银行卡关联的手

机支付

使用便利 固定手续费问题同上

储值智能卡（近距离通信） 交易手续费低（小额停车费支

付没有固定费用，仅充值时收

取固定费用）；如果用卡率高则

非常实用（例如公共交通）

主要缺点是购卡和充值麻烦

从储值账户中使用手机钱包

支付（智能手机应用或者在智

能咪表处感应支付（近距离

通信））

每笔收费固定费用低。和储值

卡一样，运营费用从大额充值

中收取而不是小额手续费。

使用率低/现在很多城市比较常见（但

也可能很快被取代）

5.5 如何设定收费价位

定价是收费的一个难点，基于停车管理目标对于

停车收费定价决策显得尤为重要。本节将讨论可

能的定价方法，再详细讨论实现停车管理目标的

最佳选择。

近年来定价的方式有所增加：

�� 停车价格调整在许多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

实现，因为它们采用了先进的电子定价机制和

支付方式（见上节）。

�� 不仅价格调整可以更频繁，而且对不同的地点

甚至一天或一周的不同时间段设置不同的价格

也更切实可行。

�� 以较低的成本定期（或实时）收集停车数据的

实现，使价格设定比以前更能够建立在客观停

车状况的基础上，比如基于停车占用率目标。

决定收费本身与确定精确的定价标准一样重要。

�� 收费在管理停车需求方面非常有效。旧金山的

SFPark示范项目发现，通过将正常的收费计价

扩展到星期日，其路内停车条件得到了大幅度

改善 [30]。

�� 然而如果没有定期地调整价格就可能丧失其有

效性。

�� 正如5.3章节中提到的，如果没有基于停车管理

目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定期调整价格，就

会陷入定价偏低-停车管理薄弱-越来越多的

 [30]旧金山市交通局 (SFMTA),‘SFpark示范区评估: 
旧金山停车示范项目评估报告总结’(2014年6月), 
p.16. 访问 http://sfpark.org/about-the- 
project/pilot-evaluation and http://sfpark.
org/wp-content/uploads/2014/06/SFpark_Eval_ 
Summary_20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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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质疑停车收费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停

车管理的恶性循环中。表13中的“政治判断”

方法反映了这种后果。

定价最好基于可观察的变量并且使用一个客观的

标准。

�� 随机的选择容易受到不当的政治影响。

�� 最好是通过政治辩论选择合理的定价标准而

不是鼓励将特别的价格调整方案作为政治活

动。

�� 基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非常透明和客观的价格调

整标准，可以提高其公众认可度。科学的价格

调整比行政决定更具有合理性。

�� 选择的客观定价标准应该与关键的停车管理目

标紧密相关。

�� 与路内停车定价相关的最好的停车管理目标是

防止路内停车饱和，这一观点越来越成为决策

者的共识。重要的客观定价标准是以有效的占

用率或空闲率（即占用或空闲的车位比例）水平

（在一定程度上）为目标的。 

 

表13概括了经常引起争论的定价方法并介绍了它

们的主要优点和缺点。这些方法大致按照其有效

性排列，效果最差的位于最顶部。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表13中的最后一个选项——“分区占用率目

标”是推荐的定价方法。

图71a、b、c：伦敦格罗夫纳广场。 © 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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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路内停车的定价方法

定价标准 描述 实例，优点，缺点

政治判断（

在价格争议

中关注财政

收入）

如果价格没有定期调整，其

停车管理影响将会逐渐消

失。一段时间后，收费的管

理作用甚至会被遗忘。停车

费会被认为是以财政收入

为唯一目的的“税收”。这

种背景下，即使价格很小幅

度的提高都会付出很高的

政治代价。

实例：世界上非常多的城市。例如，印度尼西亚的城市和美

国的大部分城市。例如2011年美国的波士顿25年来第一次

提高了路内停车价格，从每小时1美元提高到1.25美元，并

作为纯粹的财政收入[1]。

优点：无

缺点：临时性。是收费作为停车管理工具获得支持的重要

障碍。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没有意义，因为财政收入作为

主要目标肯定会带来公众对价格上涨的反对，价格低于通

货膨胀，会减少停车管理的收益。由于停车管理的失败，而

且收费变得更加不受欢迎，避免政治抵制的努力也就失败

了。

油价基准 将停车收费与油价挂钩。这

是一个考虑不周的平民主

义政策，其目的在于遏制地

方政府收费“太高”。

实例：欧洲的国家规定有时会将停车收费与油价挂钩（提

出最高收费限值）。布达佩斯是其中一个案例[2]。

优点：无

缺点：武断的。与管理目标不相关。支持停车收费不能太高

的观点。没有对收费时间、地点和水平提供任何指导。

交通速度或

拥堵（目标

是减少交通

量）

意味着路内停车定价高的地

区是拥挤交通流的主要目

的地。也意味着需要设置与

交通高峰时段一致的停车

收费高峰时段。

实例：德里提出了交通高峰时间的停车收费较高的建议。班

加罗尔根据交通状况提出了建议的区域。

优点：可以作为其他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补充，帮助其减少

交通拥堵。

缺点：未经检验。忽略了停车饱和问题；可能作为目标但是

很难作为明确的标准（而不是目的）实施。路内停车及其收

费与城市交通流相关性不高。如果路内停车价格增加且没

有实现交通出行速度目标，它们持续增加也不会对区域交

通速度产生显著影响。

周转率（很

短的停车时

间）

保证便捷的路内停车位高

频率“周转”（通常结果是

被购物者使用而不是全天

停车）。换句话说，目标是短

时停车。

实例：很多城市

优点：保证路内停车时间足够短对商业区是非常重要的，服

务于零售商的。

缺点：周转率目标级别不明确。即使达到了周转率目标，饱

和停车也可能带来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周转数据会令人误

解。如果没有电子收费系统，周转率无法检测。

以公共交

通收费作为

基准

将停车价格与小汽车出行

主要的替代方式——公共

交通的收费相关联。如果公

共交通费用增加，城市中心

的停车费用也增加，就可以

防止到城市中心的机动车

出行的增加。

实例：欧洲的一些地方政府经常将停车费与公共交通票价

相联系（通常是设置最低值）[3]。布达佩斯是一个实例[4]。

优点：可能会阻止平民主义者试图降低城市中心停车位的

价格。防止公共交通费由于鼓励使用小汽车而增加。

缺点：武断的——没有明显的说明停车价格应该如何与公

共交通相比较。可能不能防止停车饱和。主要适用于城市中

心停车。只定义了最低价格。没有给予收费地点和收费时段

的具体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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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标准 描述 实例，优点，缺点

开发强度 基于城市开发强度（或者过

去的管理增长）的停车收费

区（通常是城市中心）

实例：首尔及欧洲和中国的很多城市

优点：服务于缓解交通的目标和更合理地配给繁忙区域的

路内停车。与不同的政策适用的区域倾向于一致。

缺点：区域边界和价格的确定都很武断。没有关于收费时段

的引导。

土地价值 基于附近的平均土地价格

设置停车价格。理论基础是

土地价格/租赁价格最高的

区域停车压力也最高。也暗

指停车应该为其占用的土地

分担租赁费。

实例：印度的国家城市交通战略中提出。艾哈迈达巴德也

提出建议。

优点：简单。为停车的价值发出有益的信息。停车压力可能

与土地价值大致相关。

缺点：未经检验。目前为止的定价是武断地（而且较低）按

照土地价格的一定比例估算得出停车收费。路内停车压力

与土地租金密切相关的证据不足。一些土地价格低的区

域也可能存在路内停车饱和问题。没有关于收费时段的引

导。

路内停车价

格高于路外

停车

将附近的路外停车价格（或

平均价格）作为最低基准且

设置路内停车价格高出某

一特定值或者某一比例。目

的在于限制寻找路内停车位

而产生的交通流量和鼓励

使用通常未充分利用的路外

停车位。

实例：麦德林[5]；北京；法兰克福

优点：可能实施更方便。得到广泛的支持[6]。当路外停车的

价格受市场影响，可以提供市场的反应。可以鼓励路外停

车同时限制寻找路内停车位而产生的交通流量。与大多数

的机动车驾驶者认为路内停车位价值高于路外停车位的事

实相一致。

缺点：实际经验有限。可能会导致限制路外停车价格的危

险。由于其他政策，路外停车的价格常常是被低估的。如果

路外停车价格不够灵敏将会带来问题。短时路内停车需要

比短时的路外停车价格更高吗？或者路内停车6小时或者更

长时间高于为雇员提供的路外全天停车的价格合适吗？

极小区域内

精确的车位

占用率目标

定价基于相对小范围的平均

路内停车占用率目标（例如

70~90%）。频繁的价格调整

（例如每个月）。价格可能

由于上一次调查中道路的任

一区域和一天的任意时段

的平均占用率结果超出了目

标范围而发生变化。

实例：洛杉矶（快速停车试点区）；旧金山（SFPark [7] 试点

区）。见表14。

优点：与路内停车管理的最重要的目标高度一致（防止停车

饱和）。极小的区域使价格敏感的机动车驾驶者利用停车

地点选择来避免高的停车费。有效地减少停车饱和及其不

良影响。使路内停车价格对环境改变特别敏感。

缺点：对达到大部分目标来说，可能不必采取如此高精度的

区域限制和高频率地调整价格。目前仅在高收入的城市有

实际应用。给机动车驾驶者发送详细的价格信息也会带来

问题。需要很高的数据收集、分析管理和价格调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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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标准 描述 实例，优点，缺点

非系统化的

占用率目标

如果a.避免停车饱和是在停

车收费定价中的一个重要考

虑方面（不论是否有明确的

占用率目标区间）和b. 愿

意在停车压力比较大的某

些地点或道路设置不同的

价格，就会出现一个近似的

占用率目标。

实例：温哥华，一些伦敦的自治镇区[8]，澳大利亚的很多地

区，匈牙利的很多城市，台北(几乎所有的城市——见表 

14）。应用表格中的其他标准的很多城市在实际中可能以这

种方式使用占用率。

优点：使用广泛。获得以占用率为目标的益处（在占用率可

以影响价格的范围内）。可能向系统地以占用率为目标迈出

第一步。

缺点：如果实际定价是政府的判断（除了避免停车饱以外，

还受和其他问题影响）就是不够客观的。因此很难为今后

价格的变化辩解。可能有滑向“政治判断”标准的危险。

分区占用率

目标

定价是基于分区平均路内停

车占用率（或空闲率）的目

标范围。收费区并不微小（

包括几条街或街区但是通

常不超过1公里范围）。会定

期调整价格但是不会比每

月一次更频繁。定价是基于

特定的实际情况，有一些按

一天中的不同时段收费，但

是大部分是所有的收费时

段有统一的收费价格。

例如：奥克兰中心区；卡尔加里中心区[9]；鹿特丹；西雅图[10]

；布达佩斯。参见表14。

优点：明确关联最重要的路内停车管理目标（防止停车饱

和）。减少了路内停车饱和的出现（及其负面影响，例如非

法停车、并排停车和寻找停车位产生的交通量）；使路内停

车价格随当地情况变化；比仅适用于特别小区域的定价标

准提供给机动车驾驶者的价格信息更简单；不需要增加数

据管理和实施能力；适用于逐步引入和改善。

缺点：如果每个区域和一天内的停车需求不一致，则会出现

小范围和短时的严重停车饱和问题。（不过这些可以逐步改

善，例如细分区域或像西雅图的唐人街一样，根据需要在一

天中按不同时段收费）太大的实施区域往往会引导机动车

驾驶者为避免高价停车费，而选择停在远一些的地方然后

步行。

(表13脚注)

[1]  美国联邦公路局(FHWA)，停车收费方法

[2]  Paul Barter,‘布达佩斯加入停车收费的行列了吗?’, 停车再利用网站, 2014年6月, 

 http://www.reinventingparking.org/2014/06/is-budapest-in-demand-responsive.html

[3]  IITDP 中国, 停车管理指南

[4]  Barter, 布达佩斯

[5]  Ríos Flores et al., 实践手册, p.74

[6]  T. de Wit (编写.),‘停车政策和对交通及经济效果，关于价格法342条的报告，在科技研究领域的 

 欧洲合作, (2006年2月8日), pp.22 and 80, 访问 http://www.europeanparking.eu/cms/Media/ 

 COST%20Action%20342%20final%20report[1].pdf,

[7]  旧金山市交通局 (SFMTA),‘旧金山停车示范项目评估报告’(2014年6月),  

http://sfpark.org/about-the-project/pilot-evaluation

[8]  Kodransky和 Hermann, 欧洲停车转折, p. 43

[9]  Barter, 卡尔加里的路内停车收费

[10] Barter, 西雅图的道路停车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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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占用率目标”选项对很多城市都是最好的

选择。

要注意几乎所有重要的定价标准的严格实施，都

需要根据情况变化适时地调整价格，并在不同的

地点设置不同的价格。

�� 大部分上述标准都因为地点不同而各不相同。

�� 一些随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和一周中的不同日子

而不同。

�� 使用电子收费机制比旧的机制更容易实现差别

收费的目标。

设定占用率目标越来越被视为路内停车定价的最

好方法：

�� 它针对路内停车管理目标，而这是最重要的（

一旦建立了基本秩序）：减少路内停车饱和的

发生。

�� 防止路内停车饱和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

共识。路内停车饱和会造成很多问题，包括非

法停车、并排停车和额外的寻找停车位产生交

通流量（见2.4章节）。

�� 保持平均占用率低于一定的水平可以减少路内

停车饱和的时间，从而大大降低其带来的负面

影响。对于路内停车，占用率水平一般控制在

85%以下。

�� 路内停车饱和带来的问题也会加深（或误导）

停车位短缺的认知。这将会导致很多解决停车

问题的精力和投资的浪费，以及很多产生误导

的政策，包括过多地提出最小停车位配建标准

的要求 [31]。

�� 其他的定价方法不一定会减少路内停车饱和

及其负面影响。并且会带来收费失败的风险（

即使可以成功实现其他停车管理目标，例如高

的周转率、充分利用路外停车和有序的停车秩

序）。

�� 停车占用率的监测越来越简单和廉价（见7.3章

节）。

�� 经验已经证实，价格调整可以缓解停车饱和，

并且累进的调整可以使占用率落在希望的范围

并且以可靠的方式停留在此范围。

�� 占用率不应“太高”或“太低”是简单而直观的

标准，这样易于向公众解释。

�� 根据占用率标准调整价格，增加了路内停车价

格对停车供需条件变化的反应灵敏度。

 [31]见Litman, 停车管理

图72a、b：卡尔加里的路内停车定价标准使用的分区占用率目标中，在2014年早晨和中午时段的价格调整地
图。 © http://www.calgaryparking.com



