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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如何影响城市
HOW DOCKLESS BIKE-SHARING CHANGES LIVES: 
AN ANALYSIS OF CHINESE CITIES
蒋慧 宋苏 邹萱 鹿璐

背景

作为城市中新型短途出行的解决方案，共享单车自2016年

以来在全球数百个城市得以实施，成为最后一公里出行的

重要解决方案。2017年，共享单车在中国200多个城市运

营，投放数量约为2,300万辆。尽管共享单车数量在2019
年末下降至1,950万，但其服务范围扩大至360多个中国城

市1，2。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定位并解锁使用共享单车，且无

需归还至固定地点。其方便快捷的特性满足了城市居民对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在短距离出行中增强了与公交服

务的连接，促进了城市出行服务一体化发展，并替代了部

分私家车出行。

由于灵活便捷的优势，共享单车迅速成为城市最后一公里

出行的主要选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习惯。

共享单车也被公认是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然而，随着

居民对共享单车需求的持续上升，城市出行的生态系统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享单车发展早期出现的过度投放、无

序停放，与调度不及时等问题，对城市的监管治理以及城

市环境造成了挑战。在此利弊并存的情况下，城市需要综

合了解共享单车产生的影响，对共享自行车的环境及健康

影响进行评估，并通过多种管理措施改善城市建成环境以

鼓励城市自行车系统发展。

关于此报告

本报告针对12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异的中国城

市进行调研，采取多种维度全面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

与共享单车系统的实践与管理，为城市引入共享单车提供

了参考。通过一系列研究，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问题1：共享单车是否改变了人们的出行行为？它是如

何使人们从其他交通方式转向单车出行的？

问题2：共享单车如何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碳排放和出

行安全？

问题3：城市可以如何改进共享单车的管理手段？

报告在12个研究城市调研采集共计8,218份共享单车用户的

出行数据，分析城市中居民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特征与行

为转变。基于问卷结果，研究结合了健康影响评估、减排

估算和道路安全风险评估等方法，综合评估共享单车在不

同维度对城市的影响。基于共享单车的对城市建成环境的

主要挑战，报告回顾了12个研究城市共60多项相关的政策

法规和案例研究，总结了有效的实施经验，并为城市提供

了政策与管理建议。

本报告旨在让城市不同群体了解共享单车能够产生的效益

与风险，并在共享单车治理方面提供思路，通过研究结论

与建议影响决策者、公众，以及学界。决策者可以参考研

究的结论来指导城市的相关决策，采用优化手段管理单车

投放数量、单车停放和城市慢行设施，从而促进绿色健康

的出行方式并维护市容市貌。公众则可以根据报告的建议

调整骑行时间和强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效益。最

后，学术界可以利用本研究报告的结论来丰富现有研究。

本报告共有六章：

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与目的；第二章展开说明调研数据收

集以及影响评估方法；第三章基于问卷数据，总结共享单

车出行特征，并分析共享单车用户的出行行为转变；第四

章评估共享单车对公共健康、碳排放以及道路安全的影

响；第五章讨论了共享单车的现有政策及面临的挑战，并

提出政策建议；第六章对研究进行了总结，讨论本报告的

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共享单车的影响

研究显示在不同经济水平、气候条件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

的使用者对于共享单车在出行特征、使用偏好和服务痛点

发掘上显示高度一致性。进一步量化分析显示，共享单车

不仅可以增强与公共交通的连通性、取代短途机动车出

行，还可以改善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是解决城市最后一

公里出行的多赢方案。

出行行为转变：

� 

尽管12个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不尽相同，但研究

结果表明共享单车对的出行行为影响在12个研究城市具

有同质性。

调查结果显示，54%的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共享单车连接

其他交通方式，其中91%的骑行用于连接公共交通。

12个城市中，有17%~45%的共享单车出行代替了原本

的私人机动车出行，包括小汽车、出租车、网约车和摩

托车。

减少碳排放：

虽然大部分共享单车骑行是用于替代由步行和公共交

通完成的短距离出行，但是部分骑行仍可通过取代私

人机动车出行，每年减少约48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680万英亩森林一年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改善公共健康：

适当的骑行时间和强度所带来的健康效益远超空气污

染造成的健康风险。相对于不运动带来的健康风险，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积极的活动方式，在全国2.35亿共

享单车用户中，每年可以避免约6万人的早亡风险。

即便在一些空气质量不佳的地区，只要在一定污染物

浓度水平以下骑车，骑行者仍能获得健康效益。对于

PM2.5平均浓度在50~60微克/立方米以下的地区，每天

骑行一小时可以产生最大的健康效益；对于PM2.5浓度

超过160微克/立方米的地区，不推荐每日骑行超过30
分钟。

安全影响：

由于共享单车骑行量在短时间的迅速攀升，大多数城

市的骑行设施无法满足骑行者的路权与安全，单车用

户的对道路骑行安全的感知普遍较低，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在城市道路中骑行是安全的。

中国2016年骑行死亡人数约占总体道路交通死亡人数

的8%3；虽然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但据本报告测算，

共享单车的广泛使用意味着约三分之二的道路交通死

亡可归因于共享单车。

政策回顾与建议

随着共享单车在中国城市愈加广泛的使用，地方政府在共

享单车治理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让城市在鼓励共享单

车使用以推广慢行交通的同时，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本报

告梳理分析了12个研究城市的共享单车相关政策文件与成

功案例，总结出有效的管理经验与措施，并针对共享单车

投放控制、停放管理和骑行设施等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主要建议包括：

控制共享单车投放总量。为解决过度投放的问题，中

国城市施行了创新性的管理措施和试点项目来控制和

管理共享单车总量投放。中国城市应施行严格科学的

总量控制计划，并为共享单车运营商设计激励方案，

促使其成为一种便捷有序的出行方式。

细化现有绩效评估的考核办法。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

了基于共享单车运营的的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与

投放份额挂钩，奖优罚劣。为了进一步管理共享单车

市场的有序发展，应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并基于科

学的方法制定动态管理指标。通过多部门合作，利用

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监督并考核单车的运

营状况与服务水平。

制定单车停车规范并以执法辅助。城市还应建立更明

确的共享单车停放管理准则，并提升治理手段，让居

民更方便有效地使用和停放共享单车，培养居民有序

用车的好习惯。一些城市已经陆续出台了自行车/共享

单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要求在城市道路上增设自

行车停放区，并在公交站、路口、地铁口等主要公共

通行空间明确施画禁停区域。

采用标准化停车管理技术。为了让用户更好地遵守规

则，城市应鼓励在停车管理方面采用标准化技术，提

高停车管理效率，节省公共部门和运营者的时间和精

力。北京、深圳等城市设立了电子围栏停车的技术标

准和实施方案。通过高精度的电子围栏技术，用户可

正确判断停车地点以规范停车，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节省车辆调度、运营以及监管成本。

提升骑行设施的安全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城市不断

积极规划与建设自行车道、绿道、公共自行车系统等

慢行基础设施，但对以安全为导向的设计标准与实施

要求仍不明确。城市应引入更高的安全设计标准，并

采取国际公认有效的安全措施，例如安装自行车隔离

以保护专有路权、安装交通稳静化措施、为自行车提

供更安全的交叉口设计等。

通过宣传教育提升道路安全意识与文明骑行。鼓励居

民骑行的同时，城市也逐渐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渠道，

培养和建立居民的骑行文化。在此基础上，城市应结

合骑行宣传与教育，有针对性的增强居民在道路安全

意识上的提升和培养，为城市创造更安全、更健康的

骑行环境。

未来的研究

下一阶段，研究团队将通过更多的调查和政策梳理来持续

更新、完善报告结论。在此基础上，还将选择一些试点城

市进行深入研究，譬如（1）监控共享单车对健康、气候和

社会经济的影响；（2）从避免早亡和疾病风险两方面，综

合评估共享单车的健康效益；（3）用社会公平性、公共服

务可达性等指标，来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4）基于

试点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策略建议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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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共享单车总量投放。中国城市应施行严格科学的

