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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untry actively advocates low-carbon travel and sharing economy.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hared bicycles are a new type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hared economy. The 
sharing of bicycles is essentially a new type of vehicle leasing business - bicycle rental business, which not only has a low cost 
but also brings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ves. The shared bicycle can develop rapidly because it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concept of green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life, 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concept of green travel promo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shared bicycle is convenient and quick to access. Sharing bicycles to solve the "last mile" travel problem 
through the shared rental model, in line with the government's "supply-side reform" dem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ed bicycles 
has brought great impact on our lives. As a result, the market for shared bicycles is getting larger and larger, and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choosing to use a shared bicycle as a means of travel.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measure of the 
effects of shared bicycles in the new normal state.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sharing bicycles on our lives, an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research on this topic. Afterwar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shared bicycles on people’s lives. People choose to share bicycles because of their green convenience and reasonable prices. 
Use Eviews software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Understand th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hared bicycles. It also 
puts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random parking, malicious damage, and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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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單車健康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 

趙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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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當前，共享經濟高速發展。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環境污染問題，國家也大力提倡低碳出行。共享單車是一種新

型環保的共享經濟。共享單車實質是交通工具的租賃業務——自行車租賃業務。共享單車不僅僅有成本低這一優點，

還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便利。共享單車能飛速發展起來是因為它不僅符合人們近年來環保的生活理念，符合我國所推

崇的綠色出行政策，而且共享單車的使用十分方便快捷、可以隨取隨用。共享單車解決了“最後一公里”的出行難題，

所採取的共享租賃的模式同時也符合了我國“供給側改革”的需求,所以共享單車的出現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

影響。因此，共享單車的市場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的人們選擇使用共享單車這樣的出行方式。本文旨在研究共享單車

健康發展的影響因素。 本文首先分析了共享經濟以及共享單車的現狀對我們生活的影響，以及國內外學者對此課題的

研究情況。之後採用問卷調查的形式瞭解影響共享單車健康發展的因素。人們選擇共享單車主要因為其綠色便捷以及

價格合理。運用Eviews軟體對其進行回歸分析。瞭解影響共享單車健康發展的主要因素。並針對亂停亂放、惡意損壞、

安全性提出合理的建議。 

關鍵字：共享單車、效應測度、回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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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單車健康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 

11.緒  論 

1.1 選題背景 

新常態是一個“習式熱詞”。新常態:"新"就是"與及

舊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常態"就是固有的狀態。新常態就

是和以往不一樣的、相對穩定，平衡的狀態。這是一種走

向性的、不可逆轉的發展形態，意味著中國經濟開始進入

一個與過去幾十年高速增長期不一樣的新階段。 

新常態最重要的特點：1、速度——從高速增長轉為

中高速增長；2、結構——經濟構造持續升級更新；3、動

力——從要素推動、投資推動轉向創新推動。提升品質增

加效過是新常態的初始性質。新常態的指向是國家和民生

的生活品質大大提高，老百姓的滿足感的提升，就業率提

高，物價穩定，醫療教育保障體系更加完善。 

共享單車是共享經濟的一種表現。體現為“聚”

“散”，騎一次只需要花費很少的資金，再把資金聚攏起

來去研究更新更好的單車，為提供資金的客戶們研發出更

輕鬆方便的單車。共享單車指的是某一開發商在住宅區、

商業區、學區等人群較為密集的地方所提供自行車共享服

務，是一種按時計費模式的租賃方式。共享單車的出現不

僅大幅度緩解了城市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導致的自行

車行業大量猥瑣的狀態，盡可能的提高了公共道路的使用

率。同時起到強身健體的作用。共享單車利用自身的優

勢——較低的成本、較高便捷性為人們解決了“最後一公

里”出行的困難問題。除了隨取隨用、隨停隨放操作便

捷、租憑價格低廉的特點之外，共享單車還為整個社會帶

來非常大的正面效應，為政府所推行的公共自行車這一便

民政策減輕了負擔，並且為綠色出行的生活方式做出了非

常大地帶動作用。共享單車專案不僅僅受到了國家的鼓勵

與支持。而且也逐漸走到個更多人的視線並且被接納運用

起來。讓很多不看好共享單車的人們開始刮目相看。 

 