72

可持续城市交通技术文档#14

文框14：实施路内停车定价“分区占用率目标”的步骤

1. 开展相关地区的详细停车位占用率调研。

2. 根据该地区一天内每个小时的“占用率地图”

划分初始的收费区域。

�Ø 区域边界可能是持续有几小时的占用率急

剧变化的地点。

�Ø 基于这些可能的边界，以及“自然”边界（

河流、高速公路等），划分最初的收费区

域，不小于200米×200米且不大于2000米

×2000米。

�Ø 每个区域内应该有相对统一的一天之内的

占用率变化规律。

3. 划分初始的收费时段（可以根据区域有所区

别）。

�Ø 如果区域内已经有路内停车收费，那么初

始收费时段将与之前相同。

�Ø 如果该区域内之前没有停车收费，那么在该

区域的调研中占用率低于目标范围的时段，

仍然应该免费停车。

�Ø 当一个区域在调研时段中占用率高于目标

范围时，后续的价格调整才会延长收费至

更早、更晚或甚至是夜间的时段。

4. 区分工作日和周末（设置不同的定价）。

�Ø 一周中特定的日子会有独特的规律（工作

日和周末）。

�Ø 如果周末的两天有非常显著的需求差异变

化，也应该对其进行时段划分。

5. 确定初始价格水平。

�Ø 如果该区域已经实施收费，那么初始价格

水平应该与之前相同。

�Ø 如果该区域还没有实施收费，那么为整个

区域选择合适的初始价格。如果停车饱和

只是刚开始发生在某些区域，则收费应该

设置为0；如果停车饱和普遍存在，那么初

始的价格不应该是0。

6. 根据占用率数据统计结果，安排定期的价格审

查：

�Ø 确定在价格审查调整过程中的合理的价

格增量。

�Ø 在每个区域中，如果相关收费时段的占用

率高于（或低于）目标区间，则调高（或调

低）价格。否则，保持价格不变。

�Ø 刚开始需要频繁地开展价格审查（例如每

三个月一次）。在大部分的价格稳定后，进

一步的调整可以不必那么频繁（例如一年

一次）。

7. 如果区域内的部分占用率规律与其他部分相

比较出现很大差异，应该准备好根据需要改

变区域边界。

8. 类似的，如果发现收费时段外的时段占用率始

终高于目标范围的上限，则要准备调整收费时

段。

根据一天内不同时段增加差别收费：

如果某一区域在一天内不同时段的占用率有很大

差异，那么就可能需要根据一天中的不同时段设

置差别收费。

�Ø 初始的一天内差别收费的不同时间段，应

该主要基于占用率调研结果（如果有）中

的时间变化规律。

�Ø 每个区域可能得出例如早晨时段、中午前

后、下午、晚上以及夜间等时段的不同收

费标准。

�Ø 与收费时长不同，差别收费时段的始末时

间点不应该在每个区域各不相同。

�Ø 后续的价格审查允许不同区域和一天中的

每个时段有不同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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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占用率为目标的特殊类似形式经常会不断地出

现：

�� 非系统性地“以占用率为目标”的形式在实际中

已经非常常见（见表14）。

�� 所有这些情况都开始于类似“政治判断”的收

费方式（表13中介绍的第一种）或者免费停车。

即对一个较大地区应用统一的收费标准（也可

能免费）而且在过去开始从未调整过。

�� 存在严重的停车饱和问题（在现有的收费标准

下）的繁忙区域，通常都会面临一系列的寻找

停车管理方案的研究。

�� 这些研究通常都是由停车咨询专家或内部停车

管理专家完成，他们通常建议只在停车最饱和

的地区才增加停车费。这反映了停车专家中越

来越广泛的观点，即带来超量停车或者过少停

车的价格设定是没有意义的。

�� 以缓解当地的路内停车饱和问题为目标的一系

列本地化的停车价格上调，其效果可以近似一

个更系统的以占用率为目标的方法。

�� 然而这仍是占用率的特殊应用，而不是系统、

精确的以占用率为目标。定价决策并没有明确

与客观的占用率标准相联系，而是由行政决定

或政府官员决定的，因此决策可能受到除占用

率之外的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

表14展示了一些大都市区中一个或几个城市政府

充分利用占用率目标的例子：

�� 一些城市在极小的区域内利用停车位占用率目

标；

�� 一些城市明确分区地利用占用率目标；

�� 如上所述，表14中提到的很多地方都在以特殊

的方式达到占用率目标。

文框15：分区停车占用率目标的不断优化：西雅图唐人街

西雅图在其路内停车定价中，使用分区停车占用

率目标。占用率目标范围是70～85%。

西雅图唐人街的经验表明这种方法将经常需要

不断优化。比如把该区域划分为两个区域，并且

增加了一天中不同时段的价格差别。

在2011年开始对夜晚（从17:00到20:00 ）进行

收费时，唐人街还只作为一个区域。新的夜晚收

费最初与白天收费同价的（每小时2.50美元）。

这项收费遭遇了当地商家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餐

馆），它们中的许多人声称业务出现大幅下滑。西

雅图交通局（SDOT）在2013年2月开展调查，市长

宣布了以下变化：

1. 价格区域被划分为唐人街核心区（唐人街最繁

忙的餐馆区域）和唐人街外围区。

2. 在核心区引入了白天和晚上不同时段的差别收

费。这是西雅图停车定价系统的第一个按时段

差别化收费的案例。在2014年价格调查时，唐

人街核心区的白天收费为3美元／小时（从08:00

到17:00）和晚间1.5美元／小时。

3. 晚上唐人街外围区价格回归到零。

最初的唐人街收费区太大，而且停车占用率规律

多样化（尤其在晚上）。将该区域划分为两个分区

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在核心区，白天的价格对晚上

来说过高。核心区不同时段的价格差异化，晚上

设定更低的价格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最近的价格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实施效果

（2013年停车新政以后）。

�� 2014年唐人街核心区晚上7点的停车位占用率

为77％。这一结果在目标占用率范围内，而其

夜间收费是新的1.5美元／小时。

�� 2014年唐人街外围区晚上7点的占用率为 

70％。即使收费价格为0，该比例仍在“太低”

的占用率区间。



74

可持续城市交通技术文档#14

夜间路内停车定价可以按照类似的方法（适当地

修改）：

�� 对夜间饱和停车带来的拥堵影响的防治不如白

天那么紧迫。

�� 不过试图防止夜间路内停车变得过于饱和仍然

是非常实际的目标。

�� 对于夜间普通停车，占用率目标对价格调整很

重要。如果白天停车已有收费，那么为夜间普

通停车增加收费应该相对简单。这种普通的夜

间停车收费的价格调整可以基于相关的占用率

目标（基于不同的时段）。

�� 在拥有居民路内停车许可的城市，占用率可能

不是最好的允许价格调整的基础。

�� 许可证的数量应该限制（不会超过可用的容

量）。这些许可的价格应该反应其需求（来自有

资格的消费者）。如果一个地区出现了许可证的

排队等待名单，那么该地区许可证的费用会在

下一个价格审查中略有提高。

表14：以车位占用率为目标的路内停车收费价格设定例子

地点
在定价中使用
的占用率目标
类型

详情及评价

阿姆斯特丹 非系统性分区 阿姆斯特丹以划定分区为基础开展路内停车收费。占用率是这些区域划分

及其收费的主要目标。一些区域区分收费时段。

布达佩斯 可能是系统性

分区

路内停车收费区域平均车位占用率需要达到或超过70%。停车区域按照饱

和度进行分类：低于70%，70～80%和高于90%。该过程是否系统性还没有定

论，但是这些分类可能引导了每个区域的（公共交通费用的）级别划分，也

用于停车收费。占用率也是确定区域边界的影响因素。

都柏林 非系统性分区 都柏林的停车收费区被标为超高需求区域（黄色）、高需求区域（红色）、

周日高需求区（白色）、中度需求区（绿色）、低需求区（橘色）和郊区农村（

蓝色）。尽管2008年以来价格没有调整过，但是这些标记表明的占用率是

决定区域边界和定价的因素。

台北[1] 半系统性分区 定价使用明确的车位占用率目标（50 - 80%）。超出这个占用率区间的变化

建议进行价格调整（包括路内停车和路外停车）。但是这些目标受到政治

谈判和批准的影响。高需求区的价格最高，低需求区的价格越低。价格审

查每6个月进行一次。

温哥华 可能是系统性

的微小分区

加拿大的温哥华停车收费地图显示其价格变化较小或者分区特别小[2]。这

些价格是基于观测到的停车需求（推测情景背后的占用率目标）。

韦弗利（以及

其他很多澳大

利亚地区）

非系统性但是

受到占用率的

深刻影响

该镇区在悉尼内的东部，其停车收费是随时段和地点（通常距离很近）变

化的。对收费的政策规定是“最大或最优化基础设施的使用／需求”。这些

来自议会的“定价原则E”中规定的“商品／服务的定价按照市场价格”。[3]

奥克兰[4] 系统性分区和

某些简单的不

同时段差异化

收费

从2013年开始，奥克兰中心区划分了三个收费区。基于70～90%的占用率目

标，价格每3个月、6个月或12个月（根据地点不同）调整，可能提高或降低。

高峰收费可能根据区域的需求用于某些时段。这些区域已经废除了停车的

时间限制。

卡尔加里[5] 系统性分区和

不同时段差异

化收费

2014年开始，利用电子付费系统收集的数据每年开展路内停车价格审查。

每年对占用率落在50～80%区间外的区域进行调整，调整幅度为每小时的

价格增加或降低25美分。收费区域的范围通常是500米×500米。收费的不

同时段为：工作日：09:00–11:00；11:00–13:30；13:30–15:30和15:30–18:00

；星期六的 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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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在定价中使用
的占用率目标
类型

详情及评价

雷德伍德城 系统性分区 雷德伍德城（在旧金山半岛）在2005年以85%为占用率目标开始停车收费。

每个区域的价格每年至少调整一次，每次调整幅度为25美分。价格调整数

据是基于占用率调查。

鹿特丹港市 系统性（但是

很小的）分区

和某些不同时

段差异化收费

从1999年开始基于需求停车定价。每年以60～80%的占用率为目标进行价格

调整。分区小（价格基于非常小的范围变化）。由于频繁和幅度很小的调整

作用不大，从2012年开始价格机制有稍微的调整。

西雅图[6] 系统性分区（

开始不同时段

差异化收费）

占用率目标是70～85%。最初的区域划分非常大且没有按时段差异化收

费。2014年的逐步优化措施包括了划分区域并且引入了部分区域的不同时

段收费差异化措施（见文框15）

洛杉矶（快

速停车示范

区）[7]

系统性精确的

极小分区，频

繁的价格调整

和不同时段差

异化收费

洛杉矶快速停车™是洛杉矶部分地区的示范项目。极小的区划（街区为单

位）基于70～90%的目标占用率范围和连续的无线感应数据，每4～6周调整

一次价格。根据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四个）差异化收费：上午时段，周一到

周五上午11点以前；中午时段，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下午4点；晚上时段，

周一到周五4点之后和周六所有时段）。

旧金山

（SFPark示范

区）

系统性精确的

极小的分区，

频繁的价格调

整和不同时段

差异化收费

旧金山SFPark示范项目是以60～80%的占用率目标，作为以需求决定停车价

格的示范。最初使用的数据来自路面传感器。现在使用调查数据校准后的

收费系统数据。区域划分特别小使得价格可以根据街区不同实现差异化。

每天的时段划分：上午时段、中午时段和下午时段。 

尽管关于详细的影响还存在很多争论，但官方的评估和各种其他的研究[8]

已经广泛的证明了该项目的成功[9]。

(表14脚注)

[1] Barter, 亚洲城市停车政策, p.35

[2] Alan Durning,‘属于我们的地方’, 视线日报，(2013年9月27日)详见 http://daily.sightline.

org/2013/09/27/theres-a-place-for-us (其“停车？抽签！”系列的第14篇)

[3] 韦弗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城市）市政厅的停车政策详见 http://www.waverley.nsw.gov.au/__data/

assets/pdf_file/0009/2241/Pricing_Policy_Fees_and_Charges_revised_24_June_2013_Final_

adopted_18_June_2013.pdf

[4] ‘Matt L.’,‘AT 确定市中心停车改善’, 2012年9月19日, 奥克兰交通博客, http://transportblog.

co.nz/2012/09/19/at-confirms-city-centre-parking-changes

[5] Barter, 卡尔加里的路内停车收费

[6] Barter, 西雅图的道路停车收费

[7] LA停车调整,‘LA 调整停车咪表费率, 2014年5月’, http://www.laexpresspark.org/

la-express-park-meter-rate-changes-for-may-5-2014

[8] 例如Adam Millard-Ball, Rachel R. Weinberger和 Robert C. Hampshire,‘路内空间80%被占用或

者20%空闲吗？旧金山停车收费效果评估’, 交通研究 Part A: 政策与实践63(2014年5月), 76–92, 

http://people.ucsc.edu/~adammb/publications/Millard-Ball_Weinberger_ 

Hampshire_2014_Assessing_the_impacts_SFPark.pdf

[9] 例如, 参见 http://www.citylab.com/cityfixer/2014/06/

does-san-franciscos-smart-parking-system-reduce-cruising-for-a-space/37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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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现有的规律、法规、管理程序或者过时

的定价机制可能会短期或中期内限制定价选择。

�� 如果当地法律将停车费定义为用户费用和限制

收费产生盈余（例如可能仅仅涵盖成本），将严

重限制定价选择。

�� 当停车价格由当地政客投票决定时，许多定价

方法很难实现。

�� 如果价格是固定由更高层次的政府决定时 

（州／省或者国家），也会有问题。例如德国联

邦政府设置任何城市可能收取的路内停车价格

的最高值（目前是每小时3欧元）。

�� 过时的定价机制，例如非电子的计价器，使价

格调整或在时间和空间的价格差异都很难实

现并且成本很高。对于只接受小面额硬币的机

械计价器，价格超过一定数额将难以实现。

通过什么方式来突破这些定价的局限性?

