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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ring bicycle industry as an emerging business model has not only enriched the form of sharing
economy, expanded business models, but also changes the travel pattern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shared cycling industry can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and predict the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haring bicycle industry. This article takes the Mobike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business model of sharing bicycles and the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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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享单车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其出现不仅丰富了共享经济的形式，拓展了商业模式，而且颠覆了
人们的出行方式。对共享单车行业的商业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预测共享单车行
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本文以摩拜单车为例阐述了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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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共享经济”又被称为“分享经济”“协同消费”。《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6》中对分享经济
的定义是：“利用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
和”。
共享经济主要由三个主体构成：闲置资源、网络平台以及需求匹配，其实质是通过“去中介化化 +
再中介化”，淘汰分散的线下中介，然后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和信用担保，实现闲置资源和分
散需求的对接。其中，闲置资源供给方在不转让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出让使用权，通过提高闲置资源利
用率来获得收益。而共享平台则提供了供需双方直接匹配和对话的途径，它通过互联网对零散的供给和
需求信息进行整合，并对双方进行最优匹配。共享平台是共享经济得以实现的关键一步，它不仅为交易
双方提供信用担保，还通过提供实时的供求信息，使供需双方信息更加透明，减少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
障碍和交易成本，提高供需匹配效率[1] [2]。

2. 共享经济的商业模式
伴随着移动客户端的发展、网络的普及、LBS 等一系列技术的发展以及第三方支付的兴起，共享经
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开始悄然兴起。
目前共享经济大致上可分为两种模式：个人到个人，比如 Ebay、
滴滴打车；企业到个人，比如创客空间。无论是个人到个人的对接还是企业到个人的对接，共享经济的
核心都是通过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以及对使用权的分享来创造收益、满足需求。其出现颠覆了传统的
以生产和供给为重点的产业模式，具有一系列新的特点并创造了新的盈利模式。

2.1. 共享经济的特点
1) 利用闲置资源或服务获得收益
闲置资源是指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使用频率但是利用率不高的资源。共享经济通过提高闲置资源的
利用率来满足市场需求。传统经济形式下，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产来获得盈利，而共享经济中的
企业只需整合闲置资源和需求，不需要大量资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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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的这一特点不仅节约了资源，符合目前可持续发展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需求，而且
降低了商品或服务的价格。
2) 去中介化，供给信息更加透明
传统中介方式下，供求双方信息很不透明且匹配效率低，很难达到最优匹配。而共享经济下的共享
平台则可以利用云计算、搜索技术、网络平台、定位系统等技术手段使供求信息更加透明，且可以以更
高的效率实现最优匹配。共享平台还通过减少中间商、渠道商等交易环节，进一步强化了共享经济的价
格优势[3]。
3) 双向约束机制
这种约束机制主要以两种途径实现：一是以透明的双向评价机制。比如 Airbnb，住户和房东可以互
相进行评价。二是引入信用体系。比如小猪短租首次纳入公民身份信息库并与芝麻信用合作，使房东和
住户通过信用体系为自身行为提供担保。
4) 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是指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人数的数量。用户人数越多，
该网络中每个用户得到的效用就越高。共享经济下的共享平台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加入共享平台的
供给方越多，需求方的多样化需求得到满足的概率就越大。加入共享平台的需求方越多，供给方的资产
的使用率及盈利率也越高，由此吸引更多供给方的加入。因此共享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供需双方
的用户数量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4] [5]。

2.2. 共享经济的盈利模式
1) 交易抽成
交易抽成是最常见的共享平台盈利模式，比如滴滴打车在每笔交易成功后对司机抽成 20%，Airbnb
的抽成方式则是对交易双方都收取费用，其中对住户收取 6%~12%的手续费，对房东收取 3%的费用。
2) 通过用户端和流量盈利
共享经济中的企业运营一般都依赖于用户端的建立，用户端的形式有手机 app 和网站。大量的用户
为这些用户端带来了流量和入口。企业可以利用这些流量设置广告获取盈利。
3) 利用用户数据获利
共享平台可以整合大量的用户的使用信息以及注册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群体
的消费偏好和水平、生活方式等数据。利用这些数据，企业可以进行精准营销或者为其他企业或单位提
供数据获得盈利[4]。

3. 共享单车行业的发展状况
3.1. 共享单车行业背景介绍
1) 市场规模
从图 1 可以看出，共享单车行业的用户数量自从 2015 年起便一直迅速增长，并有望在 19 年超过 1
亿人。未来共享单车行业存在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其市场规模也相当可观。
2) 共享单车用户年龄分布
根据比达咨询公布的截止 2017 年 1 月的数据，三大主要共享单车企业的年龄分布见图 2。
共享单车行业的用户年龄结构比较年轻，35 岁以下的用户大约占了总用户数量的 70%，这也和我国
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年龄分布大致一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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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市场用户规模及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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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User scale and growth rate of sharing bicycle market
图 1. 共享单车市场用户规模及增长速度 1