1.2 選題意義 

目前，我國因共享單車的發展使共享單車有著極大的

需求量，大約需要1000萬輛，並且有著281億元的市場，

從單車流水線的製造開始，到後期的投資回報等的增值服

務，這一條產業鏈的價值就可達到數千億。近來，共享單

車的收入主要包括租賃經濟、軟體廣告，主要是開屏廣

告，然後就是與線下商店、電商平臺、合作充當資訊入口，

未來隨著盈利模式的不斷成熟以及用戶規模的不斷擴

大，共享單車前景無限，共享單車存在的問題也會無限縮

小。 

共享單車不僅通過共享的模式為人們解決了“最後

一公里”的出行困難的問題 ，還恰恰滿足了政府“供給

側改革”的要求 ,因此共享單車的出現給我們的生活帶來

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本文旨在研究影響共享單車健康發展的因素。 

 

1.3 文獻綜述 

由美國作家伯茨曼與洛傑斯所撰寫的What’s Mine 

is Yours（《共享經濟時代——互聯網思維下的協同消費

商業模式》），該書描述了世界各的互聯網公司如何利用

互聯網技術將社交網路和其商業理念變為現實。同時，本

書也從消費者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消費者之間的交流、分

享、租賃、借貸等活動，從而帶動共享經濟原的發展。該

書還進行大量的例闡述，講到了房屋短租、共享平臺

Airbnb，再到拼車平臺 Uber，都體現互聯網思維下的協

同消費商業模式，促進共享經濟的普及與發展。 

朱平和朱亞成的“2017-2018年中國自行車共享發

展報告”顯示，在中國2017取得主要結果共享自行車宣

導低碳環保的國際發展與創新”互聯網+”，突出的問題

表現在系統故障中，造成停放處處不均導致市場過度飽

和，管理事故頻繁發生。“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

“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互聯網科技

創新等為2018年中國共享單車健康可持續發展帶來難得

的機遇，邁向國際市場、政府健全管理條例、市場提供創

新資源是2018年中國共享單車的發展方向和努力重點。 

廉偉在《城市共享資源的發展之路在何方——以共享

單車為例》中指出城市共享資源以共享的服務理念開闢了

一個新興的共享時代，以共享單車為例，它不僅滿足了人

們出行的交通需求，而且可以起到提高城市交通效率、 減

少城市環境污染的效用。然而，共享單車在我國興起的一

年實踐過程中卻暴露出許多現實問題，這些問題的擴散嚴

重阻滯著共享服務理念在我國的發展，因此針對現階段所

存在的挑戰務必要從矛盾的根源入手，以解決存在的實際

問題。 

葉丹磊在《共享自行車看共享經濟的本質及其發展前

景》中分享了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和客觀原因，為自行車

的快速發展，第一，節約了人們使用自行車的成本；第二，

提高了使用單車的便利性。第三，不考慮車輛的存放和盜

竊問題。第四，共享自行車的概念與綠色環境的概念相一

致，同時它也鍛煉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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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享單車的經濟思想》中，郭建名從經濟的角度