�� 无法设定最优价格通常不得不使用时间限制等

低效率的停车管理工具。

�� 最好去推动定价改革，消除阻碍最优定价的法

律和行政管理的局限性。

�� 如果收费系统是定价的障碍，那么升级收费系

统。

5.6 收费方案

上面讨论了价格水平（或定价）。本节将关注随停

车时长而变化的收费方案。例如，一些城市实施的

逐步递增的价格方案，持续几小时的停车价格逐

步增长高于第一或第二个小时。

按照单位时间收费，而不是到达即付费

�� 停车收费作为停车管理工具，要求费用按照停车时长（单

位时间）征收。

�� 避免不论停车时长，每次停车采用单一的价格（见文框

16）。

�� 要设定基于停车时长的价格（每小时、每分钟或每三十分

钟或每天或类似的形式）。

避免在大范围的路内停车区域内按月或年度收费

�� 换句话说，以月度或年度为单位的付费停车许

可，应该只允许在限定的区域内停车。

�� 将停车费视为以财政收入（而不是管理）为目

标的城市，有时会提出按年度“预订”并且允许

其在城市的任何地方停车的收费方案。

�� 有几个印尼的城市使用这种收费方案，来减少

人工收费员的收费方式造成的收费遗漏。

�� 这等于放弃了以停车管理为目标的路内停车收

费。

�� 不过居民停车许可允许以月度或年度为单位收

费。不应该允许持有居民停车许可的车辆在家

周边限定区域之外的任何地方停车。

文框16：按照停车次数（而不是单位停
车时间）征收费用的困境

在很多停车管理系统不完善的城市，路内停

车费用只需一次性支付，无需考虑车辆停放时

间。例如孟加拉国的达卡，采用统一的不计时

长的停车费用，印尼的大部分城市也是如此。

在离开时还是到达时支付一次性停车费，通常 

是根据当地习惯。这也是非正规收费的共同

特征。

这种最简单的收费方式无法利用收费进行停

车管理：

�� 不计时长的停车收费不能限制长时间停车（

最常见的路内停车管理目标之一）。

�� 如果仅停车15分钟短暂地利用车位，和停

车8小时占用有价值的空间的收费相同，明

显是不公平的。

�� 不计时长的收费会阻止价格上涨。因为肯

定要给短时停车收费设定一个最高值。而

因为所有停车时长都价格相同，这个短时

停车收费最高值也同时成为了所有停车收

费价格的上限。

�� 不计时长的停车收费损害了价格上调的需

求管理价值，因为所有不计时长收费的政

策都让长时间停车变得廉价。

�� 无论不计时长收费价格怎样，都无法与有效

的目标设定原则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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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基于单位时间的收费方案

�� 大部分的路内停车收费方案采用每小时的价格

（或其他时间单位）。这往往是最好的选择。

�� 然而，一些城市采取复杂的收费方案，例如：

�v随着时间变长而变化的单位停车价格（例如

第三和第四小时的收费高于第一和第二小时

的费用）；

�v提供初始免费停车时段，例如30分钟或一

小时；

�v这样既为短时访客提供了廉价的停车服务

也限制了长时停车。

�� 这些收费方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通常应该

避免：

�v复杂的方案通常涉及到特殊的判断标准，这

些标准难以通过对条件的客观测量得出。

�v价格易于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复杂的价格方

案增加了困惑和无奈的可能。

�v如果与其他形式的价格差异化方案相结合，

这种停车方案会和其他方案混淆。这会成为

使用基于占用率目标的定价机制（如上节讨

论的）的障碍。

5.7 私营企业参与路内停车收费

私营企业参与路内停车收费的模式可以从有限参

与到深入参与：

�� 有限参与：例如采购设备或者特定服务，负责

整个收费系统内部的总体运营（例如在“停车

管理部门”内部）。旧金山除了它野心勃勃的

SFPark计划，就属于这种模式。

�� 深入参与：最极端的是长期授权私营公司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管理整个路内停车系统。往往要

支付政府大量的预付款。合同甚至可能为私营

公司提供更广泛的管理权限，例如进行投资以

及确定价格和管理政策。芝加哥是一个被诟病

的实例；

�� 介于两者之间的参与：在两个极端参与方式之

间，私营企业参与路内停车的模式多种多样。

其中大部分签订几年的合同，私人企业根据合

同对部分或者全部的路内停车收费进行经营。

私人企业对收费基础设施的投资程度决定了运

营管理的深度。本节重点讨论这些问题。

关于引入私营企业的广泛建议请参考2.6章节。

再次警告要避免削弱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目的

对停车的管理能力，并专注于停车管理的关键目

标。

�� 路内停车管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府职能。

�� 因此即使前期需要投入巨资，也应避免向私营

公司长期授权过多的所有权和路内停车的管理

权。 

 

 

 

 

图73：伦敦。 © Manfred Breitha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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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避免与特定的供应商或支付系统

签订独家合同：

�� 当今已经不再需要与单个收费运营商签订独家

合同。

�� 一些新的移动和数字收费机制可以同时平行运

行，而且可以在固定的停车咪表设施上同时运

行。路内停车收费不再是天然垄断。例如特拉

维夫市有三种不同的路内停车收费运营商在相

互竞争。

�� 运营商之间的竞争应该有利于保持低成本和

减少腐败的风险。

�� 避免独家合同，允许以同一基准比较运营商的

服务并且为未来的承包合同提供信息。

提防来自私营企业主动提供的建议。应该通过竞

争投标选择私营部门供应商：

�� 应该尽力提前确定路内停车收费系统需要哪些

相关政府职能以及技术和服务功能。这些要求

依赖于强大的停车管理能力作为坚实的基础

的。地方政府必须具备相关的能力或寻求专业

帮助以稳健和专业的方式来处理与私企的合

同。

�� 这些能力包括谈判的能力和制定公平合同的

能力，合同中要详细说明承包商和政府双方权

利和义务，包括履行合同失败（双方）时提供合

适的选择；监督合同的能力，包括运营操作检

查；强大的审计系统，将财产流失和腐败风险

降到最低。

避免仅通过谈判达成的合同：

�� 非竞争性的方式，例如谈判的合同给予当地政

府很大的信息量负担，需要强有力的数据收集

和分析能力。

�� 决定收入的分配方式变得尤其困难(见文框 

17)。

�� 强劲的投标竞争降低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

保证运营商共享的成本效益水平是投标竞争的

目标之一。

文框17：政府和运营商的收益分配是停
车收费合同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突出了地方政府能力的重要性并且要促进竞

争而不是利用谈判合同。

竞争性招标可以使运营商的收入成为竞标过

程中的一个评判目标。如果竞争过程是透明且

真实的，那么就可以确保成本效益和公平性。

应该给非排他性运营合同更大的压力以保证

较低的运营成本。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避免地需要谈判合同，

那么有以下几个收益分配方案：

�� 双方享有固定的分配比例（例如50-50或者

60-40）：这种方式很简单，但是给了承包商

漏报收入的动机。由承包商汇报的收益往往

缺乏事实基础。

�� 支付固定费用（承包商向政府）也很简单并

且使漏报收入变得没有必要。但是存在承

包商利润太高的风险。

�� 数字移动支付系统能够提供丰富的运营数

据，也成就了其他（更好的）可能性。移动支

付承包商可以主要由客户消费者（而不是政

府）依据处理的业务来支付费用。这将减少

公众质疑，并且可以实现良好的对降低交易

成本的关注（包括使用手机钱包）。

如果选择了固定分配比例的方案，那么该方案

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

�� 与某些运营商的主张相反，运营商和地方

政府的分配比例并不存在“标准的行业惯

例”。

�� 城市方面需要对预期收益开展基线研究和

过程评估。

�� 如果没有这些，政府的谈判就是盲目的。

而且在执行合同中，承包商可能会加入误

导性信息。

�� 即使有这些基础数据，谈判合同的腐败风

险仍然很高。



79

路内停车管理: 国际手册

�� 谈判合同将增加腐败的风险。例如墨西哥的

EcoParq项目就面临协商合同不透明的 

质疑 [32]。

5.8 时间限制

时间限制是指禁止特定区域（或部分区域或整个

地区）的路内停车时长超过一定的限值，例如15分

钟或数小时的规定。

很多地方政府发现时间限制很有政治吸引力。限

时停车一小时或数小时，看起来能是规避停车收

费政治风险的停车管理工具。

停车时间限制的最常见的目的是车位周转次数。

这包含以下情景:

�� 非常短时的上下客区（限时小于10分钟）；

�� 装卸货或快速办事的短时停车区域（限时在15

至30分钟）；

�� 购物街/区（通常限时1至3个小时），其目的是

为零售、餐饮和娱乐商业服务，该地区通过限

制员工在方便的路内停车空间停车，把这些车

位提供给短时访客（大部分被当作顾客）使

用。

停车限时可以用于限制某些过渡停车：

�� 例如通勤者在商务区附近的居住区路内停车；

�� 大型公共交通车站的驻车换乘停车；

�� 通常规定停车限时为3～4小时；

�� 拥有居民停车许可证的可以被豁免；

�� 这种限制是为了在限制通勤停车的同时，满足

大部分的朋友、亲属和生意伙伴等的大部分的

停车需求。

 [32]见 Karla Casillas Bermudez,‘Parquimetros, 
墨西哥城一家公司的业务’, El Universal (21 
Oct. 2013年10月21日), http://www. 
eluniversal.com.mx/ciudad-metropoli/2013/
impreso/parquimetros-negocio-de-una- 
sola-empresa-en-el-df-119441.html (西班牙语)

不过接下来我们将看到限制停车时间将带来严重

的问题。时间限制仅对特定的情况有效。通常情

况下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在停车需求很高情况下。

没有严格的（且昂贵的）执法，通常遵守率是很低

的。停车时间限制促使很多通勤者只是每隔几个

图74：班加罗尔的驻车换乘。 © Manfred Breithaupt

小时移动一次他们的车辆，而这么做浪费时间、产

生很多无意义的交通，而且没有任何积极的停车

管理效果。

有几种实施时间限制的机制。都用标牌显示停车

时间限制。

�� 对机动车驾驶者来说，最常见且最简单的是通

过监控和强制执法阻止逾期逗留。司机会在停

车之后尽量按时驶离。

�� 另一种方法需要司机使用“停车盘”（图75、76

）。这是一个钟面纸板圆盘，它要求司机必须

在停完车离开时摆放并显示停车的时间。不摆

放“停车盘”（通常在前挡风玻璃或侧窗）、显

示错误的到达时间，返回和改变时间，或者超

出了允许停留的时间等行为都是违法的。停车



80

可持续城市交通技术文档#14

盘在西欧被广泛使用 [33]，但是总体来说已经不

受欢迎。

�� 时间限制也可以与收费相结合（见文框18）。例

如，可以根据停车时间限制，设定允许支付的

停车费限额，并且禁止再付费延长停车时间。电

子支付机制（特别是按车牌支付方案）也可以

实现这样的停车限时的执法。

即使停车限时可以提高车位周转率，仍然会出现

停车饱和并带来问题：

�� 即使可以达到提高车位周转率的目的，且秩序

良好，较高的停车需求仍会带来高的车位占用

率。每次一辆车离开后另一辆车很快会占用这

个车位；

�� 所以对不收费的路内停车来说，时间限制不能

防止停车饱和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寻找车位

产生的交通量、违法停车和并排停车等——见

2.4节）；

�� 缩短停车时限，可能会促使一小部分停车者转

向使用其他交通出行方式。但是在繁忙的街道

 [33]Rye, 停车管理

会迅速达到一个极限，超过极限的停车时限会

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 例如购物街的停车限时设为一小时或者更少，

这将为访客带来很大的不便，也不能为零售商

业提供支持，同时引起机动车驾驶者不满，设

定时限还需要昂贵的执法成本并且有引起强烈

反对的风险。

时间限制的主要缺点是执行的难度和成本：

�� 通常很少有人遵守时间限制。很多研究表明，

在不收费的时间限制模式下，40～60%的车辆

会逾期停留 [34]。

�� 尤其低效的是传统的低技术含量的方法，例如

在轮胎上做记号并且待其返回后手写违法通

知。这种方法耗费劳力，并且不能阻止司机仅仅

 [34]Rachel Weinberger, J. Kaehny, 和M. 
Rufo,‘U.S. Parking Policies: An Overview of 
Management Strategies’, 交通发展政策研究
所 (ITDP)的报告的报告(2010年2月23日), p.26. 
https://www.itdp.org/u-s-parking-policies- 
an-overview-of-management-strategies

图75、76：墨尔本道路上的停车限时标志（有的与收费标准相结合）和斯德哥尔摩附近显示到达时间的“停车
盘”示例。 © Paul Barter 和Holger.Ellgaard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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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移动车辆，比如以停到附近另一个车位的

方式抵抗执法。

�� 现代的电子执法措施，通常包括车牌识别技术

（LPR）（见6.4章节），其效率更高，但是执法

人员仍然必须不断地巡视。

�� 电子执法措施使短距离移动车辆不会“重新

计时”，这样应用于整个区域的时间限制更有

效率。

�� 尽管停车时间限制通常不像收费那样不受欢

迎，但是它们的执行也会带来不满，带来执法

过于严格的抱怨和“我只是晚来了几分钟而

已”的争辩等。

�� 特例是时间限制与电子收费系统或路外停车感

应系统相结合。它们可以提高有针对性的执法

效率。

停车时间限制的结论：

�� 停车时间限制适用于装卸区或上下客区的非常

短时的停车。

�� 时间限制可以在停车需求较低的地点获得足够

的车位周转率（例如主要目标是将长时停车转

移出最佳停车位，并且足以防止停车饱和）。

�� 它们比收费更有政治优势，使政府更倾向于选

择它们。

�� 然而它们成本更高且执法困难。通常遵守情况

很差。

�� 停车管理能力薄弱的城市应该对时间限制持谨

慎态度。

�� 如果停车需求很高，时间限制不能防止停车饱

和及其影响。

�� 时间限制通常是收费的补充，但是如果收费方

案是有效率的，那么附加收益有限。

�� 时间限制不具备大部分收费的好处，例如减少

需求和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用的市场信

息。

文框18:  如果路内停车是收费的，有必
要同时设置时间限制吗？

认为没有必要的理由：

�� 如果仅收费就可以防止停车饱和，时间限制

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的效益（见5.5章节）。

�� 这种情况下，时间限制不必要地阻碍了人们

对停车时长的选择。

�� 在任何情况下，将时间限制与收费相结合，

意味着失去了其作为收费的替代选择的政

治优势。

�� 这种组合会造成复杂和混乱的法规和标 

志。经验表明，许多司机会误解并且认为他

们可以通过支付延长其停车时间。

然而也有人认为有充分理由把时间限制和收

费相结合：

�� 实际上，路内停车收费往往未能发挥其对

消除饱和停车的潜力（特别是在最繁忙的

地点和最高峰的时刻）。

�� 所以，主要考虑是时间限制可以促进车位周

转且减少黄金地段的长时间停车。

�� 此外，因为许多人不同意使用单独的价格措

施配给停车位，与时间限制相结合可以使定

价更为适中。

支持收费反对时间限制者回应：

�� 这种收费是无效率的。即使有时间限制，在

繁忙的时段和地点仍然会出现高占用率并且

仍然导致常见的问题。

�� 遗憾的是，过度的相信时间限制的力量促使

地方政府逃避了正确设置停车费用的责任。

�� 更好的选择是设置合理的价格并且忘掉时

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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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限制的或优先的使用权（停车许可）

