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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遇上 G-Biker
最美的低碳邂逅

低碳环保的生活、清洁清新的空气，在被能源点亮的城市似乎成

了一种奢侈品。为了让更多的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享受更健康的生

活，杭州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方针，围绕打造

“生活品质之城”的目标，于 2008 年 5 月 1日正式推出了杭州公共

自行车系统，将自行车纳入城市公交的重要交通工具。通过让自行车

担起城市交通微循环的职责，全面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机动性和可达

性，吸引小汽车出行者改变出行方式，节约道路资源、减少环境污染、

缓解“出行难”问题。

经过几年的努力，杭州公共自行车的盛名享誉海外，超过法国巴

黎成为“全球最好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第一名！

如今，杭州公共自行车更是要推出“升级版”了。自行车的把手

上会装上一个叫 G-Biker 的智能显示仪，它能显示骑行里程、速度以

及骑行中节约的碳排放量等数据。同期也将会推出 APP 版，让骑行者

通过手机便能看到自己节省的碳排放量。G-Biker 将低碳减排变得有

形化，让更多的人在直观感受的同时，主动践行低碳生活。更为重要

的是，减少的碳排放量将来都可以用于碳交易，可谓创意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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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G-Biker？

G-Biker 即 Green biker（绿色骑行者）的缩写，由中国杭州低

碳科技馆和杭州公共自行车合作推出。G-Biker 通过摩尔传感器测量

自行车的骑行速度和距离，并比较相同距离下机动车排出的二氧化碳

量，最后通过数据线将得出数据显示在智能显示仪上。

G-Biker 通过直观的数据显示，让骑行者深刻了解通过骑行可以

大大降低碳排放，从而减少使用机动车的频率，达到低碳减排、保护

环境的作用。

除了智能显示仪，G-Biker 也同时推出了 APP 版，通过 APP 能够

记录每个人一个月、一年、甚至一辈子的骑行数据。

（图一：G-Biker 智能显示仪） （图二：G-Biker 手机 APP 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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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6 月 14 日全国低碳日，

G-Biker 被请到了北京首都博物

馆，在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和北京市

发改委主办的“绿色发展低碳创新”

全国展览会上展出。G-Biker 一亮

相，便吸引了不少国内外观众，并

受到一致好评。

（图三：G-Biker 在北京展出）

公共自行车的发展和国际案例

公共自行车，是“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系统”的简称。该系统通

常以城市为单位进行部署、建设，由数据中心、驻车站点、驻车电子

防盗锁、自行车（含随车锁具、车辆电子标签）及相应的通讯、监控

设备组成。

公共自行车的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1965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

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将一些涂成白色、没有上锁的自行车放在公共区

域，期望供人们长期免费使用，这被称为“白色自行车计划”。这次

失败的计划尝试被普遍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公共自行车——第一代

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起源。30 年后，第二代公共自行车系统在丹麦哥

本哈根出现。这类系统的特点是有特定的存取地点，以匿名的方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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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硬币作为取车和还车的凭证，但是特别的设计也没有带来良好的社

会效益。上世纪 90年代末，欧洲的公共自行车租赁行业开始采用迅

速发展的计算机、无线通信和互联网技术，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和运营，

被称为第三代公共自行车系统。

根据地球政策研究所 2013 年 4月 25 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世

界至少有 49 个国家的 535 个城市建立了公共自行车系统，连极度富

裕的迪拜在 2013 年 2月也建起了公共自行车系统。

法国有 37 个城市建立了公共自行车系统，公共自行车数量为

45650 辆。2007 年，巴黎投放了 10000 辆公共自行车，设置了 750 个

站点，这一组数字很快翻番。巴黎的公共自行车吸引了 22.4 万名会

员，骑自行车的人数增加了 41%，每年使用公共自行车总次数达 1.3

亿次。在巴黎骑自行车的人中，三个人里就有一人骑的是公共自行车。

英国伦敦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共有 8000 辆自行车。根据伦敦前市

长鲍里斯·约翰逊提出的“自行车革命”计划，伦敦继续开辟新的自

行车专用车道，并着手建设“自行车高速车道”，力图在 10年内让自

行车的使用量翻一番。

西班牙公共自行车的发展在世界名列前茅。2008 年，西班牙巴

塞罗那建起了由 6000 辆自行车组成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并继续向城

市边缘地区发展。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2007 年推出公共自行车系统后，

仅用 6 年的时间，公共自行车就占到了交通通勤量的 6%。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上班族可以在绿色的自行车专用车道上自