解釋了共享單車的出現，可以調整單車產業的經濟結構，

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產品品質和數量。UCTS由自行生產

的廠商提供，消化過剩的產能，並扭轉人們的生活方式。

提供有效供給，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此外，以綠

色和低碳排放共享自行車的理念，是在滿足人民“最後1

公里”旅遊需求的同時，促進中國民族生態文明發展的中

國夢。李敏連在《金融與經濟圈》中的“共享單車市場研

究與分析”上發表文章，以OFO為例，探討了單車盈利能

力的共享以及政府與共享自行車的關係。 

國家行政學院社會與文化研究系高級經濟學家郭泉

中《能共享自行車嗎？》詳細探討了共享單車模式的優

勢，共享高自由度、低價格的優勢，有效解決短途出行問

題，特別是在資金提升、單車市場的跨越式共享中。共享

自行車公司在中國的發展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並提出了當

前發展面臨的困難。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共享自行車的發

展前景。 

李豔《分享自行車呼籲“分享誠信”>，並探索和分

析共享自行車的完整性。一方面說出了現階段共享單車遇

到的誠信問題，如使用後不按規則停放，將其占為己有，

惡意損壞，化掉二維碼，卸掉零件等。另一方面，它顯示

了將單車完整性共享到完整性系統中的重要性，因為共享

單輛車也採取了整合系統來控制非法使用和破壞，但仍然

不夠。應納入社會誠信體系，確保共享單車的合理使用，

真正實現“共享”。誠意。 

王法的《“野蠻生長”的共享單車》說出了在資本湧

入的共享單車市場的亂象，以及資本對共享單車發展的影

響。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李敏蓮發表於《財經界》的《共享

單車市場調研與分析》中以ofo共享單車和摩拜單車為

例，探究了共享單車盈利能力以及政府同共享單車之間的

關係。 

羅東、黃嘉維寫的《共享單車混戰》一文中道出了市

場的混亂局面以及共享單車發展的現狀。 

  

1.4 研究方法 

（1）文獻研究： 

文獻綜述部分是理論研究的基礎，通過文獻研究的方

法，閱讀國內外的文獻和研究成果，系統的去認識共享經

濟理念和基於此理念的商業模式形態，總結了共享經濟、

商業模式的創新發展，瞭解共享經濟的發展。 

所以本文通過各種方式，如學術專業資料庫、研究報

告中心、圖書館等，收集國內外有關共享經濟理論、共享

單車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等方面的相關會議報告和論文文

獻，為理論研究提供素材。 

 

（2）理論研究法： 

通過閱讀和學習，綜合他人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影響

共享單車健康發展問題的基礎上，並結合現實問題具體分

析，從而直觀反映問題。並且結合相關文獻，提出自己的

看法和解決方案，從而真正解決共享單車遇到的問題，使

共享單車發展更加理性，成熟。 

 

（3）問卷調查法 

用書面形式間接搜集研究數據的一種調查手段。通過

向調查者發出簡明扼要的徵詢表，請示填寫對有關問題的

意見和建議來間接獲得材料和資訊的一種方法。本文通過

問卷調查的方法瞭解共享單車對人們帶來的各方面影響。 

 

（4）數據分析法 

將所收集到的問卷進行處理，將所得到的數據運用統

計軟體進行分析。同時收集宏觀數據，將宏觀微觀數據相

結合，分析其對人們的影響。 

2.共享經濟及共享單車的概述 

2.1 共享經濟概述 

共享這一概念早就有了。在傳統社會中，兩人之間相

互借一本書或分享一條消息、甚至包括鄰居之間相互借一

樣東西，都可以稱之為共享。共享經濟的本質就是將閒散

離散的物品或服務人員整合起來，統一管理，使他們提供

某種產品或某項服務以較低的價格。對於供給的一方來

說，在一定時間段內出租某種物品的使用權或為消費者提

供某項服務，從而獲得一定的物質報酬；對需求的一方而

言，不直接擁有某種物品或某個服務人員的所有權，而是

通過租借等方式使用該物品或享受某種服務。共享經濟關

鍵在於實現配置最優化，實現零邊際成本，實現技術和制

度等問題的不斷優化。 

 

2.2 共享單車概述 

共享單車指的是某一公司在居民區、商業區、公共服

務區等提供自行車共享服務，是一種分時租賃模式。共享

單車是一種新型環保共享經濟。共享單車實質是一種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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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工具租賃業務——自行車租賃業務，他主要的載體

是自行車。 

  

2.3 共享單車的現狀 

共享自行車的便利性和隨意性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經

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自行車旅行的黯淡狀態;最大化的利

用了公共道路通過率。同時起到強身健體的作用。共享自

行車以低成本和高便利性解決了最後一英里的旅行問

題。共享自行車除了具有自由度高，易用性強，價格低廉

等優點外，還具有很大的積極的社會效應。現代人們對於

綠色低碳減的觀念越發嚴格的情況下，不僅僅減輕政府主

導公共自行車專案的財政負擔，並有效宣導了綠色出行的

生活方式。目前，主要的共享迴圈專案得到了政府的鼓

勵。共享單車已經越來越廣泛的進入了人們的視線。 

目前，中國共享自行車的需求量約為1000萬輛，市

場規模為281億元，加上主要的自行車和鎖具製造。除大

數據，分流等增值服務領域外，產業鏈價值可達近千億元

規模。目前，共享自行車的收入主要包括利用租金收入，

存款形成資金積累收入，後期廣告收入，大數據銷售收入

等。未來，隨著盈利模式的不斷成熟和用戶規模的不斷擴

大，共享自行車的前景無限。 

 

