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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结了巴黎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规划中采用的出行需求预测方

法，规划在分区基础上，根据居住人口、就业岗位、商业和设施4种类型，

测算各区日均出行次数，进而确定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数量及自行车规

模。阐述了租赁点定位的影响因素、定位方法及布设原则。详细分析了

租赁点的布设方式，明确路边租赁点、人行道上的租赁点和行道树附近

租赁点的布设要点，对自行车、停车桩、服务终端等设施也提出了相关要

求。最后，在巴黎经验基础上指出，我国部分城市提出的“解决公交出行

最后一公里”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单一功能定位，不利于租赁点的合理布

局；租赁点主要布设在人行道的做法也会引发新的交通问题。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draws an outline of a travel demand forecasting

procedure used in Paris’s bike rental station planning. The procedure is pre-

mised on 4 types of zonal land-use data, i.e., population, employment, com-

mercial and public establishments, and capable of estimating average zonal

trips, and thus the numbers of bike rental stations and bikes in a station.

The paper then discusses strategies, tips, and the impact factors on rental

station positioning. Also discussed are rental station deployment patterns,

keynotes to deploy rental stations along roadside, on sidewalks, or near

street-trees, and rental station requirements for bikes, stand racks, and other

amenities. Finally, in light of experiences from Pari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a) The argument merely to deal with the“last kilometer to end a transit

trip”for bike sharing system in some cities in China is unfavorable to de-

ploy rental stations in a proper way, b) deployment of a majority of rental

stations on sidewalks would induce new traffic problems, and c) it is desir-

able, within a rental station, to keep the amenities simple, fine-tuned,

long-lasting, and less room-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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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国 1996 年颁布的

《大气保护和能源合理使用法》

规定，巴黎大区市政府提出了未

来 城 市 交 通 出 行 规 划 (Paris

Region Mobility Plan, PDU)。从

2001年起，巴黎市区开始大力推

广公共交通以及步行、自行车等

无污染的出行方式 [1]。为了鼓励

更多的人利用自行车出行，2007

年，巴黎从政府层面启动了公共

自行车租赁服务“Velib”。本文

依据“巴黎公共自行车研究报

告” [2]，对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

规划设计要点进行总结。

1 规模预测

1.1 交通需求预测

依据巴黎市行政区分区，将

规划范围划分为 20个大区(见图

1)，每个大区又划分为若干 200

m × 200 m 的小区。根据巴黎市

城市规划委员会(Atelier Parisien

d'Urbanisme, APUR)提供的资料

及 巴 黎 大 区 居 民 出 行 调 查

(Enquêtes Globales de Transport,

EGT)数据，按照居住人口、就业

岗位、商业及设施 4类计算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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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吸引交通量。