由、安全、畅顺地骑自行车上下班。2013 年，哥本哈根市政府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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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系统，其目标是把以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人由目前的

36%提高到 50%。

美国是公共自行车的“后起之秀”，这个号称“汽车轮子上的国

家”正逐步摆脱对汽车的依赖。到 2013 年 4 月，美国有 26个城市拥

有高度活跃的公共自行车系统，这一规模在一两年内将扩大一倍。

杭州公共交自行车

杭州市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系统借鉴第三代公共自行车系统的

模式，于 2008 年 5月 1 日试运营，同年 9月 16 日正式运营。

作为国内首个开通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的城市，杭州所拥有的自

行车数量最多，利用率最高。其规模已从试运之初的 61个服务点、

2800 辆公共自行车，发展到现在的 3582 个服务点，84100 辆公共自

行车，其免费使用率超过 96%。日均租用量超过 25 万人次，这表示

在一天时间内，就可以为杭州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1287 吨，相当

于 1300 公顷阔叶林一整天的二氧化碳吸收量。累计租用量 6.65 亿人

次，即减少碳排放量 342 万吨，相当于 346 万公顷阔叶林一整天的二

氧化碳吸收量。

由于其便捷、经济、安全、共享的特征，以及“自助操作、智能

管理、通租通还、押金保证、超时收费、实时结算”的运作方式，公

共自行车已经成为杭州中外游客和市民出行必不可少的城市交通工

具，也在国内外获得了不少奖项。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通过了国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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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部市政公用科技示范项目验收并荣获国家华夏二等奖，被英国广播

公司（BBC）旅游频道评为“全球 8 个提供最棒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的

城市之一”。2014 年 11 月，杭州公共自行车系统项目代表杭州市获

得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和网络人气城市奖“双奖”殊荣；2015 年杭

州公共自行车系统再创辉煌，先后荣获了“国家金卡工程金蚂蚁奖-

优秀应用成果奖”、第二届德黑兰“金砖块”国际城市管理奖和“中

国好设计”银奖等。

最美的低碳邂逅

近年来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 机动车排放二氧化碳量

日趋严重，对气候危害极大。根据杭州市政府在 2014 年 3月 25 日的

限牌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4 年 2 月底，杭州市和主城

区机动车保有量分别达到 259.8 万辆和 115.7 万辆，年净增量分别达

到 27.6 万辆和 16.5 万辆，年增长率继续多年的常态，以两位数增长，

机动车保有量位居全国 36 个大城市第 7 位。当城市环境问题越来越

严重，并制约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环保低碳的概念便显得尤为重

要，因为这不仅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更是解决实际困难的重

要方式，低碳排、低耗能的公共自行车由此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被迅速

普及开来。据科学研究表明，步行和骑自行车是碳排放量最低的出行

方式，公交车、地铁其次，私家汽车则为最高，越多的人选择公共自

行车出行，就意味着越低的碳排放量和越少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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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公共自行车上装上了 G-Biker，更是如虎添翼。

G-Biker 让骑行者更直观地了解骑行能减少的碳排放量，既给骑

行带来别样乐趣，又能鼓励骑行车少开车多骑车，有助于强身健体和

低碳减排。

在引领低碳生活的同时，G-Biker 也帮助城市减少大气和噪音污

染。公共自行车几乎不存在大气和噪音污染，越多的居民和旅游者采

取这种绿色出行方式，就越能提高城市的绿色竞争力。

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馆长吉京杭表示，不久的将来，大家可以不

再晒微信运动，而是晒自己为杭州节能减排做出的贡献；而且每辆自

行车的节能减排量也可以累积，说不定到时候还可以评出杭州“最勤

奋”公共自行车。

公共自行车遇上 G-Biker 是次美丽的低碳邂逅，将会给大家带来

更好的低碳未来！

胡周颖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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