总量控制计划，并为共享单车运营商设计激励方案，

促使其成为一种便捷有序的出行方式。

细化现有绩效评估的考核办法。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

了基于共享单车运营的的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与

投放份额挂钩，奖优罚劣。为了进一步管理共享单车

市场的有序发展，应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并基于科

学的方法制定动态管理指标。通过多部门合作，利用

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监督并考核单车的运

营状况与服务水平。

制定单车停车规范并以执法辅助。城市还应建立更明

确的共享单车停放管理准则，并提升治理手段，让居

民更方便有效地使用和停放共享单车，培养居民有序

用车的好习惯。一些城市已经陆续出台了自行车/共享

单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要求在城市道路上增设自

行车停放区，并在公交站、路口、地铁口等主要公共

通行空间明确施画禁停区域。

采用标准化停车管理技术。为了让用户更好地遵守规

则，城市应鼓励在停车管理方面采用标准化技术，提

高停车管理效率，节省公共部门和运营者的时间和精

力。北京、深圳等城市设立了电子围栏停车的技术标

准和实施方案。通过高精度的电子围栏技术，用户可

正确判断停车地点以规范停车，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节省车辆调度、运营以及监管成本。

提升骑行设施的安全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城市不断

积极规划与建设自行车道、绿道、公共自行车系统等

慢行基础设施，但对以安全为导向的设计标准与实施

要求仍不明确。城市应引入更高的安全设计标准，并

采取国际公认有效的安全措施，例如安装自行车隔离

以保护专有路权、安装交通稳静化措施、为自行车提

供更安全的交叉口设计等。

通过宣传教育提升道路安全意识与文明骑行。鼓励居

民骑行的同时，城市也逐渐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渠道，

培养和建立居民的骑行文化。在此基础上，城市应结

合骑行宣传与教育，有针对性的增强居民在道路安全

意识上的提升和培养，为城市创造更安全、更健康的

骑行环境。

未来的研究

下一阶段，研究团队将通过更多的调查和政策梳理来持续

更新、完善报告结论。在此基础上，还将选择一些试点城

市进行深入研究，譬如（1）监控共享单车对健康、气候和

社会经济的影响；（2）从避免早亡和疾病风险两方面，综

合评估共享单车的健康效益；（3）用社会公平性、公共服

务可达性等指标，来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4）基于

试点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策略建议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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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作为城市中新型短途出行的解决方案，共享单车自2016年

以来在全球数百个城市得以实施，成为最后一公里出行的

重要解决方案。2017年，共享单车在中国200多个城市运

营，投放数量约为2,300万辆。尽管共享单车数量在2019
年末下降至1,950万，但其服务范围扩大至360多个中国城

市1，2。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定位并解锁使用共享单车，且无

需归还至固定地点。其方便快捷的特性满足了城市居民对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在短距离出行中增强了与公交服

务的连接，促进了城市出行服务一体化发展，并替代了部

分私家车出行。

由于灵活便捷的优势，共享单车迅速成为城市最后一公里

出行的主要选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习惯。

共享单车也被公认是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然而，随着

居民对共享单车需求的持续上升，城市出行的生态系统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享单车发展早期出现的过度投放、无

序停放，与调度不及时等问题，对城市的监管治理以及城

市环境造成了挑战。在此利弊并存的情况下，城市需要综

合了解共享单车产生的影响，对共享自行车的环境及健康

影响进行评估，并通过多种管理措施改善城市建成环境以

鼓励城市自行车系统发展。

共享单车自2016年以来在中国360多个城市实施，服务范围在全球扩展至数

百个城市。作为新型短途出行的解决方案，共享单车满足了居民对于便捷、

环保和健康的交通服务的需求，并且通过增加公共交通的连通性，提升了公

交服务的吸引力。

本报告针对12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异的中国城市进行调研，分

析城市中居民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特征与行为转变，从健康、碳排放、道路

安全等维度，综合评估共享单车对城市的影响。

共享单车系统不仅可以增强与公共交通的连通性、取代短途机动车出行，还

可以改善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是解决城市最后一公里出行的多赢方案。

本报告回顾了12个研究城市60多项共享单车管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和案例，总

结了有效的实施经验，为城市管理提供可借鉴的治理思路和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共享单车市场，城市应在市场准入管理与总量控制、规范

停车、提升自行车设施安全等方面加强治理，积极采取创新政策，并细化考

核指标，从而让居民更安全、便捷与有序地使用共享单车。

关于此报告

本报告针对12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异的中国城

市进行调研，采取多种维度全面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

与共享单车系统的实践与管理，为城市引入共享单车提供

了参考。通过一系列研究，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问题1：共享单车是否改变了人们的出行行为？它是如

何使人们从其他交通方式转向单车出行的？

问题2：共享单车如何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碳排放和出

行安全？

问题3：城市可以如何改进共享单车的管理手段？

报告在12个研究城市调研采集共计8,218份共享单车用户的

出行数据，分析城市中居民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特征与行

为转变。基于问卷结果，研究结合了健康影响评估、减排

估算和道路安全风险评估等方法，综合评估共享单车在不

同维度对城市的影响。基于共享单车的对城市建成环境的

主要挑战，报告回顾了12个研究城市共60多项相关的政策

法规和案例研究，总结了有效的实施经验，并为城市提供

了政策与管理建议。

本报告旨在让城市不同群体了解共享单车能够产生的效益

与风险，并在共享单车治理方面提供思路，通过研究结论

与建议影响决策者、公众，以及学界。决策者可以参考研

究的结论来指导城市的相关决策，采用优化手段管理单车

投放数量、单车停放和城市慢行设施，从而促进绿色健康

的出行方式并维护市容市貌。公众则可以根据报告的建议

调整骑行时间和强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效益。最

后，学术界可以利用本研究报告的结论来丰富现有研究。

本报告共有六章：

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与目的；第二章展开说明调研数据收

集以及影响评估方法；第三章基于问卷数据，总结共享单

车出行特征，并分析共享单车用户的出行行为转变；第四

章评估共享单车对公共健康、碳排放以及道路安全的影

响；第五章讨论了共享单车的现有政策及面临的挑战，并

提出政策建议；第六章对研究进行了总结，讨论本报告的

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共享单车的影响

研究显示在不同经济水平、气候条件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

的使用者对于共享单车在出行特征、使用偏好和服务痛点

发掘上显示高度一致性。进一步量化分析显示，共享单车

不仅可以增强与公共交通的连通性、取代短途机动车出

行，还可以改善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是解决城市最后一

公里出行的多赢方案。

出行行为转变：

� 

尽管12个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不尽相同，但研究

结果表明共享单车对的出行行为影响在12个研究城市具

有同质性。

调查结果显示，54%的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共享单车连接

其他交通方式，其中91%的骑行用于连接公共交通。

12个城市中，有17%~45%的共享单车出行代替了原本

的私人机动车出行，包括小汽车、出租车、网约车和摩

托车。

减少碳排放：

虽然大部分共享单车骑行是用于替代由步行和公共交

通完成的短距离出行，但是部分骑行仍可通过取代私

人机动车出行，每年减少约48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680万英亩森林一年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改善公共健康：