1) 居住人口。

家庭吸引交通量 = 区内居住人口数 × 使用者

调整系数 × 居住人口出行调整系数。居住人口数

根据城市人口普查得到。公共自行车使用者主要

考虑 15~65 岁的居民，约占巴黎市总人口的

72%，因此使用者调整系数设定为 0.72。居住人

口出行调整系数是居民平均每天回家的次数，根

据EGT调查数据得到：巴黎居民平均每天回家约

1.6次，其中，1~10大区为1.52次·人-1·d-1，10~20

大区为1.56次·人-1·d-1。由此得到各小区居住人口

出行强度分布。大区与居住人口相关的家庭吸引

交通量见表1[2]。

2) 就业岗位。

就业岗位吸引交通量 = 区内就业岗位数 × 工

作出行调整系数。工作出行调整系数是以办公地

点为目的地的人均日出行次数。由此得到各小区

就业岗位出行强度分布。大区就业岗位吸引交通

量见表2[2]。

3) 商业。

商业吸引出行分为两类：1)购物类商业吸引

交通量 = 顾客人数 × 购物类商业出行调整系数 ×

自行车吸引力系数；②其他类商业吸引交通量 =

顾客人数 × 其他商业出行调整系数 × 自行车吸引

力系数。

顾客人数 = 商业面积 × 单位面积顾客人数 ×

微调系数。巴黎商业单位面积顾客人数为 0.1~12

人·m-2。微调系数是对商业面积的调整，当商业

面积很大时，计算出的顾客人数可能与实际不

符。商业面积小于 300 m2时，微调系数取 1；面

积为 300 m2时，微调系数取 1/2；面积大于等于

1 000 m2时，微调系数取1/3。

商业出行调整系数分为两大类，考虑到很大

一部分出行者会选择就近购物，得到大部分购物

类商业出行调整系数为 0.263(约 4次到访相当于 1

次出行)，其他类商业取0.5。

为了反映骑自行车到达商业地点的方便程

度，以便判断租赁点吸引的潜在使用者，引入自

行车吸引力系数，其值分别为 0，0.2，0.4，0.6，

0.8和1。1代表该类商业对骑自行车的顾客有很大

吸引力，0则表示毫无吸引力。各类型商业的吸引

力有很大差异，例如，小型超市和面包店为0~0.2，

大型百货商店为0.8~1。

由此得到各小区商业吸引的出行强度分布。

大区商业吸引交通量见表3[2]。

4) 设施。

由于设施的复杂性，没有设定相应的出行调

整系数。将小区内已有设施划分为以下几类，根

据各类设施 15 岁以上人员的实际访问量确定其

吸引交通量：

① 教育设施(如学校、培训机构、大学图书馆

等)：吸引交通量 = 日实际出勤人数；

18

16

15

1
2

3

4

14

Montmartre 19
La Villette

20
Ménilmontant

12
Bercy

13
Bibilothèque

de France

Mont Parnasse

Passy

17
Batignoles

8
Champs Elysées

9
Opéra

10
République

Tuileries

Marais
11

Bastille

5
Latin Quarter

6
Germain
de Pres

7
Invalides

图 1 巴黎 20 大区划分

Fig.1 Twenty zones classification in Paris

出行调整系数
/(次·人-1·d-1)

1.52

1.56

1.55

人口(15~65岁)
/人

335 868

1 217 448

1 553 316

区域

1~10大区

10~20大区

总计

吸引交通量
/(次·d-1)

510 125

1 905 043

2 415 168

表 1 家庭吸引交通量

Tab.1 Trips attracted by residence

出行调整系数
/(次·人-1·d-1)

1.22

1.39

1.30

就业岗位/个

785 016

821 635

1 606 651

区域

1~10大区

10~20大区

总计

吸引交通量
/(次·d-1)

956 455

1 143 254

2 099 709

表 2 就业岗位吸引交通量

Tab.2 Trips attracted by emplo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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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运动设施(如游泳馆、健身房等)：吸引交