另一种常见的配给路内停车的方法，是优先考虑

某些特定的人群。

采用这种策略之前要注意：

�� 这种方法倾向于从受益群体的角度来解决这一

问题，而给这个群体以外的人带来不便。

�� 需要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对于受益群体来

说，停车问题确实比其他人群更加突出。

�� 这种共识并非普遍存在，但是实施这一策略将

增加受益人群的权益。

�� 给予某些群体优先权将给管理带来复杂的问

题。

�� 限制使用路内停车位会减少开放给公众的停车

比例。这样侵蚀了公共停车在停车系统中的效

率和灵活性。

限制使用权还是优先使用权：

�� 限制使用权意味着只有特殊群体可以停车。例

如在纯居民停车区域，仅有持有居民许可的居

民才可以停车；

�� 优先使用权涉及给特定人群特殊的待遇。包括

免于收费、针对其他人的时间限制或者其他适

用于公众的规定。

�� 限制使用和优先使用都是通过许可制度实现

的。

�� 每种方式都可以应用于全时段或者部分时

段。

�� 一种常见的组合是部分时段限制使用而在其余

时段优先使用。例如部分街道可能在夜间只允

许持有居民许可的人停车，而在白天则允许公

共停车，但对持有居民许可的人免除收费或时

间限制（优先使用权）。

通常情况下获得路内优先停车许可的群体包括：

�� 轮椅使用者或者其他残疾人群体。残疾人作为

司机或者乘客都可以获得许可。这种类型的许

可有时也叫做“标语许可”。

�� 当地居民。

�� 到达纯居民停车区域（持许可才能停车）的访

客。每年发行有限数量的访客卡给访客或者商

户使用。对雇员或者其他的定期访客以优先使

用为原则发放其他形式的使用许可满足其日常

停车需求。

�� 当地商户有时可以购买他们商店附近的车位使

用权，这种通常需要年付或者月付。

图77、78：仅供持有许可者使用的停车位示例-首尔全天及新加坡部分时段。 © Paul B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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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涉及使用许可的非正常情况是，部分城市允

许某些企业付费预留车位的机制：

�� 例如，在吉隆坡允许商家永久保留其店铺门前

的几个路内停车位。

�� 在新加坡，企业可以付费临时预留路内停车

位，以接受大件的货物或运走巨大的垃圾箱。

如果政府的停车管理能力较弱或者管理不足，应

该谨慎选择路内停车许可。

�� 由上可见，由于其他群体对某些特殊群体享有

停车特权不满，很容易出现复杂的情况。

�� 停车许可的管理系统也会非常复杂。

�� 如果许可的需求很高，则需要使用其他方法来

配给，例如随机配给、侯选名单或者收费。这会

带来更多的冲突和复杂性。

�� 一个区域内发放过多的许可是非常有吸引力

的，但是这会导致饱和停车以及更多的冲突和

不满，因而会造成达不到合理配给停车需求的

目的。

�� 为受益群体提供有利条件的许可系统会产生

强烈的欺诈或小规模腐败的诱惑。

�� 强化受益群体的停车权利意识在未来也可能

成为一个问题。这些群体未来将不太容易接受

其停车特权的损失。

这些问题表明需要谨慎考虑路内停车许可。尽管

如此，许多城市仍然需要给残疾人的车辆提供特

殊许可。许多老城区的居民强烈要求建立居民停

车许可系统。

居民停车许可的指导原则有：

�� 每个居民停车许可必须针对家附近的特定的

小范围区域。不能给予很大范围区域的停车优

惠。这样会破坏停车管理。

�� 避免超额发放居民停车许可，换言之，发放的

居民停车许可数量不得超过相关区域的路内停

车位数量。

�� 有效的居民许可收费：

�v不允许出现很长的等候名单。

�v如果所有的许可证都已出售，则提高下一轮

的销售价格，以此类推直到需求数量降到供

应数量以下。

�v如果许可证的需求比供应低，那么居民许可

价格应该比按小时收费的停车收费略低。然

而这也应该是有限制的，如果可能应该作为

一项优惠而不是特权。

�v避免将居民停车许可看做免除居民的停车

费用。相反，将他们作为常客优惠，允许他

们以年为单位付费。

�v居民优先使用停车位的许可必须以有效的

常规停车收费为补充，以防止饱和停车。这

符合居民希望回家后能在家附近找到停车

位的要求。而且这样就不必再实施限制停车

使用权的措施（见下文）。

�� 纯居民停车区很有诱惑力但是也存在问题：

�v限制停车许可仅供居民使用（设置仅供居民

停车的区域）是有诱惑力的，因为这类许可

为阻止“外来停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v但同时减少了公共停车。对公众开放的路内

停车更有利用效率，并且可能整天或整周都

可以被充分利用。（但在一些欧洲城市减少

面向通勤者和普通访客的停车位，这些所

谓的“蓝色区域”的目标实际上是限制交通

量。）

�v这些停车区给该地区的合法访客带来了困

扰，包括居民的访客。可能需要用特殊的访

客停车票等复杂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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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法国图卢兹居民停车模式。 
© Andrea Broaddus

对于残疾人停车许可，其主要目标应该是使其有

权使用合适的停车位，这些车位是专门为残疾人

设计并且布置在方便的位置。允许残疾人停车许

可证的持有者免费停车不应该是主要关注点（见

下文）。免征停车费应该仅限于那些支付停车费困

难的残疾人群。

避免提供停车费免征特例（即使对残疾人机动车

驾驶者）：

�� 免除某类机动车驾驶者的停车费是有诱惑力

的，但是这几乎总是错误的。这种豁免会导致

欺诈和滥用特权。

�� 一个有争议的常见例子是普遍存在的残疾人司

机可以享受停车费豁免 [36]。这通常会涉及到出

示“残疾人许可证”和“残疾人停车卡”。

�v在某些城市，如洛杉矶停车收费区中大约

25%的车辆通过出示残疾人停车卡而免费。

这其中就牵涉到用欺诈手段获得停车卡，或

者使用他人的停车卡，或者其他形式的停车

卡滥用。

�v停车卡系统滥用肆虐会占用实际上残疾人真

正需要的停车位。

�v出示这种停车卡的车辆往往停车时间要比

付费的车辆要长很多。

�v这种猖獗的欺诈行为严重破坏了以占用率为

目标的收费设置，因为很大一部分的车辆免

费停车，不会在乎价格。

�v即使没有猖獗的欺诈，对残疾人免征停车费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社会问题。它不能

帮助那些患有更严重残疾或者收入较低的

的人群，因为大多数这样的群体不能开车或

买不起车。

 [36]Michael Manville 和 Jonathan A. Williams, ‘如
果不强制对合法豁免对象收费或者不实行市场价的停车
价格毫无意义,规划教育期刊, vol. 32 no. 3 (2012), 
289-304. http://jpe.sagepub.com/content/32/3/289.
abstract?etoc

�� 对发放资格条件保持谨慎

�v许可发放应该主要面向没有停车位的老式

住宅。

�v拥有路外停车位的家庭不具备发放许可资格

（例如在阿姆斯特丹 [35]）。

�v所有新建住宅居民不具备资格。这应该有助

于停车最低标准变革。如果新建住宅区只有

很少的停车位，那么这些住宅应该面向汽车

保有水平较低的家庭或者愿意为租赁附近

的路外停车位付费的家庭。

�v避免给予停车许可持有者相对于区域内其

他有长期停车需求的人群太多的价格优

势。

�v考虑限制每户家庭的许可数量（比如每个家

庭一个）来避免滥用。

 [35]Kodransky 和 Hermann, 欧洲停车转折



85

路内停车管理: 国际手册

图80：首尔。  © Paranee Pihakaendr

�� 最好是避免或废除这种豁免。

免除一类机动车驾驶群体停车

费会引导欺诈，而且也没有帮到

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 相反，如果一类机动车驾驶群体

中的部分人需要特殊的资金帮

助，可以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提

供更直接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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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执法有效、高效且公平公正 

执法无效往往是实现良好路内停车管理的一大障

碍。

高效的执法专注于达到一个可接受的停车规章遵

守程度。这些规章必须清晰明了，且符合停车管理

目标。同时也必须明确，哪些违规是最严重的。好

的执法必须是一致且可持续的。同时执法必须尽

可能做到公平公正，不受贿赂腐败影响。

停车执法最好由专门负责巡查违章停车的执法人

员来实施。专门的执法人员带来的执法效果相比

交警会更好，因为交警同时还需处理其他更重要

的交通管理事务。当然，交警仍然可以去处理造成

重大危害或阻碍的停车违法行为。

6.1 执法的目标

执法的目标应该与停车管理目标相结合。最重要

的是必须符合停车规章制度，因为这一点服务于

停车管理目标。

这一目标也应该引导执法力度的分配，指引执法

资源分配到最有效率实现停车管理目标的时间和

地点。

执法会通过罚款带来更多的政府收入，但政府收

入不能作为停车执法的目标之一，而是纯粹的附属

效益。理想情况下，这项收入不应该成为出发点，

影响执法政策的选择。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罚款

收入却经常对执法目标产生影响。这一点甚至只

是对这一点的怀疑，都极大程度上使停车执法政

策变得复杂化。更多内容详见6.8章节.

两种常见的违章停车行为互相关联且都非常重

要：

1) 在禁止停车的地点或时间段停车；以及

2) 在合法的车位上停车，但未遵守相关规则如时

间限制或者停车付费或者停车资格限制等。 

不过针对这两种违章停车行为的执法往往由多个

不同的执法机构来实施。这一点可能是个问题。

�� 这有时导致了针对合法车位上轻微违章停车行

为的执法，比针对彻底的违章停车的执法会更

高效。

�� 而这与正确的优先顺序正好相反。路内停车

管理需要执法全力去制止彻底的非法停车行

为。

路内停车收费依赖有效的执法。这里还包括管理

除了合法车位内规范停车以外的情况。如果在合法

车位之外非法停车行为过分猖獗，那么停车收费

就不能作为停车管理工具得到有效的实施。注意

定价也可以帮助执法实施（参见第6.4和6.8章）。

执法必须以达到“足够好”的规范停车为目标。机

动车出行人员应该有这个意识，即如果他们违章

停车或者在合法车位停车而不付费就会得到相应

的惩处。但是不可能最终所有人都遵守停车规章

制度。“足够好”究竟是多好取决于更大范畴的停

车管理背景和目标。

6.2 常见的执法困难

一般来说，停车管理比较薄弱的城市，其执法力度

相应也会比较薄弱。在这样的城市，非法停车现

象可能会猖獗到无法想象还能控制的地步。

但世界上数以千计的城市默默实施的有效执法措

施并没有太大的报导价值，也不会吸引太多外人

的注意。

停车执法会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抱怨投诉：

�� 执法后乱停车以及违章停车现象依然到处存

在；

�� 声称执法“过度”（例如过多的停车罚单以及

过度的罚款）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看到执法如果得到合理的

改善，最后还是可以减少以上两种抱怨投诉。



87

路内停车管理: 国际手册

通常执法过程中特别不足之处包括如下几点：

�� 与执法力度对应的资金和资源配给不足；

�� 执法交由交警负责，但停车对交警来说并不是

工作重点；

�� 因为罚款所得收入最终流向其他政府部门或

机构，而不是实施停车执法的部门，导致执法

努力前功尽弃；

�� 机动车车辆登记系统不够完善，以至于罚单需

要邮寄，不能有效追踪车主而不得不强制进行

成本更高且难度较大的拖车、扣车等行动，这

些都限制了执法的有效进行；

�� 依靠过时的技术和机制去监测违章停车行为

并采取执法行动；

�� 停车执法人员社会地位相对于机动车出行人员

较低，因此容易受威胁恐吓从而不敢采取任何

行动；

�� 缺少清晰明了的停车标志；

�� 非法停车过于普遍以至于突然坚持主张执法反

而显得不合乎情理；

�� 即便在一切都成熟的情况下，政府对严格执法

依然持有政治恐惧；

�� 执法人员受贿，导致轻微腐败现象；

�� 一些私人执法承包商监管不力，纵容敲诈行为

发生；

�� 针对罚款收入去向缺乏透明度和公信度。

但是即使面临以上所有问题的城市，停车执法也

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6.3 降低公众对执法的反感

停车执法从来都不被欢迎，但是这一章节将着重

强调如何尽可能地降低公众对停车执法的反感度

以及执法的不友善表现。

如果所有机动车出行人员每次停车都能遵守规

则，无需执法人员监督或开处违章罚单，这种情况

自然是最理想的。

合理的设计和良好的沟通对政策的推行也能起到

一定作用（见第4章）。但是在治理违法停车的过

程中总会相应产生一些负面的声音。那么，能不能

在不影响实施效果的前提下，尽量减少人们对停

车管理政策的反感度呢？

答案不是降低执法力度：

�� 降低执法力度不能提高公众接受度。地方政府

由于害怕政策实施后，由于机动车出行人员反

对呼声过高带来政治风险，从而松懈执法以换

取公众支持。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甚至最

后会使政策实施陷入困境。

�� 执法松懈一开始可能看似更容易让人接受，但

最终会导致更加猖獗的非法甚至危害性路内

停车现象。这些后果同样不会受到欢迎。

�� 执法松懈势必然也意味着执法尺度不一。这必

然会导致更多公众针对一方面执法过于认真，

而另一方面违法停车却依然肆虐，对这种前后

相悖现象产生不满

图81、82：深圳和达卡的停车执法问题。 © Paul B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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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的随机执法方式带来相反效果。如果严格