适当的骑行时间和强度所带来的健康效益远超空气污

染造成的健康风险。相对于不运动带来的健康风险，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积极的活动方式，在全国2.35亿共

享单车用户中，每年可以避免约6万人的早亡风险。

即便在一些空气质量不佳的地区，只要在一定污染物

浓度水平以下骑车，骑行者仍能获得健康效益。对于

PM2.5平均浓度在50~60微克/立方米以下的地区，每天

骑行一小时可以产生最大的健康效益；对于PM2.5浓度

超过160微克/立方米的地区，不推荐每日骑行超过30
分钟。

安全影响：

由于共享单车骑行量在短时间的迅速攀升，大多数城

市的骑行设施无法满足骑行者的路权与安全，单车用

户的对道路骑行安全的感知普遍较低，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在城市道路中骑行是安全的。

中国2016年骑行死亡人数约占总体道路交通死亡人数

的8%3；虽然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但据本报告测算，

共享单车的广泛使用意味着约三分之二的道路交通死

亡可归因于共享单车。

政策回顾与建议

随着共享单车在中国城市愈加广泛的使用，地方政府在共

享单车治理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让城市在鼓励共享单

车使用以推广慢行交通的同时，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本报

告梳理分析了12个研究城市的共享单车相关政策文件与成

功案例，总结出有效的管理经验与措施，并针对共享单车

投放控制、停放管理和骑行设施等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主要建议包括：

控制共享单车投放总量。为解决过度投放的问题，中

国城市施行了创新性的管理措施和试点项目来控制和

管理共享单车总量投放。中国城市应施行严格科学的

总量控制计划，并为共享单车运营商设计激励方案，

促使其成为一种便捷有序的出行方式。

细化现有绩效评估的考核办法。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

了基于共享单车运营的的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与

投放份额挂钩，奖优罚劣。为了进一步管理共享单车

市场的有序发展，应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并基于科

学的方法制定动态管理指标。通过多部门合作，利用

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监督并考核单车的运

营状况与服务水平。

制定单车停车规范并以执法辅助。城市还应建立更明

确的共享单车停放管理准则，并提升治理手段，让居

民更方便有效地使用和停放共享单车，培养居民有序

用车的好习惯。一些城市已经陆续出台了自行车/共享

单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要求在城市道路上增设自

行车停放区，并在公交站、路口、地铁口等主要公共

通行空间明确施画禁停区域。

采用标准化停车管理技术。为了让用户更好地遵守规

则，城市应鼓励在停车管理方面采用标准化技术，提

高停车管理效率，节省公共部门和运营者的时间和精

力。北京、深圳等城市设立了电子围栏停车的技术标

准和实施方案。通过高精度的电子围栏技术，用户可

正确判断停车地点以规范停车，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节省车辆调度、运营以及监管成本。

提升骑行设施的安全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城市不断

积极规划与建设自行车道、绿道、公共自行车系统等

慢行基础设施，但对以安全为导向的设计标准与实施

要求仍不明确。城市应引入更高的安全设计标准，并

采取国际公认有效的安全措施，例如安装自行车隔离

以保护专有路权、安装交通稳静化措施、为自行车提

供更安全的交叉口设计等。

通过宣传教育提升道路安全意识与文明骑行。鼓励居

民骑行的同时，城市也逐渐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渠道，

培养和建立居民的骑行文化。在此基础上，城市应结

合骑行宣传与教育，有针对性的增强居民在道路安全

意识上的提升和培养，为城市创造更安全、更健康的

骑行环境。

未来的研究

下一阶段，研究团队将通过更多的调查和政策梳理来持续

更新、完善报告结论。在此基础上，还将选择一些试点城

市进行深入研究，譬如（1）监控共享单车对健康、气候和

社会经济的影响；（2）从避免早亡和疾病风险两方面，综

合评估共享单车的健康效益；（3）用社会公平性、公共服

务可达性等指标，来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4）基于

试点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策略建议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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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作为城市中新型短途出行的解决方案，共享单车自2016年

以来在全球数百个城市得以实施，成为最后一公里出行的

重要解决方案。2017年，共享单车在中国200多个城市运

营，投放数量约为2,300万辆。尽管共享单车数量在2019
年末下降至1,950万，但其服务范围扩大至360多个中国城

市1，2。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定位并解锁使用共享单车，且无

需归还至固定地点。其方便快捷的特性满足了城市居民对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在短距离出行中增强了与公交服

务的连接，促进了城市出行服务一体化发展，并替代了部

分私家车出行。

由于灵活便捷的优势，共享单车迅速成为城市最后一公里

出行的主要选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习惯。

共享单车也被公认是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然而，随着

居民对共享单车需求的持续上升，城市出行的生态系统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享单车发展早期出现的过度投放、无

序停放，与调度不及时等问题，对城市的监管治理以及城

市环境造成了挑战。在此利弊并存的情况下，城市需要综

合了解共享单车产生的影响，对共享自行车的环境及健康

影响进行评估，并通过多种管理措施改善城市建成环境以

鼓励城市自行车系统发展。

关于此报告

本报告针对12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异的中国城

市进行调研，采取多种维度全面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

与共享单车系统的实践与管理，为城市引入共享单车提供

了参考。通过一系列研究，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问题1：共享单车是否改变了人们的出行行为？它是如

何使人们从其他交通方式转向单车出行的？

问题2：共享单车如何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碳排放和出

行安全？

问题3：城市可以如何改进共享单车的管理手段？

报告在12个研究城市调研采集共计8,218份共享单车用户的

出行数据，分析城市中居民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特征与行

为转变。基于问卷结果，研究结合了健康影响评估、减排

估算和道路安全风险评估等方法，综合评估共享单车在不

同维度对城市的影响。基于共享单车的对城市建成环境的

主要挑战，报告回顾了12个研究城市共60多项相关的政策

法规和案例研究，总结了有效的实施经验，并为城市提供

了政策与管理建议。

本报告旨在让城市不同群体了解共享单车能够产生的效益

与风险，并在共享单车治理方面提供思路，通过研究结论

与建议影响决策者、公众，以及学界。决策者可以参考研

究的结论来指导城市的相关决策，采用优化手段管理单车

投放数量、单车停放和城市慢行设施，从而促进绿色健康

的出行方式并维护市容市貌。公众则可以根据报告的建议

调整骑行时间和强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效益。最

后，学术界可以利用本研究报告的结论来丰富现有研究。

本报告共有六章：

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与目的；第二章展开说明调研数据收

集以及影响评估方法；第三章基于问卷数据，总结共享单

车出行特征，并分析共享单车用户的出行行为转变；第四

章评估共享单车对公共健康、碳排放以及道路安全的影

响；第五章讨论了共享单车的现有政策及面临的挑战，并

提出政策建议；第六章对研究进行了总结，讨论本报告的

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共享单车的影响

研究显示在不同经济水平、气候条件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

的使用者对于共享单车在出行特征、使用偏好和服务痛点

发掘上显示高度一致性。进一步量化分析显示，共享单车

不仅可以增强与公共交通的连通性、取代短途机动车出

行，还可以改善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是解决城市最后一

公里出行的多赢方案。

出行行为转变：

� 

尽管12个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不尽相同，但研究

结果表明共享单车对的出行行为影响在12个研究城市具

有同质性。

调查结果显示，54%的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共享单车连接

其他交通方式，其中91%的骑行用于连接公共交通。

12个城市中，有17%~45%的共享单车出行代替了原本

的私人机动车出行，包括小汽车、出租车、网约车和摩

托车。

减少碳排放：

虽然大部分共享单车骑行是用于替代由步行和公共交

通完成的短距离出行，但是部分骑行仍可通过取代私

人机动车出行，每年减少约48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680万英亩森林一年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改善公共健康：