2.4 共享單車的影響 

（1）廣泛普及了“共享”消費理念 

相較之前的滴滴順風車等共享服務，與共享單車相比

較的話，共享單車更加親民、男女老少都普及到了、而且

沒有對老百姓的固有利益進行衝擊，共享自行車為老百姓

創造方便和不引人注目的利益的想法可以說是一種很好

的共享經濟教育，它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所有權和購買的

概念。轉向不擁有，只是尋求使用消費的概念。伴隨共享

服務、共享空間、共享技能等新業態也開始被人們所接

受，使得共享經濟領域的拓展加快了不少。 

 

（2） 提供了便利“共享”消費體驗 

共享自行車的方便使用和各種場景，以及使用成本

低，為用戶節省更多的時間，精力和旅行成本。用戶體驗

前所未有的全新共享便利性和高品質的消費者價值它進

一步鞏固了其租用和使用第一個共享消費概念的想法，為

更多新形式的共享經濟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 

 

（3） 滋生開放的包容的共享經濟創業的大環境 

“共享單車”發展在進入人大代表提案後，成為了共

享經濟新業態的頭號代表，推動了鼓勵創新、開放包容的

共享經濟創新創業環境的發展，並且對於基於互聯網等方

式的眾創、眾包、眾扶、眾籌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支撐平

臺快速發展非常有利，對生產的方式和生活方式、治理方

式改革產生了很深的影響。 

3.數據收集及分析 

3.1 問卷的具體描述 

3.1.1 調查方法 

本次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通多網上問卷及實地派發

問卷的形式，瞭解顧客對山西共享單車的使用情況。總共

發出問卷250份，回收問卷共235份，其中有效問卷229

份（18歲以下的問卷只回收到2份，55歲以上的4份，不

足以構成大樣本，問卷無效）。 

 

3.1.2 調查對象 

使用過共享單車的人群（包括城市、農村），採用隨

機抽樣的形式，樣本設計各個年齡段以及各行各業。�

 

3.1.3 問卷信度分析 

採用α信度係數法，目前，Cronbach α信度係數使

最常用的信度分析的方法，其公式為： 

)1(*
1 2

2

t

i

S
S

k
k

 

其中k表示問卷調查中題目的總數，表示問卷中第i題

的方差，表示問卷所有題目的總方差，經計算，得到： 

α信度係數 項數 

0.86 196 

求出的信度係數為0.86，大於0.8，信度係數較高，

符合一致性的要求 

 

3.1.4問卷的效度係數 

效度，即問卷的有效性的度量，調查的結果顯示與要

調查的內容越吻合，其效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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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PSS軟體進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 

KMO 0.913 

近似卡方 122.58 

顯著水準 0 

所 求 的 KMO 大 於 0.9 ， 且 顯 著 性 檢 驗 值 為

0.00<0.01，因此問卷有效。 

  

3.1.5 抽樣設計 

本文選取太原市六大區，迎澤區（60萬人口），小店

區（81萬人口），杏花嶺區（64萬人口），萬柏林區（76

萬人口），尖草坪區（41萬人口），晉源區（22萬人口）。

根據人口比例作出如下問卷調查分配。 

區域分佈 調查的社區 問卷數量 

尖草坪區 恒大名都 30  

杏花嶺區 萬達公館 47  

萬柏林區 西華苑 55  

小店區 許西社區 59  

迎澤區 中正悅灣 44  

晉源區 義井佳園 16  

�

3.2 問卷數據的整理 

3.2.1 被調查人員的基本情況 

①性別 

如下圖所示，229份問卷中，女性為131人，所占比

例為57.20%；男性為98人，所占比例為42.8%。男女比

例基本持平。因此，這份問卷基本符合客觀事實。 

�

圖3.1�性別比例�

 

②年齡 

�

圖3.2�年齡比例�

由上圖可知，18-25歲的被訪者為66人，占總人數的

28.82%；26-35歲的為53人，占總人數的23.14%；36-45

歲的為56，占總人數的24.45%；45-55歲的為54人，占

總人數的23.58%。由經驗可知18-55歲的人體為收、發快

遞的主體，且各個年齡段的人數約占總人數的25%，符合

常理，問卷有效。 

 

