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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上海市城市外围地区居民出行难的问题，永久自行

车集团与张江高科技园区、闵行区主管部门合作，开展了公共自

行车与轨道交通结合的机动性创新项目实践。首先介绍了项目

采用的“PPP”模式运营开发以及专业化的硬件设施。重点剖析

了闵行区的实践案例，在分析现状问题的基础上，介绍了公共自

行车系统租赁点的布局以及独特的计费体系。采用用户问卷调

查方法，了解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人群特征以及使用次数、单次使

用时间、接驳方式等情况。结果表明，公共自行车系统扩展了轨

道交通车站的有效服范围，弥补了城市外围地区出行服务不足

的缺陷，并为更大范围内土地利用功能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

Abstract： To solve residents travel problem in Shanghai suburban

area, the Forever Group,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in

Zhangjiang and Minhang districts, has developed an innovative in-

termodal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system by combining rail transit

with bike sharing systems. This system uses the Public-Private Part-

nership operation framework and the specialized facilities. F Focus-

ing on the case study in Minhang district, the paper introduces bicy-

cle sharing system layout and its unique pricing framework. The bi-

cycle users’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trip patterns in number of

trips, trip duration and interchanging methods is also studi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e bicy-

cle sharing system expands the rail transit coverage areas and pro-

vides travel services to areas with less accessibility to public transit.

It also makes land use development possible in larg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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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上海市正处

于迅速蔓延与扩张时期，城市外围居住

区与就业集中的城市中心之间产生了巨

大的潮汐式交通需求，提供大运量公共

交通服务(轨道交通)是理论上应优先考

虑的解决方案。但是在轨道交通项目运

行后，同样存在一些实际问题：一方

面，由于传统的TOD理论[1]往往被理解

为距离轨道交通车站 500 m 范围内高

密度开发，加之城市外围地区公共交通

网络覆盖密度较低导致轨道交通车站在

城市外围区域的服务范围不足；另一方

面，潮汐式交通也造成大运量交通设施

单向运力闲置，因为早期的单一开发使

得车站周边易达范围内无可用于布置大

量就业的土地，导致无法平衡单向的潮

汐交通。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市永久自行

车集团(以下简称“永久集团”)与上海

城市外围的区主管部门合作，开展了城

市外围地区公共自行车与大运量轨道交

通结合的机动性创新项目 (以下简称

“创新项目”)实践，通过公共自行车系

统与轨道交通车站的结合扩大城市外围

地区轨道交通车站的服务范围，提高城

市外围地区居民的机动性水平，并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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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的地区开发提供更多的选择。本文将详细介

绍这一机动性创新项目，并通过上海市闵行区的

案例研究分析创新项目的实际运行效果。

1 创新项目概况

在硬件设备上永久集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

是在为社区提供交通服务方面并非永久集团的强

项，因此，永久集团分别与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和闵行区政府合作，在远离上海市

中心城的轨道交通 1号线末端的闵行区以及原轨

道交通 2号线末端的张江高科技园区提供公共自

行车服务，见图1。自2008年9月以来，永久集团

已经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建立了80个公共自行车租

赁点，共投放1 200辆公共自行车；在闵行区建立

了500个租赁点，投放 2万辆公共自行车，闵行区

居民办卡人数已超过13万人，见表1[2]。

创新项目采用私营企业与政府部门合作共同

开发的方式，即“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模式，围绕主要轨道交通车站，结合周边居民社

区，提供租赁自行车服务。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和

土地支持，永久集团负责整套租赁系统的建设和

营运管理，即由实业企业主导、地方政府配合的

自下而上的进行推广与开发，使企业更好地发挥

其在硬件设备与高科技管理上的优势。以闵行区

为例，在第一期86个租赁点建设中，通过政府协

调，公共自行车系统很顺利地得到土地使用权，

在最便利的黄金地段地铁车站出口提供服务，并

且成功进入了围绕车站的主要居民区进行布点(见

图 2)，为第二期在全区范围内的布点建立了良好

基础。

永久集团为公共自行车系统研发生产了专用

的车型及锁具，采用有别于普通自行车的特别零

部件，特殊设计的机械密码锁不需要使用钥匙而

改由电子管理平台将随机的 4位开锁密码发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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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市公共自行车项目所在区位

Fig.1 Location of the bike sharing system in Shanghai

地区

开始运营时间

租赁点数量

公共自行车数量/辆

自行车平均租借率/(次·辆-1·d-1)

张江高科技
园区

2008年9月

80

1 200

2.5

闵行区

2009年3月

500

20 000

5.5

表 1 创新项目实践区域公共自行车系统概况

Tab.1 Overview of Bike sharing systems
in innovation practic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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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车客户实名登记的手机上，见图3。同时还自主