适当的骑行时间和强度所带来的健康效益远超空气污

染造成的健康风险。相对于不运动带来的健康风险，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积极的活动方式，在全国2.35亿共

享单车用户中，每年可以避免约6万人的早亡风险。

即便在一些空气质量不佳的地区，只要在一定污染物

浓度水平以下骑车，骑行者仍能获得健康效益。对于

PM2.5平均浓度在50~60微克/立方米以下的地区，每天

骑行一小时可以产生最大的健康效益；对于PM2.5浓度

超过160微克/立方米的地区，不推荐每日骑行超过30
分钟。

安全影响：

由于共享单车骑行量在短时间的迅速攀升，大多数城

市的骑行设施无法满足骑行者的路权与安全，单车用

户的对道路骑行安全的感知普遍较低，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在城市道路中骑行是安全的。

中国2016年骑行死亡人数约占总体道路交通死亡人数

的8%3；虽然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但据本报告测算，

共享单车的广泛使用意味着约三分之二的道路交通死

亡可归因于共享单车。

政策回顾与建议

随着共享单车在中国城市愈加广泛的使用，地方政府在共

享单车治理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让城市在鼓励共享单

车使用以推广慢行交通的同时，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本报

告梳理分析了12个研究城市的共享单车相关政策文件与成

功案例，总结出有效的管理经验与措施，并针对共享单车

投放控制、停放管理和骑行设施等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主要建议包括：

控制共享单车投放总量。为解决过度投放的问题，中

国城市施行了创新性的管理措施和试点项目来控制和

管理共享单车总量投放。中国城市应施行严格科学的

总量控制计划，并为共享单车运营商设计激励方案，

促使其成为一种便捷有序的出行方式。

细化现有绩效评估的考核办法。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

了基于共享单车运营的的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与

投放份额挂钩，奖优罚劣。为了进一步管理共享单车

市场的有序发展，应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并基于科

学的方法制定动态管理指标。通过多部门合作，利用

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监督并考核单车的运

营状况与服务水平。

制定单车停车规范并以执法辅助。城市还应建立更明

确的共享单车停放管理准则，并提升治理手段，让居

民更方便有效地使用和停放共享单车，培养居民有序

用车的好习惯。一些城市已经陆续出台了自行车/共享

单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要求在城市道路上增设自

行车停放区，并在公交站、路口、地铁口等主要公共

通行空间明确施画禁停区域。

采用标准化停车管理技术。为了让用户更好地遵守规

则，城市应鼓励在停车管理方面采用标准化技术，提

高停车管理效率，节省公共部门和运营者的时间和精

力。北京、深圳等城市设立了电子围栏停车的技术标

准和实施方案。通过高精度的电子围栏技术，用户可

正确判断停车地点以规范停车，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节省车辆调度、运营以及监管成本。

提升骑行设施的安全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城市不断

积极规划与建设自行车道、绿道、公共自行车系统等

慢行基础设施，但对以安全为导向的设计标准与实施

要求仍不明确。城市应引入更高的安全设计标准，并

采取国际公认有效的安全措施，例如安装自行车隔离

以保护专有路权、安装交通稳静化措施、为自行车提

供更安全的交叉口设计等。

通过宣传教育提升道路安全意识与文明骑行。鼓励居

民骑行的同时，城市也逐渐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渠道，

培养和建立居民的骑行文化。在此基础上，城市应结

合骑行宣传与教育，有针对性的增强居民在道路安全

意识上的提升和培养，为城市创造更安全、更健康的

骑行环境。

未来的研究

下一阶段，研究团队将通过更多的调查和政策梳理来持续

更新、完善报告结论。在此基础上，还将选择一些试点城

市进行深入研究，譬如（1）监控共享单车对健康、气候和

社会经济的影响；（2）从避免早亡和疾病风险两方面，综

合评估共享单车的健康效益；（3）用社会公平性、公共服

务可达性等指标，来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4）基于

试点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策略建议与解决方案。



背景

作为城市中新型短途出行的解决方案，共享单车自2016年

以来在全球数百个城市得以实施，成为最后一公里出行的

重要解决方案。2017年，共享单车在中国200多个城市运

营，投放数量约为2,300万辆。尽管共享单车数量在2019
年末下降至1,950万，但其服务范围扩大至360多个中国城

市1，2。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定位并解锁使用共享单车，且无

需归还至固定地点。其方便快捷的特性满足了城市居民对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在短距离出行中增强了与公交服

务的连接，促进了城市出行服务一体化发展，并替代了部

分私家车出行。

由于灵活便捷的优势，共享单车迅速成为城市最后一公里

出行的主要选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习惯。

共享单车也被公认是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然而，随着

居民对共享单车需求的持续上升，城市出行的生态系统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享单车发展早期出现的过度投放、无

序停放，与调度不及时等问题，对城市的监管治理以及城

市环境造成了挑战。在此利弊并存的情况下，城市需要综

合了解共享单车产生的影响，对共享自行车的环境及健康

影响进行评估，并通过多种管理措施改善城市建成环境以

鼓励城市自行车系统发展。

关于此报告

本报告针对12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异的中国城

市进行调研，采取多种维度全面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

与共享单车系统的实践与管理，为城市引入共享单车提供

了参考。通过一系列研究，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问题1：共享单车是否改变了人们的出行行为？它是如

何使人们从其他交通方式转向单车出行的？

问题2：共享单车如何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碳排放和出

行安全？

问题3：城市可以如何改进共享单车的管理手段？

报告在12个研究城市调研采集共计8,218份共享单车用户的

出行数据，分析城市中居民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特征与行

为转变。基于问卷结果，研究结合了健康影响评估、减排

估算和道路安全风险评估等方法，综合评估共享单车在不

同维度对城市的影响。基于共享单车的对城市建成环境的

主要挑战，报告回顾了12个研究城市共60多项相关的政策

法规和案例研究，总结了有效的实施经验，并为城市提供

了政策与管理建议。

本报告旨在让城市不同群体了解共享单车能够产生的效益

与风险，并在共享单车治理方面提供思路，通过研究结论

与建议影响决策者、公众，以及学界。决策者可以参考研

究的结论来指导城市的相关决策，采用优化手段管理单车

投放数量、单车停放和城市慢行设施，从而促进绿色健康

的出行方式并维护市容市貌。公众则可以根据报告的建议

调整骑行时间和强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效益。最

后，学术界可以利用本研究报告的结论来丰富现有研究。

本报告共有六章：

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与目的；第二章展开说明调研数据收

集以及影响评估方法；第三章基于问卷数据，总结共享单

车出行特征，并分析共享单车用户的出行行为转变；第四

章评估共享单车对公共健康、碳排放以及道路安全的影

响；第五章讨论了共享单车的现有政策及面临的挑战，并

提出政策建议；第六章对研究进行了总结，讨论本报告的

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共享单车的影响

研究显示在不同经济水平、气候条件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

的使用者对于共享单车在出行特征、使用偏好和服务痛点

发掘上显示高度一致性。进一步量化分析显示，共享单车

不仅可以增强与公共交通的连通性、取代短途机动车出

行，还可以改善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是解决城市最后一

公里出行的多赢方案。

图ES-1 | 共享单车影响评估分析框架

注释：由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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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行为转变：