③教育程度 

由下圖所示，13人的學歷是大專以下，占總人數的

5.68%；44人的學歷的大專，占總人數的19.21%；150

人的學歷是本科，占總人數的65.5%，另外22人的學歷是

本科以上，占總人數的9.61%。 

�

圖3.3�受教育程度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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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受教育程度正態分佈圖�

由上表可知，學歷的分佈基本服從標準正態分佈，與

我們直接統計出的結果相符。 

 

④月平均收入 

�

圖3.5 月平均收入比例 

被調查者中，有27.07%為學生，沒有經濟收入。其

餘的有31.44%的被訪者的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34.06%

的被訪者月收入在3000到5000元之間。還有5.68%的被

訪者月收入在5000-7000元之間。極少數被訪者的月收入

超過7000元。 

 

3.2.2 使用共享單車的情況 

①被訪者有215人均使用過共享單車，所占比例高達

93.89%。 

圖3.6 共享單車使用情況比例�

②每週使用兩三次及一個月使用兩三次的人數居

多，占到總人數的72.92%。 

�

3.7�共享單車使用頻率條形圖�

③選擇共享單車的原因 

�

圖3.8�選擇共享單車的原因�

人們選擇共享單車的原因有各方面，主要的是因為他

的價格優惠、操作簡單、快捷性以及他綠色出行的方式。

其中綠色出行高達4.9分，說明人們很認可這種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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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收費情況 

�

圖圖3.9�共享單車的價格�

如上表所示，97%的被調查的人們都認為共享單車的

價格合理，物有所值，甚至有61%的人認為物超所值。 

 

⑤適合共享單車騎行的道路 

�

圖3.10�適合騎行共享單車的道路�

僅有34.67%的認為適合共享單車騎行的道路充足。

目前，越來越多的人們選擇騎行共享單車這種方式出現。

但大多數人們認為適合共享單車騎行的道路並沒有那麼

多，甚至很少。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的基礎設施還不完全。 

⑥共享單車對於構建低碳城市交通的作用 

 

圖3.11 共享單車對於構建低碳城市交通的作用�

隨著共享單車的逐漸普遍，越來越多的人們選擇這種

出行方式。有將近三分之二的人們都認為共享單車的出現

對於構建低碳城市交通有著較大的作用，證明人們越來越

認可騎單車出行的這種出行方式。 

 

⑦共享單車對緩解城市交通的壓力的作用 

�

圖3.12�共享單車對於緩解城市交通壓力的作用�

近年來，私家車日漸普遍，在城市裏，基本上家家戶

戶都有私家車，大大加劇了交通壓力，堵車的現象屢屢發

生。隨著共享單車的出現，不少人們選擇了共享單車，有

效的緩解了交通壓力。根據調查顯示，僅有15%的人們認

為共享單車對城市交通壓力的緩解沒有用，有近40%的人

們認為有較大的作用。 

 

⑧為防止對共享單車的惡意損壞可以採取的措施 

�

圖3.13 防止對共享單車惡意損壞的方法�

日前，共享單車存在著很多惡意損壞的現象。不少人

們隨意拆卸車把、車座、車筐、腳蹬等，因此，單車公司

以及社會都應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大多數人們認為使用者

應採用實名制的方式，落實到個人。一半的人們認為政府

應當採取立法的形式，將共享單車作為公共交通方式進行

維護。還有部分人認為共享單車公司應當和公共執法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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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手打擊惡意破壞的行為。當然，共享單車公司還應當大

力提高科技水準，革新技術，盡可能的預防損壞。 

 

⑨政府應做的舉措 

�

圖圖3.14 政府防止對共享單車惡意損壞的方法 

為防止人們對共享單車的惡意損壞，人們認為政府可

以採取以下措施：41.33%的人們認為政府應該制定支持

共享單車發展的相關政策法規，28%的人認為政府應該打

造更多的城市慢行系統，留下更多的地方便於騎自行車的

出行者出行。還有少部分人認為應該加大共享單車的宣傳

力度以及加大資金的投入，以便更好的維護共享單車。 

 