执法只是偶尔发生，那么习惯性违法停车的机

动车出行人员则会认为他们的违规行为在容忍

范围内。如此一来，任何突如其来的严格执法

会被这一人群视为不合理、不公正。

�� 持续、有效地治理违法停车从长远来说在公众

接受度这方面阻力会小很多。

把更多注意力转移到培养文明停车行为，而不是

专注于惩处。

�� 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进行惩处，而是指在执法

以及和公众的沟通过程中该强调的方面：

�� 绝大多数机动车出行者希望自己能做到规范停

车，并重视文明停车行为培养，而不希望自己

由于违法停车行为而受到处罚；

�� 不断地重复强调执法是为了实现停车管理的总

体目标；

�� 每一项停车规则都有其特定的目的，所以任何

时候都可以和机动车出行者进行解释沟通；

�� 最理想的情况是，执法人员在开处罚单或警告

的同时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如何避免类似停车错

误的意见建议；

�� 鼓励执法人员明确其角色重心是帮助人们如

何正确停车，而不是主要去惩罚违章停车的人

群；

�� 一些城市和社区开始尝试引进“积极停车 

券”，遵守停车法规的机动车出行者会得到一

张赞扬或感谢的票券作为鼓励。当然，这种现

象更多是作为一种噱头而不会成为惯例。但不

管怎样，这种宣传活动正是在传递正确的信

息，即执法的最终目标是停车行为的改善。

严厉打击违法停车惯犯，对违法停车初犯则尽量

宽大处理

�� 关于违法停车的一些研究经常显示，绝大部分

违法停车是由一小群惯犯的习惯性停车行为造

成的。

�� 如果能改变这一小群惯犯（或藐视法律人群）

的停车行为，将会为路内停车带来极为显著的

变化。比如在新加坡，针对第二次及以后的停

车违规行为开处的罚款是首次违规罚款的两

倍。

�� 与此相反，对于初次违规停车的处罚可宽容一

些。绝大多数机动车出行人员通常是愿意遵守

停车规则的（只要规则合情合理）。这一人群造

成的违章停车行为大多是由于其在停车过程中

出错，停车规则未被注意或过于复杂等原因造

成的。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有哪些非法停车行为

实际是由意外造成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揣测

绝大多数初次违章停车行为可能不是机动车出

行人员故意为之。

�� 对于初次违章停车行为可仅处以警告。

结合以非法停车惯犯为目标群体，对初次违规者

惩处宽容这两个前提，逐步提高惩处力度。这一观

点由Donald Shoup [37]:

�� 对初次违章停车者提出警告（或者处以适度罚

款）

�� 对第二次违章停车者处以正常罚款

�� 对第三次以及第三次以上的违章停车者进行重

罚（可设一定期限，比如三年之内）

�� 尽量淡化执法人员要迫切寻找并惩处停车略有

错误人员的这种印象。

另一种锁定违法停车惯犯人群的方式是使用违停

记分制度。比如在新加坡，一些严重的违停情况都

会被列为记分可能。这种情况下，违停惯犯可能就

会面临被撤销驾驶许可证的风险。

 [37]Donald Shoup,‘累进停车罚款’, Access 杂志, 37 
(2010年秋), 41.详见 http://www.uctc.net/access/37/
access37_parking_fines.pdf

文框19：执法带来收入，但收入不能列
为执法目的

很多机动车出行者深信停车执法的目的是为

当地政府带来额外收入。

遗憾的是，很多地方政府并不重视这个问题。

有些甚至确实把停车罚款作为政府重要收入

来源。

这是一个重大错误。详见6.8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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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选择都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动车车辆登记系

统，其中大多数还需要数字执法设备。遗憾的是，

大多数中低收入水平城市还没有能力建立这样一

个可靠的车辆登记系统。

争取得到停车执法受益人群的支持：

�� 一些特定的违法停车行为一定程度地损害了特

定人群利益。应该去鼓励这部分人群站出来维

护自己的利益，反对危害到他们的恶劣违法停

车行为，支持停车执法。举例如下。

�� 盲人协会，出行障碍人群以及老年人，经常会支

持针对路边人行道以及人行横道上的违法停车

现象的严格执法。

�� 学校以及学生家长联合会也经常支持提高针

对学校周边违法停车，以及阻碍学校入口停车

行为的执法力度。

确保处罚合理：

�� 处罚公平公正，且必须符合违章轻重程度。

�� 这也需要提高公众对严重违法停车现象的认

知度。

�� 针对付费时产生微小错误，或者停车略有超时

这种现象的处罚必须大大低于严重危险停车行

为，比如阻断人行道或者人行横道线。

在违法停车现象极为猖獗的现状下，可以依据违

章严重程度来逐步完善执法力度。

�� 执法初期应着力于治理对社区重要片区带来

较大危害的停车行为。

�� 对严重停车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度的执法，比

着力于普遍认为微不足道的停车违规行为更容

易得到公众支持。

顺应因停车环境明显改善而重新优化的停车管理

政策，分阶段步骤地收紧停车执法力度。如果停车

供给设施增加，那么收紧停车执法的时间点可以

与增设新设施的时间点相一致。

公众可以上诉错误或不公正执法

�� 个别执法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 不公正或错误的处罚会激起公众愤怒，这种情

况一旦被宣传，会极大地打击停车执法的公众

支持度。

�� 任何城市都需要一个界面友好的系统，能够支

持公众对错误执法、不公正执法的上诉。

�� 为避免过多案例上诉到法庭，应该给予公众追

溯错误或不公正处罚的权利。

�� 无需顾虑由于申诉过程简便而导致太多申诉案

例。绝大部分的申诉案例可以很快得到澄清和

处理。果断拒绝无效申诉以杜绝无理取闹的申

诉现象。

�� 但是如果罚款有效性确实存在问题，那就应该

适当撤销罚款。在有效执法的情况下，这种案

例其实不会很多。考虑到公众对停车执法的态

度，最好是撤销一些存在争议的罚款，而不是

坚持争辩上诉，增加公众对停车执法的反感

度。

6.4 违规检测

可靠且一致的违规检测是良好执法的基础。

文框20：根据收入来决定停车罚款？

罚款尺度也与个人支付能力有关。

一个常见的反对停车（或者其他交通）罚款的

理由，是这些罚款征收的累退性，即罚款对高

收入群体来说影响微乎其微，同时却可以伤

害到低收入群体。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以芬兰为首的很多北欧及

中欧国家针对很多交通违章行为征收“日罚

款”。这意味着，比如由于超速行驶产生的罚

款金额和违规者的日薪成正比。执法人员可进

入个人所得税数据库，并依此在交通现场对当

事人开处相应罚单。这种方式似乎还没有在停

车执法领域得到使用。但何妨不尝试一下呢？

这一方式需要政府方面成熟的能力以及可靠的

机动车和纳税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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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含量较低的违规检测方法包括人工目测监视

停车场所，以及付费情况（比如出示有效付费单据

或者票券、其他已付证明）。

�� 这种做法效果一般很好，但是技术含量低，对

执法人力资源的投入需求较大，执法能力有

限。

�� 这种检测方式对监督停车时间限制也有一定问

题。比如执法人员前往与某辆违规车辆进行交

涉，再返回的过程都是时间消耗，在这段时间

内很难避免停车场内其他较小的违规停车行为

已经逃避了责任。

先进的执法技术对大多数地方政府来说有利无

弊：

�� 车牌自动识别技术（LPR），经常和现代电子“

按车牌付费”收费机制联系在一起，两者都是

通过移动电话或者智能停车咪表来完成。

�� 通过停车感应装置来监控停车时长，监控付费

时间段外的逾期滞留，甚至可以监控并阻止一

定感应范围内的违法停车；

�� 手持引文设备可以提高违规停车处理效率，并

支持录音取证。大多数手持引文设备连接相关

数据库且配有提高检测效能工具；

�� 智能停车咪表可检测逾期滞留或未付款的违

规行为；

�� 阿姆斯特丹使用车载监控(配有车牌识别器)；

�� 在违法停车高发区域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结合

车牌自动识别技术与否均可。比如首尔和新加

坡就利用这一技术检测并阻止违停高发地区

的违章停车。

上述技术手段大大提高了执法活动的效率和速

度，使执法更全面，执法人员也因此得以更好地

集中精力应对问题。

6.5 执法地点、时间和强度的确定

反复尝试并修正错误，对不断改善执法优先顺序

来说极为重要。这就要求对停车数据进行监测（

详见第7章）并且时刻关注公众投诉抱怨情况（比

如可以制定投诉地图）。图83：首尔。 © Manfred Breithaupt

图83：首尔。 © Jeroen Buis

文框21:  超短时停车增加执法难度

�� 违法暂留或者超短时违法停车发生率较高

的地区，通常需要强化执法力度（或者使

用例如视频监控系统这样的技术或工具）

�� 否则会误导驾驶人员错认为短暂停留被执

法人员查处的可能性很小。

�� 但是如果短时停车对某些特定区域负面影响

不大，则无需投入过分昂贵的执法力度。而

应该考虑如何使其合法化并适当加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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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可能会产生相当高的成本，所以一定要在最

需要的地点和时间集中执法。

�� 根据违法停车问题对实现停车管理目标的阻碍

程度不同，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点投入相应执

法力度；

�� 停车管理的目标也会提示不同地点和时间段的

停车规则遵守程度和违规发生率水平的设定；

�� 谨记安全是停车管理的一大重要目标，因此对

危及他人的违停行为绝对不能姑息；

�� 阻塞性违法停车严重的地点或时间段，也必须

成为执法的重点对象之一，但是执法力度的强

度需视具体因素而定，如道路的交通功能，违

法停车的危害水平以及是否损害停车管理工

具，比如停车收费。

停车时长影响所需执法频度：

�� 在基本都是全天停车的区域，执法人员可能只

需一天巡查一次即可（时间可以随机）。

�� 短时停车较多的区域则要求巡查更频繁。

执法时间和时长的确定涉及至少如下几点：

�� 如果执法针对收费违规行为，那么执法时间需

与停车收费时间相一致；

�� 针对其他违法停车行为，很难明确定义执法时

间（当然也没有对外公开的执法时间），但是执

法强度需和违法停车破坏性程度相一致。

�� 但是如果执法人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出现的

话，那么很容易导致习惯性违法停车出现，所以

在这些时间段执法人员还是有必要开展几次突

击巡查的。

6.6 违法停车处理

本章节的内容是关于如何在停车违规行为被检测

到后，让机动车驾驶者承担后果。

车主（不是司机）需承担责任：

�� 车辆所登记的车主必须对已发生的违规停车

行为负法律责任，即使无法证明是谁造成了违

法停车。

�� 所有有效实施停车管理政策的国家在这一点上

都是一致的。否则，执法很难得到顺利进行。

�� 2006年之前，东京市停车管理相关法律规定由

驾驶人员承担责任。这一规定使得交警在执行

违停查处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因为他们必

须在原地等待驾车人员归来。结果导致违法停

车现象极为严重。2006年之后，东京政府调整

了相关规定，改由车主承担违停责任，情况才

有所好转。

可靠的车辆登记系统必不可少：

�� 到目前为止，最常见的违法停车后果是违章停

车人员缴纳一定罚款。因此需要执法人员在违

章机动车上贴条或者通过邮件将罚单寄给车

主，罚款才能有效地被缴纳。

�� 这就要求一个可靠的机动车登记系统，其中包

含机动车车主最新的家庭住址。否则完全无法

去追踪未付罚单。一些地方有自己的机动车车

图85、86：北京违章贴条案例（有照片记录并随后
邮寄罚单）。© Paul B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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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登记系统，但是很难做到实时更新。这种情

况下，很大一部分罚单可能永远都处于未付状

态。显然这对停车执法是一大打击。

�� 违法停车罚单的技术含量高低不一。过去，最

常见的方法是执法人员手写罚单并将其贴在机

动车上。今天，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使用

手持电子设备或自动生成邮件通知，两者均基

于车牌自动识别（LPR）采证（通常经由人工校

对）。

除罚单以外，其他基于车辆登记系统可采取的措

施包括：

�� 针对严重违法停车行为或违停惯犯，有时会采

用扣减驾驶人员或车主驾驶执照积分这种方

法。

�� 另外一种重要的可取方式给予正式警告的处

分，这点前面也有提到。停车现场给予警告要

求执法人员配备电子手持引文设备，同时还需

建立一个可靠的违停数据库。通过邮件方式发

出此类警告也需要可靠的车辆登记系统作为

支持。

�� 如果可靠的车辆登记系统已经建立，那么在大

多数违停情况的处理过程中，都没有必要强制

拖车或者扣车。当然特殊情况下也不能排除这

种强力执法动作的可能。

图87、88：新加坡扣车案例。 © Paul Barter

图89：伦敦一辆被套上车轮固定夹的汽车。 
© Manfred Breithaupt

�v如果违法停车带来严重交通阻塞，只有强制

拖走车辆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可以采取

这一措施。比如违停车辆阻碍公交车道，快

速车道或者其他畅行主干道的情况下，强制

拖车是重要执法手段。

�v如果发现机动车未缴纳罚单，车辆购置税，

或者机动车登记无效以及车辆已不适合上

路驾驶等情况，那么就可能要采取强制扣车

的方法。扣车一般通过采用车轮固定夹来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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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还缺乏注有家庭住址的可靠机