通量 = 年使用人数/365；

③ 旅游设施(如主要景点、酒店、展览中心、

主要公墓、旅游客运码头)：吸引交通量 = 年到访

人数/365；

④绿地公园：吸引交通量 = 年到访人数/365；

⑤ 主要交通设施：吸引交通量 = 平均日乘坐

人数。

⑥ 文化设施(如剧院、音乐厅、电影院、城市

或国家图书馆等)：吸引交通量 = 年到访人数/365；

⑦ 卫生设施 (如医院、牙科诊所和其他诊

所)：医院吸引交通量 = 年到访人数/365，牙科诊

所、其他诊所吸引交通量按日到访人数计，分别

为30人和20人；

⑧ 行政服务部门：吸引交通量 = 日实际到访

人数。

由此得到各租赁点小区设施吸引的出行强度

分布。大区设施吸引交通量见表4[2]。

由以上 4种类型的出行强度分布，可以得到

巴黎各小区的累积出行分布，见图2[2]。

1.2 规模测算

租赁点及自行车规模可通过两种方法确定：

1)根据规划面积，按照租赁点密度为11个·km-2(租

赁点间距为 300 m)计算租赁点规模，每个租赁点

配备 11辆自行车；2)根据出行需求估算。第 2种

方法可以了解市场的潜在需求，较适用于城市中

心区，在基础数据充足的情况下可采用这种方法。

巴黎根据出行需求估算租赁点和自行车规

模。巴黎居民日出行总量为 825.91万次，按照约

900次出行配置1辆自行车、每11辆自行车设置1

个租赁点估算，得到租赁点规模为 817个，自行

车为9 000辆。

2 租赁点定位

2.1 定位影响因素

租赁点应依据各小区出行需求的多样性特征

来设置，并考虑夜间出行、地形等因素的影响。

1) 出行需求多样性。

依据居住人口、就业岗位、商业和设施的出

行强度分布，计算小区出行需求多样性得分。如

果小区对应的吸引交通量高于巴黎平均水平，则

记为 1分，否则为 0。如果小区得分为 4，则说明

该小区 4 种类型的出行强度都高于巴黎平均水

平，相反，如果得分为0，即4种类型的出行都没

有达到一定强度，即使布设公共自行车，其使用

率也不会太高。叠加各小区 4种类型出行强度得

分，可以得到各小区出行需求多样性分布，见

图 3[2]。中心区(1~4大区)出行需求多样性尤其明

显，第三产业比较发达的 8 区出行多样性不显

著，远离城市中心的局部地区出行强度较高。

2) 夜间出行。

喜爱夜间活动的出行者通常都是年轻人，也

是潜在的公共自行车使用者，公共自行车可以弥

补夜间闹市区公共交通的不足，也会改变公共自

行车全天的使用率。夜晚活跃地区包括餐厅、酒

吧、剧院、关店时间很晚的商业设施、大型夜间

药店等。因此，应考虑公共自行车在这些地区的

夜间使用情况。

3) 地形。

地形是限制公共自行车使用的一大因素，在

坡度较大的道路上，公共自行车仅在下坡时使

用，因此需要大量运输车辆将其运至位于坡顶的

租赁点。在规划自行车租赁点及配置车辆时，应

充分考虑地形对系统的影响。

区域

1~10大区

10~20大区

总计

吸引交通量/(次·d-1)

870 366

921 127

1 791 493

表 3 商业吸引交通量

Tab.3 Trips attracted by commerce

区域

1~10大区

10~20大区

总计

吸引交通量/(次·d-1)

941 814

1 101 950

1 952 764

表 4 设施吸引交通量

Tab.4 Trip attracted by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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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定位方法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点位选取按照以下 4个步

骤：1)租赁点初始定位；2)确定每个租赁点的影

响范围；3)计算不规则范围内的理论累积出行次

数和理论自行车数量；4)根据不规则范围内的出

行需求得到租赁点分布图。

1) 租赁点初始定位。

根据出行需求多样性分布图和累积出行分布

图，结合建筑集中区域、地铁站和租赁点数量，

对各小区内的租赁点进行初始定位。

2) 确定影响范围。

在租赁点周围确定一些影响区，可通过两种

方式：①欧几里德距离；②根据道路网中的步行

时间得到最佳路线。第 2种计算方式可根据出行

的实际情况详细划分影响区，能更好地考虑地势

地形。具体计算方法是：

吸引交通量/(次·d-1)

<2 001
2 000~3 000
3 000~4 000
4 000~6 000
6 000~8 000
8 000~10 000
10 000~13 000
13 000~16 000
16 000~20 000
20 000~30 000
≥30 000

图 2 累积出行分布图

Fig.2 Sum of 4 types of trips

小区面积
200 m×200 m

图 3 出行需求多样性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travel demands diversity

出行需求多样性得分

0
1
2
3
4

小区面积
200 m×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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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巴黎道路轴线网络图进行最佳路线的配