� 

尽管12个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不尽相同，但研究

结果表明共享单车对的出行行为影响在12个研究城市具

有同质性。

调查结果显示，54%的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共享单车连接

其他交通方式，其中91%的骑行用于连接公共交通。

12个城市中，有17%~45%的共享单车出行代替了原本

的私人机动车出行，包括小汽车、出租车、网约车和摩

托车。

减少碳排放：

虽然大部分共享单车骑行是用于替代由步行和公共交

通完成的短距离出行，但是部分骑行仍可通过取代私

人机动车出行，每年减少约48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680万英亩森林一年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改善公共健康：

适当的骑行时间和强度所带来的健康效益远超空气污

染造成的健康风险。相对于不运动带来的健康风险，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积极的活动方式，在全国2.35亿共

享单车用户中，每年可以避免约6万人的早亡风险。

共享单车如何影响城市 VII

即便在一些空气质量不佳的地区，只要在一定污染物

浓度水平以下骑车，骑行者仍能获得健康效益。对于

PM2.5平均浓度在50~60微克/立方米以下的地区，每天

骑行一小时可以产生最大的健康效益；对于PM2.5浓度

超过160微克/立方米的地区，不推荐每日骑行超过30
分钟。

安全影响：

由于共享单车骑行量在短时间的迅速攀升，大多数城

市的骑行设施无法满足骑行者的路权与安全，单车用

户的对道路骑行安全的感知普遍较低，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在城市道路中骑行是安全的。

中国2016年骑行死亡人数约占总体道路交通死亡人数

的8%3；虽然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但据本报告测算，

共享单车的广泛使用意味着约三分之二的道路交通死

亡可归因于共享单车。

政策回顾与建议

随着共享单车在中国城市愈加广泛的使用，地方政府在共

享单车治理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让城市在鼓励共享单

车使用以推广慢行交通的同时，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本报

告梳理分析了12个研究城市的共享单车相关政策文件与成

功案例，总结出有效的管理经验与措施，并针对共享单车

投放控制、停放管理和骑行设施等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主要建议包括：

控制共享单车投放总量。为解决过度投放的问题，中

国城市施行了创新性的管理措施和试点项目来控制和

管理共享单车总量投放。中国城市应施行严格科学的

总量控制计划，并为共享单车运营商设计激励方案，

促使其成为一种便捷有序的出行方式。

细化现有绩效评估的考核办法。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

了基于共享单车运营的的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与

投放份额挂钩，奖优罚劣。为了进一步管理共享单车

市场的有序发展，应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并基于科

学的方法制定动态管理指标。通过多部门合作，利用

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监督并考核单车的运

营状况与服务水平。

制定单车停车规范并以执法辅助。城市还应建立更明

确的共享单车停放管理准则，并提升治理手段，让居

民更方便有效地使用和停放共享单车，培养居民有序

用车的好习惯。一些城市已经陆续出台了自行车/共享

单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要求在城市道路上增设自

行车停放区，并在公交站、路口、地铁口等主要公共

通行空间明确施画禁停区域。

采用标准化停车管理技术。为了让用户更好地遵守规

则，城市应鼓励在停车管理方面采用标准化技术，提

高停车管理效率，节省公共部门和运营者的时间和精

力。北京、深圳等城市设立了电子围栏停车的技术标

准和实施方案。通过高精度的电子围栏技术，用户可

正确判断停车地点以规范停车，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节省车辆调度、运营以及监管成本。

提升骑行设施的安全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城市不断

积极规划与建设自行车道、绿道、公共自行车系统等

慢行基础设施，但对以安全为导向的设计标准与实施

要求仍不明确。城市应引入更高的安全设计标准，并

采取国际公认有效的安全措施，例如安装自行车隔离

以保护专有路权、安装交通稳静化措施、为自行车提

供更安全的交叉口设计等。

通过宣传教育提升道路安全意识与文明骑行。鼓励居

民骑行的同时，城市也逐渐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渠道，

培养和建立居民的骑行文化。在此基础上，城市应结

合骑行宣传与教育，有针对性的增强居民在道路安全

意识上的提升和培养，为城市创造更安全、更健康的

骑行环境。

未来的研究

下一阶段，研究团队将通过更多的调查和政策梳理来持续

更新、完善报告结论。在此基础上，还将选择一些试点城

市进行深入研究，譬如（1）监控共享单车对健康、气候和

社会经济的影响；（2）从避免早亡和疾病风险两方面，综

合评估共享单车的健康效益；（3）用社会公平性、公共服

务可达性等指标，来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4）基于

试点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策略建议与解决方案。



背景

作为城市中新型短途出行的解决方案，共享单车自2016年

以来在全球数百个城市得以实施，成为最后一公里出行的

重要解决方案。2017年，共享单车在中国200多个城市运

营，投放数量约为2,300万辆。尽管共享单车数量在2019
年末下降至1,950万，但其服务范围扩大至360多个中国城

市1，2。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定位并解锁使用共享单车，且无

需归还至固定地点。其方便快捷的特性满足了城市居民对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在短距离出行中增强了与公交服

务的连接，促进了城市出行服务一体化发展，并替代了部

分私家车出行。

由于灵活便捷的优势，共享单车迅速成为城市最后一公里

出行的主要选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习惯。

共享单车也被公认是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然而，随着

居民对共享单车需求的持续上升，城市出行的生态系统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享单车发展早期出现的过度投放、无

序停放，与调度不及时等问题，对城市的监管治理以及城

市环境造成了挑战。在此利弊并存的情况下，城市需要综

合了解共享单车产生的影响，对共享自行车的环境及健康

影响进行评估，并通过多种管理措施改善城市建成环境以

鼓励城市自行车系统发展。

关于此报告

本报告针对12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异的中国城

市进行调研，采取多种维度全面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

与共享单车系统的实践与管理，为城市引入共享单车提供

了参考。通过一系列研究，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问题1：共享单车是否改变了人们的出行行为？它是如