动车注册记录。另有一些情况是，车辆

登记所在的政府级别高于当地政府级

别，以至于当地政府无法使用车辆登记

信息。如果没有完善可靠的机动车车辆

登记数据库，那首当其冲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建立该数据库。

如果没有完善可靠的车辆登记系统，那

么针对违法停车能采取的行动就很有

限且困难：

�� 通过车轮固定夹扣车，缴纳一定费用

或罚款才可取回；或者

�� 拖车处理(汽车等大型车辆需要牵引

车，两轮车和非机动车则装上卡车)，

缴纳一定费用或罚款才可取回；

�� 在既没有合适车辆登记系统也无法

实现拖车或扣车操作的城市，也会采

取如下罕见（效果也较差）的措施：

�v在机动车上贴一个显著标签（标

签往往很难再取下来）；

�v在机动车上留下显眼的标签，影

响机动车美观，并且只能到相关

市政当局缴纳一定费用后才能由

对方将其清除。比如马来西亚梳

邦再也的市政停车执法人员会在

并排停车的机动车后视镜上面贴

一个黄色标签。市政工作人员收

到司机已付相关罚款的证明后，

会把黄色标签移除。

不过即便拖车或扣车是唯一的严惩选择，停车管

理还是可以得到改善的。比如墨西哥城的ecoParq

收费系统，即便已经使用相对比较先进的停车计

费器，还是以扣车作为主要的违章停车处理方式，

拖车则作为最后手段 [38]。但是这一做法也使得停

车执法的成本远远高于正常水平。

 [38]Ríos Flores et al., 实践手册, p.71

文框22：乌克兰利沃夫停车行动者

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名为“Daite Proti”（让我们通行）的

团体采用大贴纸，提醒机动车驾驶者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是属

于行人和骑自行车者的。行动者正在对违章停放的车辆挡风

玻璃上贴上让司机汗颜的贴纸。他们的其他活动包括：将一

个旧冰箱套上牌照扔在人行道上（并且张贴公开的标语得

到巨大关注：既然我们可以接受在人行道上停靠的汽车，

那我们也能接受这个），以及安装护柱，以防止违法停车。

护柱的资金是通过人群募集获得的相应公共资金。更多细

节参见： http://www.trotuar.lviv.ua

6.7 以法律和制度基础支撑执法

停车执法需要一个适当的制度基础，以确保执法

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并且符合停车管理总体目标

的优先缓急顺序。

执法行动显然需要有合理的法律依据。这一点虽

然看似再清楚不过，但很多时候却容易被忽略，任

何无视法律依据基础的执法活动会大大损害停车

管理，甚至可能造成巨大损失。

这一小节重点提出了停车执法法律和制度方面的

几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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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违章停车归属到行政管理范畴：

�� 这意味着简化违章停车的后果处理，而无需上

诉到法院（除非有这个必要）。如何做到这一点

视情况不同而各有不同，取决于各个法律和行

政系统的具体安排组织。

�� 有时候这也意味着违章停车更多是一个“行政

管理”或“财政”问题，而不是犯罪问题。比如

在英国，荷兰，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

菲律宾就是这样的。

�� 这一改革举措并不意味着停车执法不重要。实

际上这样一来，停车执法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得

到更深入更强化的开展。

执法最好由地方或市级政府负责：

�� 很多城市停车执法都是由交警负责的。这就往

往意味着国家或者省级政府在对此负责。

�� 在有能力或者有潜力创造所需能力的情况下，

最好是授权地方或市级政府去负责开展停车

执法。

�� 上级政府往往对地方有效的停车执法兴趣不

大。

�� 如果由交警或者上级政府负责停车执法，那么

两者往往会更加关注交通流量或者政府收入，

而不是有效的地方停车管理。

�� 它们往往也无法解决地方政府关注的一些停车

问题。

�� 1991年英国政府授权地方政府可自行处理其路

内停车执法工作，取代之前的交警。大多数城

市随后都完成了这项改革。荷兰和西班牙也进

行了类似的改革。

理想情况下，执法责任与路内停车收费以及其他

停车管理处理水平是相匹配的。

�� 停车执法所得收入最后应该保留在执法实施

管辖区内。

�� 如果地方公众看到停车执法所得收入最后保

留在地方政府，取之于民并用之于民，那么公

众也会更加支持停车收费和停车执法这项措

施 [39]。

 [39]E. Calthrop,‘路内停车体制问题’, 发表于可持续

�� 事实上，路内停车管理各个环节由单一机构来

完成是最理想的（包括规则设定，收费定价以

及费用收取，执法等）。

可以适当考虑让私人承包商参与进来（但是需谨

防潜在隐患）：

�� 通过竞标将停车执法外包给私人承包商在很

多城市都有发生且卓有成效。但是这一点和路

内停车执法成功与否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关联。

�� 新加坡、东京以及很多欧洲城市都有将部分或

者全部执法人员巡查工作交由私人承包商来实

施（巡视违章停车行为并采取措施）。东京于

2006年将原本属于交警的停车执法工作转交

给承包商并取得了成功。也有很多城市包括印

度的艾哈迈德巴德，将执法过程中的拖车工作

交由私人承包商操作。

�� 但如果合同条款不充分，承包商监督不力等因

素都会导致一些问题的产生，包括执法不力或

者执法过度或甚至执法不当。

�� 这些问题势必影响停车管理政策的公众支持

度。

�� 以中国城市深圳为例，私人承包商执法不力，

牟取私利这样的负面新闻，甚至导致深圳在过

去几年放弃实施路内停车收费政策。这为深圳

的停车管理带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创伤。

6.8 收入和如何支付执法

收入是否可以作为停车执法的有效目的？罚款额

度水平该如何设定？如何支付执法工作？这一小节

我们着重解决这些问题。

执法收入是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难题。

�� 罚款是打击违法停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罚款确实会带来收入。如果停车管理政策有

效，这部分收入甚至会超过执法本身成本，达

到一定水平的盈余。

�� 执法工作当然也需要报酬。

交通的壁垒: 机构，法制和可持续, ed. P. Riet-
veld和R.R. Stough (伦敦及纽约: Spon出版社, 
2005), 13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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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偶尔试图通过停车执法

收入来解决自身财政问题。

�� 但是这样做只会激起公众愤怒。

执法收入不能作为财政来源，所以也不要试图为

之：

�� 不管是出于政治还是实际原因，都绝不能以提

高执法收入作为目标（见文框23）。

�� 执法注重收入实际上不一定比注重停车管理能

创造更多收益。但是以创造收入为出发点会带

来很大的政治风险。

�� 公众对执法收入的焦虑可能会被夸大，但是这

股力量不容小觑，必须得到安抚。

�� 最好根据什么最有利于停车管理来确定执法

选择。

�� 很多地方政府会牺牲一部分的执法收入，投入

到如6.3章节介绍的一系列建议措施中，试图淡

化公众的对执法的反感度。

求取罚款和执法强度之间的良好平衡：

�� 略加思考我们会发现，我们既不能单一依靠高

额罚款（但执法薄弱），也不能单一依靠过度执

法（但罚款较低）（见表15）。

�v高额罚款、执法薄弱会给人造成执法不公

的印象。人们会因为偶尔不幸被罚中而觉得

愤怒不公，因为其余大多数人可能犯了同样

的违章错误但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而执

法人员也更容易被利诱而纵容违法停车行

为。

�v反之亦然，低额罚款、执法过度带给人们的

信号是，一旦停车略有违规就要被贴罚单。

而违章停车现象绝对不会因此而消失，因为

表15：执法强度对比罚款水平

罚款水平

低 高

执法强度

低 效果甚微，依然存在普遍违章 执法不公印象且带来腐败隐患

高 罚款无异于普通停车费用
效果过度（达到停车规范效果，

但是成本过高）

文框23：为什么以提高财政收入为重心
的停车执法往往会适得其反

假设某市级政府支持停车管理的执法已经卓有

成效。如果该城市开始试图把创造财政收入作

为停车执法重心，那么：

�� 停车罚款额度和执法强度可能都会增加，

但是两者的收益回报都会很快递减；因为

�Ø 收入和执法强度的增加会促使规范停车

现象的增加；

�Ø 执法强度越大，成本越高。到一定节点成

本会超过所得收入。

�� 这些所谓的努力将会非常不受欢迎。之前

执法已经卓有成效，所以公众能感知到的

执法改善微乎其微。而且在原有基础上新

增的违章行为也相对比较轻微，一般都是

守法人群不小心而为之。

�� 所以类似这种增加收入的做法不会真的带

来很多额外收入，相反一定会导致公众的

强烈反感。

那么如果市政执法和停车管理系统都比较薄

弱呢？

�� 这种城市可以通过加强执法处罚和提高停

车费用增加收入。

�� 但是一旦公众发现政府旨在增加收入，其

支持度就会大大降低！

�� 如果城市一开始就把高效的停车管理作为

目标的话，那么执法也不太可能得到太大

的提高。

�� 以增加收入为重心实际上可能反而不会比以

停车管理目标为重心创造更多收入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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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小额罚款很快就会习以为常，而不会

把它当作一种处罚。

�v当然除去这两种极端，我们也可以适当中和

罚款水平和执法强度，最后达到一个理想状

态（参考表15中间部分）。

�� 罚款水平和执法力度的合理中和，有助于实现

目标停车规范水平（如6.5章节所述，目标停车

规范水平视道路不同而不同）以及适度的罚款

（符合违章严重程度）。

�� 而所谓的适度罚款将保持在如下水平：

�v额度足以引起大部分机动车驾驶人员的警

惕

�v同时，额度不会高到引发机动车驾驶人员贿

赂执法人员这种行为

�� 需要不断地尝试和调整才能最终达到罚款水平

和执法力度之间的最佳契合点。

求取执法收入和停车收费收入之间的良好平衡：

�� 很多城市过分强调停车限时，或者收费机制效

能过低，或者收费价格过低以至于无法有效配

合路内停车管理需求。这些往往会导致违章现

象频发，罚款收入较高而停车收费收入有限。

�� 对于实施执法的停车收费区域，我们也要力求

停车收费收入和执法收入（罚款）之间的良好

平衡。

�� 理想的状态是看到更多停车收费收入，而不是

罚款收入，尤其是很多罚款收入来源于停车付

费错误或者停车超时（毕竟绝大多数人是愿意

规范停车的）。这有助于形成一个友好、人性化

的停车管理系统。

�� 对很多城市来说，选择优化停车收费，改善收

费方式，无疑有助于有效减少执法收入，增加

停车收费收入，最终达到两者所需平衡。

执法必须得为自己买单吗？

�� 没有任何法则明确执法必须承担自身成本，虽

然情况往往确实如此。

�� 理想情况下，路内停车管理总体来说能为地方

政府创造一定财政盈余。这可以被视为路内停

车空间的部分土地租金。

�� 汇总停车收费收入和执法相关收入所得，最后

应该足以支付整个路内停车管理政策所耗成

本。

��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新的收费机制选择和

定价改革应该收获停车规范的不断改善。虽然

停车执法收入盈余可能会因此而减少，停车管

理成果却能因此而得到大大改善。

腐败对停车管理系统来说一直是一大风险。可以

通过一些手段将风险降到最小，但是一旦腐败成

为普遍现象就很难轻易解决，需要全社会强有力

的反腐决心和动力。

下面几项措施可能有助于避免执法过程中腐败的

产生。

�� 采用电子尤其是自动执法工具，比如车牌自动

识别技术（LPR）；

�� 执法人员不同片区轮流交换执勤；

�� 避免过度的惩罚性罚款，因为这一点容易诱发

机动车驾驶人员向执法人员行小贿规避高额

罚款；

�� 规定执法人员需结伴执勤。以墨西哥城的

ecoParq停车管理政策为例，其要求所有执法

人员执勤时必须携带另一个女性执法人员（“

安全原因”），且双方都必须定期在不同片区轮

换以避免腐败现象发生。

6.9 如果违法停车完全失控该采取哪些措
施

机动车保有量激增国家的城市大都正面临严重的

违章停车问题。人们往往归咎于城市车位供给不

足，以至于他们除了违章停车外别无选择。这就导

致政府往往不愿意执行停车规章。

这一章节主要提供一些有用的执法方式建议，甚

至针对违法停车严重到几乎不可能通过执法来改

变的情况。合理的执法不仅能改变这种情况，而

且是决定性因素。

以下步骤可以开始提供一定帮助（即使针对最恶

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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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先开始有针对性的执法，确保惯犯的违法停

车需要付出更多代价；

2. 同时严厉打击严重、危险违法停车行为；

3. 然后随着停车管理的改进，逐步提高执法强

度。

这些步骤假设一些基本的停车管理能力和机构已

经存在，对于哪里停车合法、哪里非法等认知已经

形成清楚的规章。如果没有这些，则需要在实施步

骤前创建这些基本条件（参见第3、4章）。

1. 首先开始有针对性的执法，确保惯犯的
违法停车需要付出更多代价

在极端情况下，政府有时候会为了回应民众“我们

别无选择”这样的托辞而放弃执法，它们可能转

而顺从民意，开始增加停车设施供给。

这样一来，即使是那些停车惯犯人群都无需再承

担罚款风险。很明显，首先我们需要开始一定强度

范围内有针对性的执法。这一过程中，习惯性违停

车辆所需支付的罚款平均值应该至少与合法停车

所需支付的费用平均值相当。没有实施停车收费

的区域，违停惯犯也必须承担一定的罚款风险。

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宽大”处理违法

停车的精神，因为执法力度主要集中在缓解突出

问题。

对惯犯的违法停车的惩处有以下几点好处：

�� 可以稍稍提高人们对合法停车的付费意愿；

�� 大大鼓励机动车驾驶人员寻找合法停车位（包

括在公共停车位饱和情况下，还未被充分利用

的私有停车位）；

�� 停车付费意愿的提高也会促生更多地停车供给

设施，比如共享停车或者甚至商业停车场。

整个过程政府都必须和公众取得良好的沟通，避

免公众强烈反对。否则公众可能会视突如其来的

停车罚单为政府强权霸政行为。

2. 同时严厉打击严重、危险违法停车行为

前面介绍的步骤适用于缓解普通非危险性的违法

停车现象。

但是严重的违法停车行为危害他人，或者严重阻

碍重要的交通通行，比如占用公交车道，这种行为

必须第一时间被制止。处理这些严重违规行为需

要执法更加深入、有力。对待猖獗的危险停车行

为绝对不能姑息，哪怕危害时间极为短暂。

为避免公众强烈反对，同样需要政府和公众进行

彻底的沟通。而上述违停现象也必须明确地被定

义为严重违法停车。

3. 随着停车管理的改进，逐步提高执法强
度

随着停车管理的日渐改进，可以逐步地提高执法

力度。惯犯的违法停车应该变得比合法停车昂贵

得多。

每次停车执法强度变化的时间节点应该和相关问

题的改善时间一致，比如在新增停车供给，公共交

通得到改善，停车收费调整等等时机。

到一定时候，守法停车达到一个足够好的水平，执

法力度也可以渐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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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收集关键性停车数据 
并精明地运用