开发了多项专供的技术，如分离式租赁锁柱系

统、网络管理平台、ID辨识系统等。

2 闵行区实践

闵行区是上海市典型的城市外围地区，处于

上海市最早开通的轨道交通 1号线的最南端，也

是上海最先开始大规模建设居住区的城市外围地

区。作为上海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1号线对居

住的聚集作用相当明显，其南段(锦江乐园站－莘

庄站)沿线 3 km 范围内的居住空间从 1989 年的

1.64 km2增至 2003 年的 17.94 km2，占 1 号线沿线

土地面积的49%[3]。

2.1 现状问题

受传统的TOD理论影响，高密度开发大都集

中在距离轨道交通车站 500 m范围之内，但实际

情况是其所服务的居民大大超出了 500 m 的范

围。2003年距莘庄站 1 000 m范围内高强度开发

占总用地面积的25.9%(2000年为4.9%)，且主要集

中在地铁车站周边500 m半径范围内，见图4[4]。由

于强大的城市向心通勤交通需求的存在，莘庄站

服务的居民远超出传统TOD开发所述的 500 m半

径范围。

另一方面，大量单一住宅开发产生了潮汐式

交通，轨道交通 l 号线南段高峰时段的双向流量

比最高达到3.8:1[5]。虽然1号线运营后政府已经意

识到早期单一功能开发所产生的问题，转而开始

调整该区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的土地利用功能，但

是，由于在传统TOD理论影响下对该区轨道交通

车站服务范围的低估，从更大范围来看土地利用

功能仍显单一。对比莘庄站1 000 m半径内的用地

功能构成，2003 年居住用地占总用地的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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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 b 居住区周边

图 2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Fig.2 Bike rental stations

图 3 公共自行车与密码车锁

Fig.3 Bikes and the combination l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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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用地为 10.1%[3]，虽然相比 2000年的 61.1%和

3.5%改善了不少，但是从2009年莘庄站周边的土

地利用功能图中可以发现，居住用地仍占相当大

的比例，见图5。为了平衡潮汐交通，应当寻求基

于轨道交通车站周边更大范围的土地功能调整，

这就需要利用创新的交通组织方式来扩大轨道交

通车站的有效服务范围。

2.2 项目实践

从 2009年 3月开始，永久集团首先围绕轨道

交通1号线的莘庄站与莲花路站，以及轨道交通5

号线的各个车站展开公共自行车网络的第一期布

点，以轨道交通车站为依托伸入到附近的各居住

区和重要的公共设施、商业设施。以第一期为基

础，第二期布点向全区更大范围铺开，从而形成

密集的租赁点服务网络，见图6[4]。

由于闵行区政府希望公共自行车这一新的出

行方式能够成为一项惠及区内居民的公共福利设

施，因而在实际运行中，永久集团采取了一套不

同于其他公共自行车系统的申请与计费方式。所

有持本地居民身份证的居民可以通过实名申请的

方式免费获得一张“诚信卡”(公共自行车系统租

赁 IC卡)。“诚信卡”使用积分制记录借还行为，

每张卡内原始积分为 100分。公共自行车单次借

车时间为 2 h，按时归还将得到每次加 1 分的奖

励，超时归还则视超时程度扣除积分(见表2)，卡

内积分被扣至 0 后，将不能继续使用“诚信卡”

租借公共自行车。如需重新开通借车资格必须缴

纳 200元押金，办理“使用卡”方可继续借用公

共自行车。“使用卡”同样采用积分制原则，如在

使用过程中卡内积分再次被扣为0，将不能继续借

车并没收押金。

2.3 运行状况

为了解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实际运行状况，

2009年 9月对闵行区的公共自行车使用者进行问

卷调查，共回收问卷218份。

通过调查发现，公共自行车主要使用人群为

20~40岁的低收入白领群体(见图 7)，其中男性用

户(56%)略多于女性用户(44%)。被访对象平均每

人每日使用公共自行车 1.62次，出行目的多为通

勤出行(见图 8)，55%的被调查者经常使用轨道交

通与公共自行车接驳进行通勤，体现出对轨道交

通车站很强的依赖性。被调查者单次使用公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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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强度开发
建筑容积率<1.0

中强度开发
1.0<建筑容积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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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00年 b 2003年

单位：m

图 4 轨道交通 1 号线莘庄站地区土地利用强度比较

Fig.4 The land use intensity surrounding Xinzhuang stations in rail transit line 1

R = 500 m

R = 1 000 m

图 5 2009 年莘庄地铁站周边土地利用功能分析图

Fig.5 Functional analysis of land use surrounding
Xinzhuang stations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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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的平均时间为 17.75 min，根据自行车的行驶