何使人们从其他交通方式转向单车出行的？

问题2：共享单车如何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碳排放和出

行安全？

问题3：城市可以如何改进共享单车的管理手段？

报告在12个研究城市调研采集共计8,218份共享单车用户的

出行数据，分析城市中居民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特征与行

为转变。基于问卷结果，研究结合了健康影响评估、减排

估算和道路安全风险评估等方法，综合评估共享单车在不

同维度对城市的影响。基于共享单车的对城市建成环境的

主要挑战，报告回顾了12个研究城市共60多项相关的政策

法规和案例研究，总结了有效的实施经验，并为城市提供

了政策与管理建议。

本报告旨在让城市不同群体了解共享单车能够产生的效益

与风险，并在共享单车治理方面提供思路，通过研究结论

与建议影响决策者、公众，以及学界。决策者可以参考研

究的结论来指导城市的相关决策，采用优化手段管理单车

投放数量、单车停放和城市慢行设施，从而促进绿色健康

的出行方式并维护市容市貌。公众则可以根据报告的建议

调整骑行时间和强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效益。最

后，学术界可以利用本研究报告的结论来丰富现有研究。

本报告共有六章：

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与目的；第二章展开说明调研数据收

集以及影响评估方法；第三章基于问卷数据，总结共享单

车出行特征，并分析共享单车用户的出行行为转变；第四

章评估共享单车对公共健康、碳排放以及道路安全的影

响；第五章讨论了共享单车的现有政策及面临的挑战，并

提出政策建议；第六章对研究进行了总结，讨论本报告的

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共享单车的影响

研究显示在不同经济水平、气候条件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

的使用者对于共享单车在出行特征、使用偏好和服务痛点

发掘上显示高度一致性。进一步量化分析显示，共享单车

不仅可以增强与公共交通的连通性、取代短途机动车出

行，还可以改善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是解决城市最后一

公里出行的多赢方案。

出行行为转变：

� 

尽管12个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不尽相同，但研究

结果表明共享单车对的出行行为影响在12个研究城市具

有同质性。

调查结果显示，54%的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共享单车连接

其他交通方式，其中91%的骑行用于连接公共交通。

12个城市中，有17%~45%的共享单车出行代替了原本

的私人机动车出行，包括小汽车、出租车、网约车和摩

托车。

减少碳排放：

虽然大部分共享单车骑行是用于替代由步行和公共交

通完成的短距离出行，但是部分骑行仍可通过取代私

人机动车出行，每年减少约48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680万英亩森林一年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改善公共健康：

适当的骑行时间和强度所带来的健康效益远超空气污

染造成的健康风险。相对于不运动带来的健康风险，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积极的活动方式，在全国2.35亿共

享单车用户中，每年可以避免约6万人的早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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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一些空气质量不佳的地区，只要在一定污染物

浓度水平以下骑车，骑行者仍能获得健康效益。对于

PM2.5平均浓度在50~60微克/立方米以下的地区，每天

骑行一小时可以产生最大的健康效益；对于PM2.5浓度

超过160微克/立方米的地区，不推荐每日骑行超过30
分钟。

安全影响：

由于共享单车骑行量在短时间的迅速攀升，大多数城

市的骑行设施无法满足骑行者的路权与安全，单车用

户的对道路骑行安全的感知普遍较低，调查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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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6年骑行死亡人数约占总体道路交通死亡人数

的8%3；虽然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但据本报告测算，

共享单车的广泛使用意味着约三分之二的道路交通死

亡可归因于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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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单车治理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让城市在鼓励共享单

车使用以推广慢行交通的同时，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本报

告梳理分析了12个研究城市的共享单车相关政策文件与成

功案例，总结出有效的管理经验与措施，并针对共享单车

投放控制、停放管理和骑行设施等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主要建议包括：

控制共享单车投放总量。为解决过度投放的问题，中

国城市施行了创新性的管理措施和试点项目来控制和

管理共享单车总量投放。中国城市应施行严格科学的

总量控制计划，并为共享单车运营商设计激励方案，

促使其成为一种便捷有序的出行方式。

细化现有绩效评估的考核办法。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

了基于共享单车运营的的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与

投放份额挂钩，奖优罚劣。为了进一步管理共享单车

市场的有序发展，应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并基于科

学的方法制定动态管理指标。通过多部门合作，利用

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监督并考核单车的运

营状况与服务水平。

制定单车停车规范并以执法辅助。城市还应建立更明

确的共享单车停放管理准则，并提升治理手段，让居

民更方便有效地使用和停放共享单车，培养居民有序

用车的好习惯。一些城市已经陆续出台了自行车/共享

单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要求在城市道路上增设自

行车停放区，并在公交站、路口、地铁口等主要公共

通行空间明确施画禁停区域。

采用标准化停车管理技术。为了让用户更好地遵守规

则，城市应鼓励在停车管理方面采用标准化技术，提

高停车管理效率，节省公共部门和运营者的时间和精

力。北京、深圳等城市设立了电子围栏停车的技术标

准和实施方案。通过高精度的电子围栏技术，用户可

正确判断停车地点以规范停车，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节省车辆调度、运营以及监管成本。

提升骑行设施的安全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城市不断

积极规划与建设自行车道、绿道、公共自行车系统等

慢行基础设施，但对以安全为导向的设计标准与实施

要求仍不明确。城市应引入更高的安全设计标准，并

采取国际公认有效的安全措施，例如安装自行车隔离

以保护专有路权、安装交通稳静化措施、为自行车提

供更安全的交叉口设计等。

通过宣传教育提升道路安全意识与文明骑行。鼓励居

民骑行的同时，城市也逐渐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渠道，

培养和建立居民的骑行文化。在此基础上，城市应结

合骑行宣传与教育，有针对性的增强居民在道路安全

意识上的提升和培养，为城市创造更安全、更健康的

骑行环境。

未来的研究

下一阶段，研究团队将通过更多的调查和政策梳理来持续

更新、完善报告结论。在此基础上，还将选择一些试点城

市进行深入研究，譬如（1）监控共享单车对健康、气候和

社会经济的影响；（2）从避免早亡和疾病风险两方面，综

合评估共享单车的健康效益；（3）用社会公平性、公共服

务可达性等指标，来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4）基于

试点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策略建议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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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中新型短途出行的解决方案，共享单车自2016年

以来在全球数百个城市得以实施，成为最后一公里出行的

重要解决方案。2017年，共享单车在中国200多个城市运

营，投放数量约为2,300万辆。尽管共享单车数量在2019
年末下降至1,950万，但其服务范围扩大至360多个中国城

市1，2。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定位并解锁使用共享单车，且无

需归还至固定地点。其方便快捷的特性满足了城市居民对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在短距离出行中增强了与公交服

务的连接，促进了城市出行服务一体化发展，并替代了部

分私家车出行。

由于灵活便捷的优势，共享单车迅速成为城市最后一公里

出行的主要选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习惯。

共享单车也被公认是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然而，随着

居民对共享单车需求的持续上升，城市出行的生态系统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享单车发展早期出现的过度投放、无

序停放，与调度不及时等问题，对城市的监管治理以及城

市环境造成了挑战。在此利弊并存的情况下，城市需要综

合了解共享单车产生的影响，对共享自行车的环境及健康

影响进行评估，并通过多种管理措施改善城市建成环境以

鼓励城市自行车系统发展。

关于此报告

本报告针对12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异的中国城

市进行调研，采取多种维度全面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

与共享单车系统的实践与管理，为城市引入共享单车提供

了参考。通过一系列研究，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问题1：共享单车是否改变了人们的出行行为？它是如

何使人们从其他交通方式转向单车出行的？

问题2：共享单车如何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碳排放和出

行安全？

问题3：城市可以如何改进共享单车的管理手段？

报告在12个研究城市调研采集共计8,218份共享单车用户的

出行数据，分析城市中居民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特征与行

为转变。基于问卷结果，研究结合了健康影响评估、减排

估算和道路安全风险评估等方法，综合评估共享单车在不

同维度对城市的影响。基于共享单车的对城市建成环境的

主要挑战，报告回顾了12个研究城市共60多项相关的政策

法规和案例研究，总结了有效的实施经验，并为城市提供

了政策与管理建议。

本报告旨在让城市不同群体了解共享单车能够产生的效益

与风险，并在共享单车治理方面提供思路，通过研究结论

与建议影响决策者、公众，以及学界。决策者可以参考研

究的结论来指导城市的相关决策，采用优化手段管理单车

投放数量、单车停放和城市慢行设施，从而促进绿色健康

的出行方式并维护市容市貌。公众则可以根据报告的建议

调整骑行时间和强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效益。最

后，学术界可以利用本研究报告的结论来丰富现有研究。

本报告共有六章：

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与目的；第二章展开说明调研数据收

集以及影响评估方法；第三章基于问卷数据，总结共享单

车出行特征，并分析共享单车用户的出行行为转变；第四

章评估共享单车对公共健康、碳排放以及道路安全的影

响；第五章讨论了共享单车的现有政策及面临的挑战，并

提出政策建议；第六章对研究进行了总结，讨论本报告的

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共享单车的影响

研究显示在不同经济水平、气候条件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

的使用者对于共享单车在出行特征、使用偏好和服务痛点

发掘上显示高度一致性。进一步量化分析显示，共享单车

不仅可以增强与公共交通的连通性、取代短途机动车出

行，还可以改善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是解决城市最后一

公里出行的多赢方案。

出行行为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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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2个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不尽相同，但研究