⑩對共享單車的前景預測 

 

圖3.15�共享單車的前景預測�

由上邊所示，有71.3%的人們認為共享單車的發展前

景很好，僅有0.8%的人們認為共享單車沒有好的發展前

景。因此在後文的計算中，忽略不計。�

4.建立模型 

我們推測，共享的對各個年齡段，不同職業，不同收

入的人們有不同的影響。同時受到使用情況、收費標準等

的影響。數據整理後，運用eviews軟體建立回歸模型，進

行進一步分析。 

 

4.1 模型建立 

變數名稱 變數含義 

被解釋變數 y 共享單車的前景預測 

 

 

 

 

 

解釋變數 

x1 性別 

x2 年齡 

x3 受教育程度 

x4 月收入情況 

x5 共享單車使用頻率 

x6 選擇共享單車的原因 

x7 收費標準 

x8 適合共享單車騎行的道路 

 X9 對於構建低碳城市交通的作用 

 x10 對於緩解城市交通壓力的作用 

 x11 防止惡意損壞的措施 

 x12 政府的舉措 

 

共享單車的使用情況表示使用的人數越多，所真的比

例越大，共享的對人們影響的範圍越大。呈正相關的關

係。共享單車的使用頻率越高表明其對人們的影響越深，

成為人們出行的不可分割的一種方式，呈正相關的關係。

人們選擇共享單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共享單車獨有綠色

便捷的出行方式給人帶來的不同的出行體驗，同時給人們

帶來了便利。共享單車的快捷性、綠色性、價格優惠、操

作簡單大大增大了人們選擇的程度。共享單車的安全性和

其呈負相關。人們選擇出行方式和其價格也有很大的關

係，通常價格越低選擇的越多，呈負相關的關係。 

其中被解釋變數y為虛擬變數。假設1代表認為共享單

車的發展前景好，0代表認為共享單車發展前景一般。因

為是二元選擇模型，分佈為 

ZZZ

Z

eee
eZ

1
1

1
11

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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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為被解釋變數y=1所發生的概率為P（ 10 P ）,

發生的概率與不發生的概率比為 P
P

1 ，因此建立對數模

型，如下： 

121211111010998877

665544332211)
1

ln()(

XXXXXX

XXXXXXu
p

ppLogistic

 

4.2 回歸分析�

被解釋變數為虛擬變數，只有“0”、“1”兩個值，

因此建立Logistic回歸模型 

變數 參數估計值 標準誤 z統計量 P值 

C -0.137509 0.776136 -0.177171 0.8606 

X1 0.082152 0.268246 0.306256 0.7594 

X2 -0.032774 0.081563 -0.401817 0.6882 

X3 -0.007674 0.004489 -1.709496 0.0888 

X4 -0.002213 0.017821 -0.124158 0.9013 

X5 0.212893 0.097067 2.197217 0.0461 

X6 0.279075 0.155179 1.864004 0.0605 

X7 -0.289867 0.071357 -4.062162 0.0005 

X8 0.020344 0.005324 3.821175 0.0006 

X9 0.008491 0.002728 3.112276 0.0041 

X10 0.210668 0.137161 2.535915 0.0260 

x11 0.302514 0.078491 3.854135 0.0005 

X12 0.249592 0.135320 1.841648 0.0516 

 

當 05.0 時，查表可得
96.1Z

2
1  

上表中x1、x2、x3、x4、x5、x11沒有通過顯著性

檢驗，將其剔除。這表明，人們的年齡、性別、受教育程

度、經濟收入水準對共享單車的前景發展都沒有顯著性影

響。共享單車對各個群體的人們都有影響。進行再次回歸。 

 

 

變數 參數估計值 標準誤 Z.統計量 P值 

C 0.774180 0.180627 4.286066 0.0000 

X5 0.395640 0.057840 6.840199 0.0000 

X7 -0.031627 0.103164 -2.306569 0.0295 

X8 0.219496 0.136797 2.604534 0.0100 

X9 0.249871 0.124356 2.009325 0.0457 

X10 0.084524 0.033073 2.555625 0.0023 

X11 0.412586 0.183035 2.254135 0.0002 

X12 0.052351 0.093521 -2.452922 0.0410 

0.0002     0.002   0.046       0.01      0.03     0.00  0.00                 

05.041.008.025.022.003.040.077.0)
1

ln( 1211109875 XXXXXXX
p

p

 