置计算，见图4[2]。①计算路网每一路段上距离最

近的自行车租赁点，最长路径所需时间按步行 15

min计算。为了避免两个租赁点中间地带完全重

叠覆盖，即使是在多个租赁点附近，每一路段也

只涉及一个租赁点。②根据每个租赁点附近的最

佳路线配置结果，按照“细胞”模式重建一个不

规则影响范围，见图5[2]。每个“细胞”均有一个

值与租赁点对应，通过对周边其他已知地区重新

采样，将值反馈给其他“细胞”，然后将结果由不

规则矢量多边形转换成栅格格式。③对处于研究

区域周边的租赁点，影响区限制在5 min的步行路

程范围内，这样才不会使影响范围过大。涉及的

路段周围均设有缓冲区，可用来确定研究区域的

影响范围。

3) 计算累积出行次数和自行车数量。

根据租赁点的影响区对空间进行重新划分，

得出新的累积出行需求分布，每个不规则影响范

围都涉及一定的出行次数和为满足该需求所需的

自行车数量。

4) 确定租赁点位置。

对第一阶段租赁点初始定位进行调整得到点

位分布图，有的影响范围内增加了一些租赁点以

满足出行需求，有的理论使用频率很低的租赁点

则被取消了。大型公共交通设施如火车站附近也

布设了一些租赁点，即使这些地点的自行车数量

绝对满足不了特定时段的全部需求。其他设施如

大学校园附近也是同样的情况，设立租赁点是为

了在学生中推广使用公共自行车。

3 布设原则

租赁点布设原则是公共自行车具有良好的适

用性，与城市景观、交通功能相协调的保证，在

城市中心区及其周边地区布设租赁点，以及房屋建

筑局和国土路政分局的工程，均需遵照这些原则。

1) 总原则。

① 为保证系统运营良好，应保证租赁点的数

量且分布均匀，平均密度建议值为10个·km-2。

② 租赁点应明显易辨认、方便维护，不会造

成公共空间堵塞和阻碍其他出行。

③ 尽量布设在轨道交通车站附近，这是因为

轨道交通车站比较明显，更重要的是可方便出行

者换乘。在轨道交通车站较少的区域也要补充布

设一些租赁点，增加其分布的密集程度。

④ 租赁点通常布设在机动车停车场或广场上

(15~20 m长)，一般不在现有人行道上布设，除非

人行道非常宽。在较宽的人行道上，租赁点可以

布设在设施带上。

2) 与城市景观协调原则。

① 不在著名的林荫大道上(如香榭丽舍大街)

布设。

② 一般不在大型广场上布设，而是布设在其

附近，对于设施带有绿化的大型广场可例外。

③ 应在城市主干路的垂直方向布设，有名胜

古迹的街道也应布设在其垂直方向。

图 4 道路轴线网络示意图

Fig.4 Arterial road network

图 5 租赁点影响范围划分

Fig.5 Determination of influence area of bike rental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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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需要在名胜古迹附近布设时，通常布设在