结果表明共享单车对的出行行为影响在12个研究城市具

有同质性。

调查结果显示，54%的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共享单车连接

其他交通方式，其中91%的骑行用于连接公共交通。

12个城市中，有17%~45%的共享单车出行代替了原本

的私人机动车出行，包括小汽车、出租车、网约车和摩

托车。

减少碳排放：

虽然大部分共享单车骑行是用于替代由步行和公共交

通完成的短距离出行，但是部分骑行仍可通过取代私

人机动车出行，每年减少约48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680万英亩森林一年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改善公共健康：

适当的骑行时间和强度所带来的健康效益远超空气污

染造成的健康风险。相对于不运动带来的健康风险，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积极的活动方式，在全国2.35亿共

享单车用户中，每年可以避免约6万人的早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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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资源研究所

世界资源研究所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机构，其研究工作致

力于寻求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实际解决方案。

我们的挑战

自然资源构成了经济机遇和人类福祉的基础。但如

今，人类正以不可持续的速度消耗着地球的资源，对经济

和人类生活构成了威胁。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清洁的水、丰

饶的土地、健康的森林和安全的气候。宜居的城市和清洁

的能源对于建设一个可持续的地球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在

未来十年中应对这些紧迫的全球挑战。

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愿景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良好管理以建设公平

和繁荣的地球。我们希望推动政府、企业和民众联合开展

行动，消除贫困并为全人类维护自然环境。

我们的工作方法

量化

我们从数据入手，进行独立研究，并利用最新技术提

出新的观点和建议。我们通过严谨的分析、识别风险，发

现机遇，促进明智决策。我们重点研究影响力较强的经济

体和新兴经济体，因为它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具有决定

意义。

变革

我们利用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企业战略和民间社

会行动。我们在社区、企业和政府部门进行项目测试，以

建立有力的证据基础。我们与合作伙伴努力促成改变，减

少贫困，加强社会建设，并尽力争取卓越而长久的成果。

推广

我们志向远大。一旦方法经过测试，我们就与合作伙

伴共同采纳，并在区域或全球范围进行推广。我们通过与

决策者交流，实施想法并提升影响力。我们衡量成功的标

准是，政府和企业的行动能否改善人们的生活，维护健康

的环境。

即便在一些空气质量不佳的地区，只要在一定污染物

浓度水平以下骑车，骑行者仍能获得健康效益。对于

PM2.5平均浓度在50~60微克/立方米以下的地区，每天

骑行一小时可以产生最大的健康效益；对于PM2.5浓度

超过160微克/立方米的地区，不推荐每日骑行超过30
分钟。

安全影响：

由于共享单车骑行量在短时间的迅速攀升，大多数城

市的骑行设施无法满足骑行者的路权与安全，单车用

户的对道路骑行安全的感知普遍较低，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在城市道路中骑行是安全的。

中国2016年骑行死亡人数约占总体道路交通死亡人数

的8%3；虽然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但据本报告测算，

共享单车的广泛使用意味着约三分之二的道路交通死

亡可归因于共享单车。

政策回顾与建议

随着共享单车在中国城市愈加广泛的使用，地方政府在共

享单车治理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让城市在鼓励共享单

车使用以推广慢行交通的同时，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本报

告梳理分析了12个研究城市的共享单车相关政策文件与成

功案例，总结出有效的管理经验与措施，并针对共享单车

投放控制、停放管理和骑行设施等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主要建议包括：

控制共享单车投放总量。为解决过度投放的问题，中

国城市施行了创新性的管理措施和试点项目来控制和

管理共享单车总量投放。中国城市应施行严格科学的

总量控制计划，并为共享单车运营商设计激励方案，

促使其成为一种便捷有序的出行方式。

细化现有绩效评估的考核办法。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

了基于共享单车运营的的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与

投放份额挂钩，奖优罚劣。为了进一步管理共享单车

市场的有序发展，应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并基于科

学的方法制定动态管理指标。通过多部门合作，利用

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监督并考核单车的运

营状况与服务水平。

制定单车停车规范并以执法辅助。城市还应建立更明

确的共享单车停放管理准则，并提升治理手段，让居

民更方便有效地使用和停放共享单车，培养居民有序

用车的好习惯。一些城市已经陆续出台了自行车/共享

单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要求在城市道路上增设自

行车停放区，并在公交站、路口、地铁口等主要公共

通行空间明确施画禁停区域。

采用标准化停车管理技术。为了让用户更好地遵守规

则，城市应鼓励在停车管理方面采用标准化技术，提

高停车管理效率，节省公共部门和运营者的时间和精

力。北京、深圳等城市设立了电子围栏停车的技术标

准和实施方案。通过高精度的电子围栏技术，用户可

正确判断停车地点以规范停车，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节省车辆调度、运营以及监管成本。

提升骑行设施的安全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城市不断

积极规划与建设自行车道、绿道、公共自行车系统等

慢行基础设施，但对以安全为导向的设计标准与实施

要求仍不明确。城市应引入更高的安全设计标准，并

采取国际公认有效的安全措施，例如安装自行车隔离

以保护专有路权、安装交通稳静化措施、为自行车提

供更安全的交叉口设计等。

通过宣传教育提升道路安全意识与文明骑行。鼓励居

民骑行的同时，城市也逐渐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渠道，

培养和建立居民的骑行文化。在此基础上，城市应结

合骑行宣传与教育，有针对性的增强居民在道路安全

意识上的提升和培养，为城市创造更安全、更健康的

骑行环境。

未来的研究

下一阶段，研究团队将通过更多的调查和政策梳理来持续

更新、完善报告结论。在此基础上，还将选择一些试点城

市进行深入研究，譬如（1）监控共享单车对健康、气候和

社会经济的影响；（2）从避免早亡和疾病风险两方面，综

合评估共享单车的健康效益；（3）用社会公平性、公共服

务可达性等指标，来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4）基于

试点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策略建议与解决方案。



背景

作为城市中新型短途出行的解决方案，共享单车自2016年

以来在全球数百个城市得以实施，成为最后一公里出行的

重要解决方案。2017年，共享单车在中国200多个城市运

营，投放数量约为2,300万辆。尽管共享单车数量在2019
年末下降至1,950万，但其服务范围扩大至360多个中国城

市1，2。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定位并解锁使用共享单车，且无

需归还至固定地点。其方便快捷的特性满足了城市居民对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需求，在短距离出行中增强了与公交服