由此可知，X5、X7、X8、X9、X10、X11、X12的

Z值得絕對值都大於1.96且p值均小於0.05，說明共享單

車的快捷性、綠色性、安全性、操作簡單性、使用頻率對

其發展有這很大的影響。 

下面求邊際效應，以X1為例，邊際效應為 

)(F
F

121211111010998877

12121111101099887755

XXXXXXu
XXXXXXXu

 

共享單車的使用頻率回歸係數估計值為0.40 ，符號為

正，在其他變數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X7=1，X8=1，

X9=1，X10=2，X11=4，X12=4），共享單車的使用頻

率每提高1個單位,則共享單車的發展前景發展好的概率

提高5.26%，這表明共享單車發展前景與共享單車的使用

頻率成正相關關係。公司應從多方面入手大力提高使用頻

率，使越來越多的人們使用共享單車，提高其影響力。共

享單車的收費標準係數估計值為-0.03 ，符號為負，在其

他變數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X5=2，X8=1，X9=1，

X10=2，X11=4，X12=4），共享單車的收費標準每降低

1個單位,則共享單車的發展前景好的概率增加8.22%，這

表明共享單車發展前景與共享單車的收費標準成負相關

關係。適合共享單車騎行的道路回歸係數估計值為

0.22 ，符號為正，在其他變數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X5=2，X7=1，X9=1，X10=2，X11=4，X12=4），

適合共享單車騎行的道路每提高1個單位,則共享單車的

發展前景好的概率提高11.2%，這表明共享單車發展前景

與適合共享單車的騎行的道路數量成正相關關係。所以政

府應大力發展適合共享單車騎行的道路，增多其數量，增

大其安全性，使越來越多的人們使用共享單車。共享單車

44

SSH, 2020.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10.6896/IETITSSH.202005_7.0006