建筑物的背面。

3) 与交通功能协调原则。

① 宜布设在机动车流前进方向的右侧，对于

交通量较大的道路，布设在交叉口的上游。

② 最好布设在人行横道附近，这样更加明

显，可不安装租赁点指示牌。

③ 为保证至少 8 m的消防通道，若人行道宽

度超过 6 m，则公共自行车不能布设在路边停车

线内，除非车行道上没有消防通道。

④ 一般不在行道树间布设，这是因为要保证

租借自行车的方便必须有10 m的空间，而行道树

间的空间是有限的，另外，鸟类的排泄物可能会

弄脏自行车。但行道树间的空间非常宽的时候可

以例外。高的标志牌可以树立在行道树间，使其

融入整体景观设计中。

⑤ 当布设在有隔离设施的自行车道旁侧时，

应将租赁点沿线单独隔离开，以便骑车者进入自

行车道。

⑥ 每个租赁点最少配备 10~50 个停车桩，尤

其是在大型公共交通枢纽站附近。

4 布设方式

4.1 路边租赁点

路边租赁点两侧由1个或者2个长方形的花岗

石保护，根据车流方向用指示牌或挡车桩标示，

见图 6[2]和图 7。为了避免堵塞公共空间并使路边

停车线尽可能短，必须优先考虑将租赁点设置在

交通方向的右侧以及人行横道或交叉口的上游，

这样就可避免安装护栏，骑车者可以从主要干路

或自行车道直接进入租赁点。

4.2 人行道上的租赁点

1) 有机动车停车泊位。

在人行道上有港湾式机动车停车泊位的情

况下，要使公共自行车系统融入城市景观，最理

想的解决方案是将租赁点布设在现有停车泊位的

延伸段上。租赁点只需一个指示牌或挡车桩就可

以隔开机动车，见图8[2]。同时，租赁点必须铺设

成与机动车停车泊位相同的路面。

2) 无机动车停车泊位。

在人行道上布设租赁点不能占据行人步行空

间，宽度小于 6 m 的人行道不适合布设租赁点。

租赁点最好布设在人行道的边缘，见图9[2]，并恢

复所占空间原来的道路铺面。

4.3 行道树附近的租赁点

在较宽的人行道上，租赁点可布设于各种不

同城市设施(如公共汽车候车点、电话亭、路灯

等)之间。以租赁点布设在排列成直线的行道树间

为例进行说明，巴黎行道树通常间隔7 m左右，即

两棵树之间最多可安装 6个停车桩，见图 10(a)[2]。

若行道树间的空间太小，租赁点应布设在行道树

的外侧，但服务终端宜设置在人行道的行道树轴

线上，并位于租赁点中心，见图11[2]。

5 设施要求

进行公共自行车系统设计时，应保证租赁点

与城市景观很好的融合。同时，使用者应能够很

方便地找到租赁点，就像找到地铁站或公共汽车

站一样。

根据停车桩数量调节长度

人行道

挡车桩 车行道 指示牌

(a)设计图 (b)实景图

图 6 路边租赁点布设

Fig.6 Rental stations deployed along road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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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自行车和停车桩

统一的外形、颜色、材料可以让使用者很容

易辨认出哪些停车桩、自行车是公共自行车系统

的构成设施。自行车外形要与普通自行车尽可能

相似，制作尽可能精细。颜色基调不建议使用城

市公共空间的特色颜色，推荐使用单一的颜色。

自行车和停车桩上的标志和文字也应使用单一颜

色，自行车的名称最好放在车架上。任何情况

下，车轮都不可以用来张贴广告，停车桩也不应

出现广告。

功能方面，自行车前后均应安装车灯，车轮

上应设置反光条(reflective strips)，以便在夜晚或

恶劣的路况条件下保证使用者的安全。租赁点两

侧的停车桩可以加上照明装置。自行车座应可调

节高度，适用于不同使用人群。自行车筐要有一

定的空间，便于使用者放置物品，推荐使用结实

耐用的镂空金属设计。

租赁点停车桩的数量应适当大于自行车数

量 [3]，为使用者顺利还车提供预留空间，例如，

12个停车桩配备 7个自行车，20个停车桩配备 11

图 7 挡车桩和指示牌

Fig.7 Stake against vehicles and traffic sign board

根据停车桩数量调节长度
人行道

挡车桩车行道

图 8 有机动车停车泊位的租赁点布设

Fig.8 Deployment of rental stations within roadside parking space

(a)设计图 (b)实景图

人行道

车行道

图 9 无机动车停车泊位的租赁点布设

Fig.9 Deployment of rental stations without vehicular park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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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行车，一般自行车数量为停车桩数量的55%~