基于第一印象而不是可靠信息，随意地进行停车

管理决策非常普遍。出于公众压力引发的行动，通

常都基于偶然的印象。这在停车管理较薄弱的城

市出现的几率很高。

正如2.5章节所述，第一印象可能是误导的。

因此认真收集并分析停车数据非常重要，并将这

些数据用于平复停车争论和更好地指导停车管

理。

尽管综合而详细的停车研究通常外包给具备相关

经验的咨询公司，但是当地停车主管部门应该具

备收集和分析常规而又重要的停车数据的能力。

通过这项工作来更好地指导日常的停车管理工

作。

由于数据收集的资源有限，调查工作要降低成本

并把重点放在与决策和行动密切相关的真正关键

信息上。

不过及时简单的调查和分析也可以提供帮助。

7.1 停车数据类型

停车专家们主要关注三类与停车管理相关的停车

数据 [40]。它们是：

1. 停车供给设施的数据（清单）；

2. 反映停车占用程度的数据（占用率数据）以及

违法停车数据；

3. 个体车辆的停车行为数据（车牌调查-通常用

于调查停车时间的数据）

此外其他停车相关信息，包括利益相关方需要的

数据，出行方式调查（用来估计驾车/停车到达的

相对重要性），停车用户的观点或者经验，停车决

策以及寻找车位引发的交通流量。

 [40]Terri O’Connor,‘停车数据采集和MTC 停车需求
模型’,在大都市交通委员会研讨会’停车101：停车
改革的基石’中的演讲稿(2011年3月25日)(77页起)

本章将主要关注停车设施清单及占用率数据。车

牌调查的章节将主要介绍最简单也最常见的应

用：停车时长。

7.2 停车清单

一般利用停车清单获得停车供给设施的信息。

制定停车清单的各种原因列举如下：

�� 停车清单是进行可靠的占用率调查的必要条件

（见下节内容）。占用率调查统计停放的车辆

数除以停车位总数来计算被占用的车位比例-

占用率。占用率计算中的分母只能来自停车清

单。

�� 另一个制定清单的目的是在小范围内建立一个

清晰的感知，了解停车位数量和与停车管理相

关的关键特征。

�� 最初简单的改善停车管理可以不需要清单。但

是对于任何正式的停车管理，至少需要一个简

化清单。从这份清单中分析出一些基本的停车

措施。

�� 争论也能促使清单的形成。如果需要取消停车

位，清单有助于评估这项措施对区域整体停车

供给的影响（见4.3章节）。

详细的清单，特别是那些包含私人路外停车位的

清单，结果通常出人意料。最常见结果是发现比之

前的统计多出更多的路外停车位（特别是私人停

车位）。

编制清单需要细心的准备工作。在去实地调查之

前，团队需要准备：

�� 一份详细的行政区地图，包括每一个地块和街

道代码；

�� 提前准备好设计好的表格，用于提高输入相关

信息的效率（根据当地的需要从上面的列表中

选取）；

�� 用相机拍摄每一个地点并用于校核；

�� 进入每一处场地的许可。不过在实际中不一定

可行，因此编制的清单往往会有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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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必须输入到一个恰当的数据库中用于分析。

�� 如果已有数据库，可以把停车清单数据输入当

地政府的地理信息系统（GIS）中，实现数据标

准化并和其他土地地块和街道信息相整合。

�� 在缺少GIS系统的条件下，简单的数据库工具可

以用于基本的停车清单。

包含违法停车：

�� 传统的清单中通常不包含违法停车。

�� 然而在停车管理较弱的区域，建立一个惯犯违

法停车的清单可能比较重要。

�� 这需要稍微调整数据采集表格和数据库，把常

见违法停车的案例收录其中，包括在步行道停

车，停车占用出入口，并排停车等。

清单具有高度本地化的特性，因为每个车位仅能

服务较小的本地区域。

�� 基于城市范围的停车清单得出整个城市范围

的‘停车不足’可能是误导并且无效的。

�� 在都市圈层面的停车不足不能反映任何特定区

域的停车位充足与否，也不能解释特定区域一

天的停车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机动车访客数

量，停车管理和出行选择的综合影响结果，并

非和停车位总数与机动车数量之比相关。

�� 因此即使建立大范围的清单，讨论统计的结果

也毫无意义。清单结果应该按区域进行分析。 

 

 

 

 

 

 

 

 

 

 

 

文框24:  编制详细的停车清单中需要获
取的信息

典型的停车清单包括统计并在地图上标记所

有停车位，并记录下列信息：

�� 精确的停车地点

�� 停车位的物理类型:

�Ø 路内，路外地面，路外地下等

�� 物理特征：

�Ø 划线/非划线

�Ø 车位排列方向

�Ø 条件

�� 每处停车场或者街道路段的车位数量：

�Ø 根据情况对每一种车辆类型，或者根据

当量小汽车车位统计

�� 停车价位：

�Ø 价格水平 (在所有收费时段; 对每类车

辆或者用户类别)

�Ø 收费时段

�Ø 收费机制

�� 对象：

�Ø 面向公众

�Ø 限制某类用户 – 如有，记录细节

�� 开放时间（对路外停车而言）；

�� 限制条件：

�Ø 时间限制，卸货区，禁止停车区，公交车

道等以及它们的适用时间

�� 出入口 (进出口) 及通常的驶入方向（如

果相关）。

综合性的清单编制可能还需要调查：

�� 路外停车场和设施的业主情况；

�� 路外停车场和设施的管理情况（比如承包

商和外包合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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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占用率数据

停车位占用率指的是合法停车位被车辆占用的比

例。换言之，占用率=停放的车辆/合法停车位。

文框25：未划线车位与混用停车情况下的清单：

如果车位没有划线，那么统计车位数量意味着：

�� 对于路内停车，统计/测量合法路侧停车带的

长度（或者斜列或者垂直停车位的宽度）。

�� 对于路外停车，需要记录停车区域的范围大

小。

�� 这类测量需要估计停车场的容量（例如可以

使用4.6章节中的尺寸）。

�� 注意最好基于实地考察结果而不是国际惯例

计算容量。例如一般平行式停车采用一辆车

占用5.4米路侧带的方法进行估计。但是对于

小型车或者大型车数量较多的城市并不适用。

对于未划线区域其他车辆的估计也可以采用类

似的方法。

未划线车位和混用车型停车进一步增加了难度。

许多城市的停车区域（路内和路外）通常容许混

用车型停车。

这成为建立清单的难题。标准技术试图假设小汽

车占大多数或者为每类主要车辆指定停放区域。

如果为每类车辆分隔停放区域并指定停放长度，

我们只需很容易地用上述方法测量每段路侧带的

长度或者每个分隔区域的大小。

如果混用车型停车没有给每类车辆指定停放区

域的话：

�� 通常的做法是测量停车容量（方法同上）但

是使用‘当量小汽车车位’或者‘小汽车车位

当量’来提示大家存在混合停车。

�� 通过观测实际各类车辆占用停车位的情况和 

是否存在非正常的车位来补充统计‘小汽车

当量车位’。实际情况可能因调查时间和日期

不同而变化，因此需要在不同日期和时段进

行调查。

图91：像在印度尼西亚巴林邦停车位占用率非常高 (‘饱和’)的路内停车产生很多负面效应，包括并排停车
和找车位产生更多交通流。 © Paul Barter

占用率数据因此描述的是停车位被占用的“程

度”。空置率是100%-占用率。

饱和停车意味着占用率非常高。违法停车问题严

重的地方占用率可能会超过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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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占用率数据的重要原因如下：

�� 停车管理的关键决策需要清楚地掌握一周之中

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占用率变化情况。

�� 即使在短距离内，一天之内不同时段，路内与

路外停车之间的占用率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这

就成为停车管理的突破口，通过改变小部分驾

车者的停放地点和时间来缓解特定地点特定

时间过高的停车需求。

�� 停车饱和会带来问题。2.4章节的内容解释了路

内停车高占用率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当

占用率超过85%时，路内饱和停车带来的负面影

响逐渐递增。

�� 相反，停车位利用率不足是对资源的浪费，这

些闲置的空间可以进一步优化而得到充分利用

或者改变为其他道路功能。

�� 停车管理中，停车收费的趋势逐渐增加，包括

通过收费来调控占用率目标，通常是在70-90%

之间。这一趋势越来越关注路内停车占用率水

平的监控。

在开始占用率调查之前：

�� 至少要准备一份调查区域内合法车位的基本

清单。

�� 决定采用的计数方法：累积计数，按车位统计

还是按路段统计（如下）。

�� 对于按车位统计或者按路段统计，调查区域必

须划分路段，例如街道路段或者路外设施的分

段或者等级。

�v占用率在短距离内也会变化很大，因此路段

划分应该要小（例如，10-15个路内车位）。

过大的调查路段可能会错过重要信息和局

部变化。

�v每个路段应该包含单一的停放对象和价格

特征。例如同一路段不能同时包含收费和免

费车位。

�v路侧有特殊限制的短路段（如卸货区或残疾

车位）应该划分为专属路段单独调查。

�� 调查的日期要谨慎选取。

�v例如通常选取有代表性的一周中间的工作日

作为调查日期。季节，学校假期和主要的假

期是选择‘典型’日期的必要因素。

�v通常一周之中停车问题最严重的日期也需要

进行调查。

�v在综合占用率调查中，周末也要进行调查。

�v如果遇到恶劣天气，统计必须推迟，否则结

果会有误差。

为实际的调查步骤必须制定详细的计划：

�� 调查员步行或者乘车进行观测，使用表格或者

相机拍照，拍摄视频记录数据图像。

�� 调查路线需要提前规划好，并坚持按规划路线

进行。

�� 要提前确定调查时段。早上6点到晚上10点适合

大多数的停车调查，早上6点数据可以反映过夜

车辆的情况。

�� 选择调查时间间隔。

�v在高收入国家和停车管理集中的地区，通常

选取15分钟作为调查间隔。

�v相对低成本的占用率调查通常选用1小时。

�v如果受资源限制，即使做一天内3-4小时间

隔的简单调查也很有价值。调查目的是得到

高峰时段和高峰前后一到两小时的数据。高

峰时段取决于主要的土地用地类型。

按车位统计的方法:

�� 按车位统计和按路段统计都需要在区域内重复

统计每段路侧车位停放的车辆数。

�� 当所有合法车位都有划线标记时，可以按车位

来统计。

�� 通常默认在每一个被划分的路段的划线车位内

停放单一的车辆类型（例如仅小汽车或者仅摩

托车）

�� 当所有车位都划线标记并装有自动传感器时，

可以自动获取实时的占用率数据：

�v自动占用率数据来源包括地面传感器或者

智能咪表。

�v电子支付信息也能估计收费车位的占用率 

(但是需要通过调查校核来修正未付费时

间)。

�v自动检测数据无法获取大部分违法停车的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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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人工调查仍很普遍，并且可以作为自动检

测数据的补充。

�� 按车位调查占用率的调查表格（图92）或者输

入数据格式与车牌调查表格基本一样（见7.4章

节）。

�v每一个车位对应一行，并对每个车位进行编

号（如果政府没有进行编号）。

�v每次调查结果对应一列（例如，早上8点的调

查结果）。

�v在调查结果的单元格中必须记录车位是否

被占用（及车辆类型，如有多种车辆类型）

�v注意尽管表格类似，但因为不需要记录车牌

信息，因此占用率调查表格中每次调查结果

的输入和分析要比车牌调查快得多。

�v在占用率高的区域，调查者可以记录空闲车

位而不是占用的车位，以加快调查速度。

�v每一页调查表格都应该记录每个路段违法

停车的情况和具体位置。

图92：按车位调查占用率的部分表格（表中占用车辆由调查员输入）或者车牌调查的部分表格（表中车牌信息
由调查员填写）。

日期: 路段代码: 车辆类型: 违法停车观测: 数据采集员:

调查时间(开始时间)

车位

编号

18:00 18:15 18:30 18:45 19:00 19:15 19:30 19:45 20:00 20:15 20:30 20:45 21:00 21:15 21:30

21

22

23

24

按路段统计的方法:

�� 即便所有的车位都已划线，也可以采用按路段

统计的方法。

�� 但是当车位没有划线时，就要采取按路段统计

的方法（除非可以用累积统计法-见下文）。

�� 按路段统计表格的基本组成有：

�v调查表的行是特定的路段，每个路段对应一

个唯一代码。

�v调查表的列是由各种车辆类型的合法车位

和相应车辆类型的违法停车组成。

�v每个单元格包括对每个车辆类型的简单统

计。 



103

路内停车管理: 国际手册

�� 如果在调查的同一路段内存在不同车辆类型的

混用停车，占用率不是直接计算的。见下文。

�� 图93列举了按路段统计不同车辆类型的调查表

格范例 [41]。

�v具体的信息，例如车辆类型要根据当地情况

进行调整。

�v注意表中也包含系统地统计违法停车。

 [41]这个表格根据Padeco公司网站上 http://sti-in-
dia-uttoolkit.adb.org/mod4/se5/003.html (最
后更新 2008),‘模块4: 停车措施导则: 政策和选
择’, 在印度中等城市城市交通发展‘导则和手册’(
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 2008)

图93：未划线混合车型停车区域按路段统计占用率的部分统计表。观察员在对应单元格中填入每种车辆类型
的数量。

日期: 路段编号: 路段路侧带长度: 路段内当量小汽车停

车位:

数据采集员:

合法停放 违法停放

其他停靠活动（卸货，

并排停车等）

记录类型和数量。

时间 小汽

车或面

包车 

(<5.5m)

摩托

车

卡车

或者厢

式货车

(>5.5m)

其他 小汽车或

面包车

摩托

车

卡车

或者厢

式货车

(>5.5m)

其他

12:00

12:15

12:30

12:45

13:00

13:15

有时候也可以使用累积统计法:

�� 这个方法要监测车辆到达或者离开检测路段的

边界（或者整个区域都在一个边界内）。

�� 累积统计法要在调查中不断监测每一辆到达

和离开每个路段的车辆。如果调查范围内路段

较少或者进出口较少，可以较方便地采取这种

方法。

�� 累积统计法会遗漏边界内小范围的占用率变化

情况。

�� 累积统计法的基本组成包括：

�v需要统计边界内已经存在的车辆基数。最

好在一开始就统计完成。如果在调查结束时

统计，可能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正确统计出基

数，可能存在白天观测无效的风险。

�v每辆车进入和离开进出口时计数并记录时

间。

�v之后较容易计算每个时段累积停放的车辆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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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如果已经统计出容量，就可以计算出占用

率。

�v如果边界内只有一种车辆类型，这种方法非

常简便易行；但是对于混合的车辆类型却更

为复杂（见下文）。

�� 何时使用累积统计法?