共用單車健康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 

對構建低碳城市交通的作用的回歸係數估計值為0.25 ，

符號為正，在其他變數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X5=2，

X7=1，X8=2，X10=3，X11=4，X12=4），共享單車對

構建低碳城市交通的作用每提高1個單位,則共享單車的

發展前景好的概率提高4.32%，這表明共享單車發展前景

與共享單車對構建低碳城市交通的作用成正相關關係。所

以每個共享單車公司都應大力宣傳共享單車，方便人們出

行的同時，實現低碳出行，保護環境。共享單車對緩解城

市交通壓力的回歸係數估計值為0.08，符號為正，在其他

變數均保持不變的情況下（X5=2，X7=1，X8=2，X9=2，

X11=4，X12=4），共享單車的快捷性每提高1個單位,

則共享單車的發展前景好的概率提高了9.21%，這表明共

享單車發展前景與共享單車對構建低碳城市交通的作用

成正相關關係。防止惡意損壞共享單車的措施回歸係數估

計值為0.41 ，符號為正，在其他變數均保持不變的情況

下（X5=2，X7=1，X8=1，X9=2，X10=3，X12=4），

防止惡意損壞共享單車的措施每提高1個單位,則共享單

車的發展前景好的概率提高3.86%，這表明共享單車發展

前景與防止惡意損壞共享單車的措施成正相關關係。這表

明，防止惡意損壞共享單車的措施做得越完善，共享單車

的發展前景越好。政府對維護共享單車的舉措回歸係數估

計值為0.05 ，符號為正，在其他變數均保持不變的情況

下（X5=3，X7=1，X8=1，X9=2，X10=3，X11=1），

防止惡意損壞共享單車的措施每提高1個單位,則共享單

車的發展前景好的概率提高8.92%，這表明共享單車發展

前景與政府對維護共享單車的舉措成正相關關係。這表

明，政府對維護共享單車的舉措做得越完善，共享單車的

發展前景越好。因此，共享單車公司應攜手政府及執法部

門，積極完善法律條令，加大監管力度，促進共享單車更

好地發展。 

最終得出 

)05.041.008.025.022.003.040.077.0exp(1
)05.041.008.025.022.003.040.077.0exp(

1211109875

1211109875

XXXXXXX
XXXXXXXF
 

這表明，適合共享單車騎行道路的數量對共享單車發展前

景影響最大，其次是政府對共享單車的維護以及共享單車

給人們帶來低碳出行，減少交通堵塞的作用。 

55.結論及建議 

在這個共享的時代，共享資源，共享網路，共享知

識⋯⋯在2016年底，共享單車在國內火爆起來，於是，

共享經濟又多了一位新成員。 

5.1 結論 

5.1.1 共享單車的利 

（1）操作方便 

相比較於公共自行車而言，共享單車不用辦公交卡，

定位、借車、鎖車、繳費等過程全部可以用手機完成。同

時可以在手機的地圖上查找到周圍的單車分佈的情況。找

到單車之後，只要掃描單車上的二維碼，車鎖就會自動打

開。騎行結束後，只要鎖上車鎖，就會自動還車。此外，

我們還可以在軟體上看到自己的騎行路線和距離。 

（2）綠色出行 

共享單車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人們對汽車的

使用量，因此，減少了汽車尾氣的排放。他不僅僅解決了

人們出行的“最後一公里”困難問題，同時使我們的生活

變得綠色環保。 

據調查顯示，自從共享單車在各大城市上市之後，很

多人都改變了他們的出行方式，當路程較短或是遇到上下

班高峰期擁堵時，人們更願意選擇共享單車，這樣的出行

方式既方便快捷又綠色環保。在減少空氣污染的同時，也

節約了時間，鍛煉了身體，一舉多得。. 

（3）價格優惠 

共享單車的租金低廉，通常的收費標準為1元/小時。

在2017年3月16日，ofo邁出了免押金騎行的第一步。只

要芝麻信用分在650以上，即可免去199元的用車押金，

直接開始騎行。2017年3月29日，摩拜單車和微信合作，

方便人們出行，不再需要押金。 

5.1.2 共享單車的弊 

（1）亂停亂放，影響社會秩序 

不少人們在使用共享單車過後並沒有停放在指定停

放點，而是亂停亂放，甚至有的停在馬路中間，嚴重影響

了社會秩序。對人們的生活、交通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2）人們惡意損壞 

一些人們將共享單車占為己有，上鎖、帶回家等現象

屢屢發生。不少單車被卸了車座、腳蹬等。 

（3）安全性 

共享單車現在最大的隱患就是安全性。只要有手機就

能開鎖，甚至一些人可以試出密碼，大大降低了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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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少未成年隨意騎車造成了意外。因此應極大幅度提

高監管以及其安全性。 

55.2 建議 

加大監管力度。加快完善共享單車制度。享單車要健

康發展，離不開完善的內外部的制度支撐，這就需要各方

要加強監管，如共享單車運營企業要不斷完善管理體系，

建立誠信用車的獎勵機制和不當用車、無序停車的懲罰機

制；政府部門要不斷適應發展趨勢的新形式、新業態，扶

持與規範並重，對於擾亂道路秩序和城市管理秩序的亂停

亂放問題，提供專門的停放區域，對於故意毀壞、竊取單

車的行為則要依法處罰，放大警示效應。此外要加快科技

水準的進步，儘量避免小孩子破解密碼亂騎車造成危險。 

（1）提高安全性。要加快科技水準的進步，儘量避

免小孩子破解密碼亂騎車造成危險。 

（2）加快普及共享文化、提高公民素質。 

（3）加快修車的進程，保證市面上單車的安全性。

同時要做到回收再利用，避免浪費資源。 

5.3 小結 

雖然共享單車是剛剛興起的新事物新產業，但它給我

們的生活中帶來的影響力是不可置否的。共享單車的出現

也是在考驗人們，考研人們的素質，是否會按照規矩去使

用單車，也是在考驗信任，是否能相信上一個騎車的人也

會同樣好好的使用單車。 

我們在享受共享單車給我們帶來的綠色、便捷與優惠

的同時，也要做到努力維持社會秩序，不辜負單車公司對

我們的信任，將共享單車停放在定點位置，並且不做惡意

損壞偷竊的事情。遵紀守法，保證自己及他人的騎車安

全。爭取做到“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共享精神。在長

時間的使用共享服務的同時也會提高國民素質，對於社會

的進步也是很大的一個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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