60%。巴黎租赁点停车桩与自行车尺寸关系见图12。

5.2 服务终端

服务终端是供使用者通过刷卡实现借车和还

车的设备。其布设形式分为中央式和侧式两种，

16个及以上停车桩一般选择中央式。服务终端应

尽量采用小尺寸，最高不超过 2 m，应尽量减小

宽度和厚度。服务终端可加入照明装置，在适当

的位置放置公共自行车标志和文字，与照明一一

对应，以加强夜晚的可视度，便于远距离辨认。

6 启示

我国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发展很快，继 2008

年杭州大规模推出以来，武汉、上海等地的公共

自行车系统建设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还有一些城

市正在酝酿和计划近期推出。这一系统在较短的

时间内已取得了显著成效，车辆日均使用量、使

用频次以及居民满意度逐步提高[4]，在解决居民公

交出行最后一公里、引导居民出行方式转变等方

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国外相比，我国城市公

共自行车系统建设一方面表现为速度快、规模大

的特点；另一方面，一些城市采取先推出后规划

的方式，反映了“模仿”和“摸着石头过河”的

发展特点。借鉴巴黎经验，重新思考公共自行车

交通的定位，处理好租赁点规划与城市用地、城

市交通功能的协调，点位设置与城市景观的融合

等关系，是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健康发展的关键。

1) 正确定位公共自行车交通，满足居民的多

样化交通需求。

一些城市将公共自行车交通定位为“解决公

交出行最后一公里”。根据国内外经验，一次出行

中同时使用这两种交通工具的人所占比例并不

(a)设计图 (b)实景图

人行道

车行道

0.30 m
行道树

图 10 行道树间租赁点的布设

Fig.10 Rental stations deployed among street-trees

(b)实景图

人行道

车行道

根据停车桩数量调节长度
行道树

指示牌

(a)设计图

图 11 行道树边缘租赁点的布设

Fig.11 Rental stations deployed beside street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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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在城市化地区一般不超过 10%，因为短距离

出行时，采用换乘的方式会延长出行时间 5~10

min，只有部分长距离出行才适合采取自行车换乘

公交方式。而城市居民每天50%~60%的出行是不

超过6 km的短距离出行，骑自行车的出行时耗不

超过 30 min。因此，自行车换乘公交的比例较低

也就不足为奇了。“解决公交出行最后一公里”的

定位会对租赁点的布局规划产生误导，大小公交

车站附近均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不仅不能满

足居民的真正需求，还使车站附近本来就十分拥

挤的空间更加局促。

公共自行车是自行车交通服务的一种表现形

式，不能脱离自行车交通的定位，它是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短距离出行的

理想交通方式，是公共交通的接驳工具，也是健

身、休闲的一种选择方式。租赁点应结合这些功

能定位，依据城市人口和就业岗位密度，综合考

虑用地性质、建筑密度、居民出行特征、城市交

通特征、布点间距等，将点位设置在居住小区、

商业、公建、轨道交通车站、公交枢纽等建筑和

人流聚集区域，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交通需求。

2) 合理布设租赁点，避免引发新的交通问题。

布设在人行道上的租赁点不能占据行人的步行

空间。巴黎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只有30%布设在人行

道上，布设租赁点的人行道宽度要求超过6 m。而

我国城市因选点难度大，绝大多数租赁点设置在

了人行道上，设置比例有的高达 85%以上。在人

行道上设置租赁点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居民

出行的起终点是居住小区或公共建筑的出入口，

到达人行道存取车辆势必增加步行距离；二是我

国城市建设由于长期关注机动化的发展，人行道

空间持续被压缩和占用，许多人行道已经“举步

维艰”。虽然自行车交通是值得鼓励的交通方式，

但不能因重视而引发新的交通问题，尤其不能再

压缩本不宽绰的人行道，影响步行交通的安全性

和舒适性。租赁点的布设空间可以选择设在非机

动车道、行道树间、建筑后退红线地带、小区内

部、单位大院、校园等区域，还可以采用与绿化

空间融合、与路边停车结合等方式。

3) 租赁点设施应遵循简单、精致、耐用和留

有余地的原则。

租赁点设施一般包括自行车、停车桩和服务

终端，这些基本设施已能满足运营需求。如果再

额外增设亭、棚等设施，不仅占用空间，还影响

城市景观，如果因设施的体量规模而影响租赁点

的点位选取更是因小失大。一个系统若想在短时

间内投入运营，做到方便用户使用、减少投资，

并与景观融合，必须坚持简单原则。我国已具有

优于巴黎的技术条件，可以将停车桩间距做到0.6

m[5]，租赁点宽度达到1.5~1.7 m，不仅节省用地空

间，还有利于灵活安排点位。服务终端的设计也

应能够满足基本需求即可，应控制体量，注重外

观设计。自行车的设计应精致，取材应耐用，特

别是车筐和车架。另外，停车桩应有一定比例的

空余，既为未来扩容预留空间，又可改善用户

“还车难”的状况。居民存取车直接面对租赁点设

施，人性化设计可以提高系统的吸引力，使其真

正成为缓解交通拥堵、改善人居环境以及提高交

通服务水平的一剂良方。

图 12 停车桩与自行车尺寸关系

Fig.12 Relations of stands and bikes size

0.609.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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