务的连接，促进了城市出行服务一体化发展，并替代了部

分私家车出行。

由于灵活便捷的优势，共享单车迅速成为城市最后一公里

出行的主要选择，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出行习惯。

共享单车也被公认是绿色、健康的出行方式。然而，随着

居民对共享单车需求的持续上升，城市出行的生态系统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享单车发展早期出现的过度投放、无

序停放，与调度不及时等问题，对城市的监管治理以及城

市环境造成了挑战。在此利弊并存的情况下，城市需要综

合了解共享单车产生的影响，对共享自行车的环境及健康

影响进行评估，并通过多种管理措施改善城市建成环境以

鼓励城市自行车系统发展。

关于此报告

本报告针对12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差异的中国城

市进行调研，采取多种维度全面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

与共享单车系统的实践与管理，为城市引入共享单车提供

了参考。通过一系列研究，报告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问题1：共享单车是否改变了人们的出行行为？它是如

何使人们从其他交通方式转向单车出行的？

问题2：共享单车如何影响城市公共健康、碳排放和出

行安全？

问题3：城市可以如何改进共享单车的管理手段？

报告在12个研究城市调研采集共计8,218份共享单车用户的

出行数据，分析城市中居民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特征与行

为转变。基于问卷结果，研究结合了健康影响评估、减排

估算和道路安全风险评估等方法，综合评估共享单车在不

同维度对城市的影响。基于共享单车的对城市建成环境的

主要挑战，报告回顾了12个研究城市共60多项相关的政策

法规和案例研究，总结了有效的实施经验，并为城市提供

了政策与管理建议。

本报告旨在让城市不同群体了解共享单车能够产生的效益

与风险，并在共享单车治理方面提供思路，通过研究结论

与建议影响决策者、公众，以及学界。决策者可以参考研

究的结论来指导城市的相关决策，采用优化手段管理单车

投放数量、单车停放和城市慢行设施，从而促进绿色健康

的出行方式并维护市容市貌。公众则可以根据报告的建议

调整骑行时间和强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效益。最

后，学术界可以利用本研究报告的结论来丰富现有研究。

本报告共有六章：

第一章介绍研究背景与目的；第二章展开说明调研数据收

集以及影响评估方法；第三章基于问卷数据，总结共享单

车出行特征，并分析共享单车用户的出行行为转变；第四

章评估共享单车对公共健康、碳排放以及道路安全的影

响；第五章讨论了共享单车的现有政策及面临的挑战，并

提出政策建议；第六章对研究进行了总结，讨论本报告的

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共享单车的影响

研究显示在不同经济水平、气候条件和发展阶段中国城市

的使用者对于共享单车在出行特征、使用偏好和服务痛点

发掘上显示高度一致性。进一步量化分析显示，共享单车

不仅可以增强与公共交通的连通性、取代短途机动车出

行，还可以改善城市环境与公共健康，是解决城市最后一

公里出行的多赢方案。

出行行为转变：

� 

尽管12个研究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特点不尽相同，但研究

结果表明共享单车对的出行行为影响在12个研究城市具

有同质性。

调查结果显示，54%的共享单车用户使用共享单车连接

其他交通方式，其中91%的骑行用于连接公共交通。

12个城市中，有17%~45%的共享单车出行代替了原本

的私人机动车出行，包括小汽车、出租车、网约车和摩

托车。

减少碳排放：

虽然大部分共享单车骑行是用于替代由步行和公共交

通完成的短距离出行，但是部分骑行仍可通过取代私

人机动车出行，每年减少约48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680万英亩森林一年对二氧化碳的吸收。

改善公共健康：

适当的骑行时间和强度所带来的健康效益远超空气污

染造成的健康风险。相对于不运动带来的健康风险，

共享骑行作为一种积极的活动方式，在全国2.35亿共

享单车用户中，每年可以避免约6万人的早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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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一些空气质量不佳的地区，只要在一定污染物

浓度水平以下骑车，骑行者仍能获得健康效益。对于

PM2.5平均浓度在50~60微克/立方米以下的地区，每天

骑行一小时可以产生最大的健康效益；对于PM2.5浓度

超过160微克/立方米的地区，不推荐每日骑行超过30
分钟。

安全影响：

由于共享单车骑行量在短时间的迅速攀升，大多数城

市的骑行设施无法满足骑行者的路权与安全，单车用

户的对道路骑行安全的感知普遍较低，调查结果显示

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在城市道路中骑行是安全的。

中国2016年骑行死亡人数约占总体道路交通死亡人数

的8%3；虽然无法得到准确的统计，但据本报告测算，

共享单车的广泛使用意味着约三分之二的道路交通死

亡可归因于共享单车。

政策回顾与建议

随着共享单车在中国城市愈加广泛的使用，地方政府在共

享单车治理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让城市在鼓励共享单

车使用以推广慢行交通的同时，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本报

告梳理分析了12个研究城市的共享单车相关政策文件与成

功案例，总结出有效的管理经验与措施，并针对共享单车

投放控制、停放管理和骑行设施等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主要建议包括：

控制共享单车投放总量。为解决过度投放的问题，中

国城市施行了创新性的管理措施和试点项目来控制和

管理共享单车总量投放。中国城市应施行严格科学的

总量控制计划，并为共享单车运营商设计激励方案，

促使其成为一种便捷有序的出行方式。

细化现有绩效评估的考核办法。越来越多的城市出台

了基于共享单车运营的的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与

投放份额挂钩，奖优罚劣。为了进一步管理共享单车

市场的有序发展，应进一步细化考核指标，并基于科

学的方法制定动态管理指标。通过多部门合作，利用

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科技手段，监督并考核单车的运

营状况与服务水平。

制定单车停车规范并以执法辅助。城市还应建立更明

确的共享单车停放管理准则，并提升治理手段，让居

民更方便有效地使用和停放共享单车，培养居民有序

用车的好习惯。一些城市已经陆续出台了自行车/共享

单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要求在城市道路上增设自

行车停放区，并在公交站、路口、地铁口等主要公共

通行空间明确施画禁停区域。

采用标准化停车管理技术。为了让用户更好地遵守规

则，城市应鼓励在停车管理方面采用标准化技术，提

高停车管理效率，节省公共部门和运营者的时间和精

力。北京、深圳等城市设立了电子围栏停车的技术标

准和实施方案。通过高精度的电子围栏技术，用户可

正确判断停车地点以规范停车，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节省车辆调度、运营以及监管成本。

提升骑行设施的安全水平。虽然近年来中国城市不断

积极规划与建设自行车道、绿道、公共自行车系统等

慢行基础设施，但对以安全为导向的设计标准与实施

要求仍不明确。城市应引入更高的安全设计标准，并

采取国际公认有效的安全措施，例如安装自行车隔离

以保护专有路权、安装交通稳静化措施、为自行车提

供更安全的交叉口设计等。

通过宣传教育提升道路安全意识与文明骑行。鼓励居

民骑行的同时，城市也逐渐通过宣传与教育的渠道，

培养和建立居民的骑行文化。在此基础上，城市应结

合骑行宣传与教育，有针对性的增强居民在道路安全

意识上的提升和培养，为城市创造更安全、更健康的

骑行环境。

未来的研究

下一阶段，研究团队将通过更多的调查和政策梳理来持续

更新、完善报告结论。在此基础上，还将选择一些试点城

市进行深入研究，譬如（1）监控共享单车对健康、气候和

社会经济的影响；（2）从避免早亡和疾病风险两方面，综

合评估共享单车的健康效益；（3）用社会公平性、公共服

务可达性等指标，来评估共享单车的社会影响；（4）基于

试点城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策略建议与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