速度，公共自行车出行覆盖范围可达3~5 km。可

见，公共自行车对于扩大轨道交通车站的有效服

务范围有明显的作用。

调查显示，40%的公共自行车使用者原出行

方式为公共交通(见图9)，其中，51.38%的被调查

者认为选择公共自行车的原因是可以节约时间(见

图10)。可见，公共自行车可以很好地补充城市外

围地区公交服务水平不足的缺陷。

由于旨在平衡潮汐交通的土地利用功能调整

尚未步入议程，调查中公共自行车用户仍表现出

较强的早晚峰值特征。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的公共

自行车租赁点受潮汐交通影响，分别在早、晚高

峰时段出现无空位存车、无车可借的情况。

3 创新项目的其他实践

目前，除在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与闵行区

建立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之外，永久集团通过相

同的模式与上海市宝山区政府开展合作，在轨道

交通 1号线北部的末端车站周边地区开始建设上

海市第三个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第一期围绕共

富新村地铁站共设立了10个租赁点，投放公共自

行车 400辆。永久集团还与杨浦区、长宁区进行

接触，希望可以在以上两个区域设置公共自行车

系统。

除了在城市外围地区通过与大运量的轨道交

通方式结合来布置公共自行车系统之外，永久集

团也在积极思考在城市中心地带提供公共自行车

服务。不同于政府主导的全市性公共自行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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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环中心城区

闵行区

轨道交通线 轨道交通车站 公共自行车
租赁点

图 6 闵行区公共自行车服务布点结构

Fig.6 The structure of bike sharing system
arrangement within Minhang district

还车时间/h

0~2

>2~4

>4~12

>12~24

>24

积分计算

＋1分(每天最高加2分)

－10分

－30分

－50分

－100分

表 2 闵行区公共自行车租借计分方法

Tab.2 Fee collecting method for bike renting
in Minhang district

≤1 000
>1 000~2 000
>2 000~3 000
>3 000~4 000
>4 000~5 000
>5 000~6 000
>6 000~7 000
>7 000~8 000
>8 000~9 000
>9 000~10 000
>10 000
未选择

10.55%

8.72%

22.02%

23.39%

13.30%

12.84%

4.13%
1.83%

1.38%
0.46%

0.46%
0.92%

a 月收入水平

工人
公司职员
私营企业负责人
商业服务人员
在校学生
个体经营者
公职人员 (包括
教师、医生、公务
员等)
离退休人员
待业
其他
未选择

2.29%

43.58%
1.38%9.17%

7.80%

2.29%

9.63%

7.80%

0.46%
1.38%

14.22%

b 职业构成

图 7 闵行区公共自行车使用者收入、职业特征

Fig.7 Bicycle users’ income and occupation in Minha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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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正是由于这种企业主导、政府协助的合作

方式保证了公共自行车前期项目在上海的成功。

而城市中心地区的出行需求、用地构成、公共交

通服务水平与城市外围地区完全不同，因此有待

企业与政府进一步的磨合与协作。

通过在上海市多年的运作经验，永久集团开

始帮助其他城市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如在地震

后重生的四川省都江堰市。

4 结语

永久集团与当地政府运用“PPP”模式所提

供的公共自行车这一创新的出行服务为居民提供

了一种更方便的出行方式。通过“PPP”的合作

方式，政府对于公共自行车项目的认识和要求也

有望改变。由于公共自行车系统可以改善轨道交

通车站的服务范围，从而为地方政府在轨道交通

车站 500 m服务半径之外进行结合车站的新开发

提供了可能，有助于推动地方的用地功能调整、

改变轨道交通末端车站周边大量同质化居住用地

的现状，同时也有助于缓解现状大量潮汐式向心

出行对公共自行车系统在高峰时段调运能力产生

的压力。随着租赁点的全面铺开与新一轮的土地

开发，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与城市设施的结合也可

以从打补丁的方式向融入项目整体规划进行建设

的方式转变。

在硬件与设备方面，新一代公共自行车租赁

点设计正顺利进行，永久集团希望未来的租赁点

能够全天候服务、具有更强的标志性、可以提供

公共自行车网络中其他租赁点与路径的实时信

息。新一代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还将尝试融入更

多城市服务与便民功能，如租赁点周边资讯的查

询(公共服务设施、公交车站等)以及自动贩售一

次性雨具等功能。

公共自行车系统未来有望通过两方面的改善

提高居民的机动性。一是随着网点布局更广泛同

时结合新城开发建设网点来平衡出行需求，提升

系统出行的便捷性与舒适度；二是随着更多信息

服务功能的整合，提升出行品质、增加系统可靠

性、强化地方凝聚力与社区归属感。可以预见，

公共自行车这一新型交通服务方式将改变上海市

居民未来的生活方式，提供更丰富的城市生活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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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闵行区公共自行车使用者出行目的分布

Fig.8 Distribution of travel purpose of bike users
in Minha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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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闵行区公共自行车使用者原出行方式构成

Fig.9 Original travel mode of bike users in Minhan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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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选择公共自行车的原因

Fig.10 Reasons for utilizing bi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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