�v通常这种方法适用于大部分进出口较少的

路外停车设施。

�v使用这种方法必须要先统计出边界内所有

已经存在的车辆基数。

�v累积统计法也适用于路外停车设施的日常

实时占用率监测，可以利用可靠的进出口监

测系统实现这一功能。

�v与人工按车位或者按路段统计法相比，累积

统计法描绘了更为精确的一段时间内的变化

图。在大多数路内停车研究中，空间变化比

短期的时间变化更为重要。

混合类型车辆停车位的占用率计算:

�� 如果为不同车辆类型，例如小汽车和摩托车，

指定了分隔的停车区域，就很容易用按车位统

计法分别得到每种车辆类型的占用率。

�v有时候会出现为汽车、摩托车和其他类型

车辆非正式划分的路侧停车空间的情形。

�v如果这些路段划分相对稳定，可以默认这些

路段是正式划分的区域，并以此估计容量并

计算占用率。

�� 在有些城市，如果不同大小的车辆，例如小汽

车和摩托车，以无序方式混合停放，那么问题

就会出现。

�� 这与7.2章节中讨论清单时计算容量的问题密

切相关。

�� 显而易见的方法是计算‘小汽车当量占用率’，

尽管目前没有普遍的或者标准的计算方法。

�v每个路段都有一个小汽车当量停车容量（例

如至少5.5米路侧带长度）。

�v占用率调查转化为统计在每个调查时间每

个路段内所有车辆类型的车辆数。

�v统计结果转化为‘小汽车当量统计’来计算‘

小汽车当量占用率’，即简单用小汽车当量

除以小汽车当量容量。

�v这一转换不能使用PCU（小客车当量），PCU

是用于交通量计算而不是停车位占用。

�v仔细观测本地一个小汽车车位可以停放的

各种类型的车辆数。例如如果一个5.5m（或

者5m，取决于当地条件）的典型平行车位可

以停放6辆摩托车，那么统计的每辆摩托车

占1/6的‘小汽车当量统计数’。在使用这些

数据时，这些假设要加以详细说明。

�v小汽车当量占用率数据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而

且可以简单交流并绘制占用率分布图。

�v然而，当量占用率数据掩盖了车辆类型的多

样性。因此，在混合停车地区，在使用小汽

车当量占用率数据的同时，也要说明路段内

的车辆类型构成比例。否则，占用率数据可

能会产生误导效果。

占用率调查结果可以制成地图信息：

�� 绘制占用率图可以有助于指导停车管理决策。

�� 在设计‘占用率目标简要分区图’来设定停车价

格时，占用率图的作用非常重要(见5.5章节)。

�� 城市也要考虑出版这些地图，比如作为城市

的‘停车压力地图’。

�v这些地图可能对城市中负责停车管理的相

关人员非常有帮助。

�v在此过程中，这些人员可能会有助于缓解这

些存在的问题。例如，有车家庭在搬家时可

能尽可能避免选在夜间停车压力大的居住

区。代客泊车公司会在停车压力大的办公和

餐饮区寻找客源等等。

�v这些地图有助于向社会说明潜在停车管理

的时段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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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停车蔓延时的占用率数据统计:

�� 标准占用率调查方法包含统计违法停车。在占

用率计算中的分子中包含违法停放的车辆。

�v占用率数值远远超过100% 说明不仅合法车

位的占用率高，而且存在违法停车的问题。

�v但是我们不能假设违法停车水平高就必然

导致占用率超过100%。

�v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合法停车的占用率很

低，违法停车的情况依然很严重。在这种情

况下，可能观测的占用率为50%（假设），看

起来似乎不会有违法停车问题。

�� 因此如果违法停车的问题非常严重，那么在占

用率调查结果中要同时给出详细的违法停车数

据。

�� 只有在明确违法停车信息的情况下，占用率数

据才变得准确可靠。

我们能在没有合法停车却有着大量违法停车的路

段描述占用率吗？

�� 我们偶尔会发现路段内有大量违法停车，但是

却根本没有合法车位。

�� 标准的占用率应该是无穷大！

�� 然而，在这些地区用类似占用率的数据可以用

来体现停车管理的进展程度。通过将违法车位

合法化或者阻止违法停车的发生逐步实现停

车管理。

�� 可以采取路内合法非划线车位的方法。换言

之，统计每个路侧停车位（假设5.5m）停放的

违法停车数量。

�� 也许可以称之为‘违法停车占用率’。

�� 在所有这类路侧停车都合法的情况下，这一结

果就是当量占用率的数值。

�� 但是要注意不要和合法占用率相混淆。要着重

强调这些数据为‘违法车位占用率’。不要和真

实的占用率混为一谈。如果绘制占用率分布图，

违法车位占用率需要用其他的颜色标记。

�� 尽管存在混淆的风险，违法车位占用率数据在

治理违法停车问题的比较和监测中意义重大。

图94：2013年西雅图部分商业核心区工作日路内停车占用率调查结果分
布图。©Sightline研究所 -图片来自西雅图交通局报告，参见视线研究
所 http://daily.sightline.org/2013/09/27/theres-a-place-f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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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采集车牌数据得到的附加数据

和停车清单、占用率调查相比，车牌调查成本非常

高，而且非常耗时。但是车牌信息可以提供更详细

的停车行为信息。

车牌调查的重要原因如下：

�� 车牌调查最常见的原因是获取停车时长的详细

信息。

�� 相关的周转率变化通常也是关注点所在，但是

不应过分强调（见文框26）。

�� 有时这类调查也用于不同停车用户人群的停

车行为调查，例如本地居民，区域内员工和购

物者。通常用到达和离开的特征来划分用户人

群。

由于标准的车牌调查要耗费大量资源，因此只有

停车管理决策真正需要特定数据才做车牌调查。

调查深度只要能回答最有必要的相关问题即可。

车牌调查的基本思路包括一天中多次观测每个车

位，记录下所停放车辆的车牌号码。

�� 由此可分析出两次调查时间间隔内，哪些车辆

仍在此停留。

�� 可以得出每辆记录车辆停放时长的上下范围。

�� 观测得越频繁，停车时间越精确。有些调查的

观测间隔为15分钟。这样得出的停车时间足够

精确，可以用于多种目的。

�� 对于有些调查目的要控制低成本，可以每两小

时记录一次。例如，如果调查目的是停车时间

超过4小时的车辆数，就可以按上述时间间隔

计数。

�� 车牌调查会涉及隐私问题，要遵守协议规定防

止滥用或者盗用停车信息。通常只有牌照的最

后四位数被记录。这也提高了数据输入的速

度。

车牌停车调查的准备工作和按车位占用率调查或

者按路段占用率调查类似

�� 常见方法是人工收集数据，首先对调查员进行

分组，每组调查员步行统计信息并用纸质表格

记录人工调查。有时候（如果车辆停放方向允

许）可以使用车载摄像机减少人员投入。无论

采用哪种调查方式，数据输入都相当费时。

�� 一般调查表格和按车位或者按路段调查占用

率表格类似，但要为记录车牌信息留出足够空

间。

�� 如果车位已有划线，表中的行代表车位，表中

的列代表研究区域内每次调查结果 (图92)。

�� 如果车位没有划线，调查表中的行通常代表大

致的车位。为减少误差，表格中要留出适当空

间备注临近的地标。

�� 如果车位没有划线而且不同车辆类型混合停

放，那么表中每一行要与路边对应的路标相

对应，并且要给录入所有车牌信息留出足够空

文框26: 过去高估了周转率数据的价值 
        吗？

5.5章节和5.8章节质疑了过去把周转率作为停

车管理的目标和收费定价的依据。

周转率确实有助于利益相关者，为他们短时停

车需求的访客预留适当的车位。

但是当停车需求很高时，仅局限于周转率的停

车管理通常效率低下。提高停车周转率并不能

防止饱和停车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周转率监测通常需要进行高成本的车牌调查。 

电子收费机制也能提供周转率数据，但是只

关注周转率会使人们更重视时间限制而不是

收费。

在占用率很低的情况下，周转率数据也会造成

误导。当占用率很高时，车位周转率大致同停车

时长成反比关系。但是在占用率低时，周转率同

停车时长的关系不再是反比关系。

如果把减少长时间停车的影响作为停车管理

的目标，那最好直接关注停车时间数据。这更

易于理解和解释，而且与管理目标的关系比

周转率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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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如果路段很短，这种复杂的输入录入也能

较好管理。

其他（低成本）车牌或者停车时长数据调查有时

可以用作:

�� 如果车牌识别技术（LPR）是执法过程的一部

分，那么在日常执法时或者在临时调整路线的

日常执法过程中，可以完成一个有用的‘附加’

车牌调查来收集这些数据。

�� 传感器和一些智能咪表也能在合法或者收费车

位上定期的产生准确的停车时间信息，无需获

取车牌信息。

�� 通常电子收费机制也能提供持续的实时停车

时间（如果其他分析中需要，也可以提供车牌

信息），但是仅限于收费时段和收费的车辆类

型。

利用停车时长时空透视图深入研究长时间停车问

题的严重性:

�� 停车研究通常引用平均停车时长分析不同地区

的停车问题。这一数据固然重要，但是也掩盖

了一些重要信息。

�� 例如，在一条购物街上平均停车时间仅为30分

钟，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也许20%的车

辆继续停放超过4小时。不过这20%的长时间停

放车辆将占用相当多的‘车位小时数’，所以在

任何特定时间，占用停车位车辆中很大比例都

是长时间停车。时空透视图 [42]就能体现问题之

所在。

�� 时空透视图揭示了被车辆占用的停车位不同停

车时长所占的比例。

�v从车牌调查数据开始。建立一个表格（对

每一个路段），列出每类停车时长出现的频

率。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每个路段中有多

少车位停车时间小于30分钟，30分钟至1小

时，1小时至2小时，2小时至3小时，3小时至4

小时等等。

�v然后再增加一列，记录每一个停车时长范围

的平均停车时间。每一个范围的平均值可以

作为平均时间，对于最长的开放式范围，使

用保守估计作为平均时间（例如对于‘4小时

以上’范围平均停车时间的保守估计是5小

时）。

�v在后面增加一列，输入每个停车时长范围内

的车辆数乘以对应的平均停车时间。

�v然后在最后一列，计算出每项所占的百分

比。最后一列就是通过列出每个时长范围占

 [42]Eric C. Bruun和Vukan R. Vuchic,‘时间-区域概
念: 发展, 意义及应用, 交通研究记录1499 (华盛
顿: TRB,1995), 95-104

表16：印尼巨港市中心路内停车时长的时空分布

停车时长分布
时间权重的停车时长分布

(每类停车时长占车位小时数的比重)

地点代

码
≤1hr 1≤2hr 2≤3hr 3≤4hr ≥4hr ≤1hr 1≤2hr 2≤3hr 3≤4hr ≥4hr

C 82 % 7 % 4 % 2 % 5 % 42 % 11 % 9 % 6 % 32 %

H1 72 % 8 % 8 % 3 % 8 % 28 % 10 % 16 % 8 % 39 %

D 72 % 12 % 2 % 0 % 14 % 26 % 13 % 3 % 0 % 59 %

J1 47 % 15 % 12 % 0 % 27 % 10 % 9 % 13 % 0 % 68 %

G1 44 % 6 % 13 % 3 % 35 % 8 % 3 % 11 % 3 % 74 %

L 13 % 21 % 9 % 16 % 40 % 2 % 9 % 7 % 16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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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停车‘车位小时数’的比例而形成‘时

空’透视的效果。

�� 在下面的示例中，注意即使在长时间停放车

辆比例相对较小的地方，长时间停车车辆在停

车‘车位小时数’中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地点

D非常突出）。

7.5 其他类型的停车数据

除了上述停车数据外，一些研究还包括一些其他

数据，例如：

�� 通过访谈，调查，与相关群体交流或者针对具

体问题的研讨会获得利益相关者对问题的看法

（问题类型，时间，地点）;

�� 调查某区域的交通出行到达方式（通常关注顾

客，员工群体）。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出停车

对于本地到达方式的相对重要程度。一个普遍

规律是小汽车出行到达方式不太多的地区，停

车供给问题也就不太重要，停车管理为本地经

济带来的效益也会高于大多数经营者的预期;

�� 停车用户调查（通常与其他调查目的一起采取

拦截调查）;

�� 寻找车位产生的交通流量观测或者调查。例

如，在停车饱和的繁华区域，预测一周之中不

同时间的实际寻找（‘兜圈子’）车位而产生

的交通流量的比例很重要 。比较简单的方法

是在信号灯处询问驾车者“是否正在寻找车

位？”

7.6 评估停车管理措施的效果或者试点

要根据停车管理的目的来监测或者评估管理措

施。停车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优秀的案例包括ITDP对墨西哥城Ecoparq试

点项目早期的评估，以及对旧金山SFPark试点项

目的评估。

对停车管理变化的评估通常包含简单的前后对比

分析。对于很快就能收到明显效果的小调整，前后

对比分析就能评估停车措施变化产生的影响。

然而对于复杂的管理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

呈现措施对应的效果，简单的前后对比分析通常

是不够的，结果可能会产生误导。

�� 城市是一个复杂综合体，随时会发生很多变

化。

�� 任何一个结果的变化可能由于其他原因所致，

并不是我们关注的停车措施变化的直接结果。

�� 换言之，混淆变量可能会干扰评估结果。

结合控制区域的示范区就是这一问题的应答。

�� 最好在实施重大停车管理措施之前在有限的

区域内试点。

�� 试点区域的结果可以与没有实施管理措施的‘

控制区’进行比较。

�� 此处‘控制区’是一个科学的范畴，例如在毒

品检测中向控制群体发放安慰剂，并非真正毒

品。

�� 对比试点区域和控制区域的差别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对比试点区前后的变化。

�� 如果在控制区不存在试点区发生的变化，或者

试点区的效果超出对控制区的预测或者相反，

那么可能就是停车政策调整的结果。(如果这

些变化的显著性可统计)。

�� 如果没有划分控制区，不能完全肯定在政策缺

失的条件下不会出现预期的效果。

�� 在快速发展中的城市或者小汽车保有量和使用

快速增长的城市，划分控制区可能尤为重要。

但是这类城市很少做这种严谨的评估措施。

�� 旧金山停车示范区的官方评估提供了一种使用

控制区作为参考的优秀案例，控制区的状况可

以和实施停车收费的试点区做比较 [43]。

�� 注意在控制区内不能存在停车管理措施的影

响。如果控制区离试点区域太近，停车需求可

能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这时影响就

产生了。

�� 对邻近地区的停车条件进行调查也是必要的，

以获取停车需求转移以及促发问题的信息。

 [43]交通替代选择,‘没有空位: Park Slope的停车问题
及如何解决’, (纽约城: 交通替代选择, 2007年
2月). 详见 http://transalt.org/sites/default/
files/news/reports/novacanc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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