共享单车品牌用户年龄分布
40.00%
35.00%
30.00%

37.80%
37.30%
33.50%
32.30%
30.50%
30.10%

25.00%

19.30%
18.20%

20.00%

21.80%

15.00%

9.90%
7.80%
6.70%

10.00%
5.00%

7.70%
4.70%
2.80%

0.00%
25岁以下

25-35岁

35-45岁

ofo

摩拜

45-55岁

55岁以上

永安行

Figure 2. User age distribution of sharing bicycle brands
图 2. 共享单车品牌用户年龄分布 2

3.2. 共享单车行业的竞争格局
从行业特点分析，共享单车每年有将近 200 亿元的市场，足够容纳多家企业；而共享单车行业目前
又是很重的商业模式，对资金规模及资源整合能力、运营效率要求很高，很难由一家企业垄断。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截止 2017 年 3 月，ofo 单车的市场占有率为 51.9%，摩拜单车为 40.7%，其他
单车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总和仅为 7.4%3。不同共享单车企业市场占有率差距悬殊，后进入者很难再去争夺
市场份额；单车投放数量方面，ofo 与摩拜因为进入市场较早，资金充足，单车投放数量远超其他单车企
业。其中，ofo 的单车投放数量大约为 80 万，摩拜单车为 50 万，且这一数字已经基本可以满足大城市的
单车需求量。摩拜和 ofo 两家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优势明显。
1

数据来自中国产业信息网相关报告：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702/496096.html。
数据来自比达咨询《2016 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http://www.bigdata-research.cn/content/201702/383.html。
3
数据来源：搜狐网《共享单车的楚汉之争》：http://www.sohu.com/a/151508052_65180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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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共享单车行业商业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4.1. 用户体验有待提高
1) 不能及时找到车辆所在地
共享单车在城市的投放数量其实已经相当可观，但是由于单车投放布局不尽合理，单车数量和需求
密度不能实现基于数据的动态精准匹配，用车高峰时段用户找不到单车骑的情况时有发生。
2) 单车设计不够完善
单车设计很难同时兼顾轻便型和坚固性，导致单车要么损坏率高要么车身过重。单车设计未能充分
考虑用户多样化特点，不能很好的适应不同性别、身型的用户的需求。

4.2. 运营成本过高
共享单车行业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性质，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共享单车企业难免要面临高额的运营
成本。
1) 损坏率及维修成本高
单车本身在使用过程及存放过程中就易产生自然损坏，且由于没有相关的立法法规和监管措施，人
为破坏、拆卸、私占单车的现象屡有发生。
ofo 公布的目前的损耗率为 5%，而公司最高能承受的损耗率为 6%。而根据某些互联网统计机构的
统计结果显示，ofo 的损耗率实际可能达到 20%，某些城市甚至达到 30%。
2) 线下运营费用高
单车的分布需要根据人员和需求密度进行动态调整，而这一过程不能仅靠单车的自然流动来实现。
因此 ofo 在运营之初便通过人为的方式对单车的布局进行调整，定期补充需求密集地方的单车；对需求
分散地区的单车进行整合和调整。摩拜在开始的理念是通过免维修和足够的覆盖量，形成单车需求的“自
循环”体系，但由于很多人往往只有单程选择共享单车的出行方式且单车的需求密度不会随时间变化动
态波动，因此很难完全依靠“自循环”实现合理分布。因此单车的线下搬运也需要一定的人员和费用。

4.3. 用户粘性低
共享单车企业在运营模式、车型、定价等方面的相似性造成了企业同质化严重，用户的粘性低。
1) 模式同质化
目前市场上几家主要的共享单车企业，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企业采用了是自己设计单车并拥有工
厂，独立生产自行车的模式；另一类企业是采用低价车+采购的模式。两种模式本质上差别不大，均为较
重的运营模式。
2) 单车同质化
各个单车厂商提供的单车车型越来越相近。比如摩拜推出了骑行过程中更轻便造价也更低 Lite 版单
车向 ofo 看齐，ofo 也开始对自行车进行加固并开始开发自己的动态密码锁。另外，担保方式和价格也逐
渐趋同，各品牌都采用了缴纳押金的信用担保方式且单车定价基本都在 0.5~1 元/小时。

5. 共享单车企业商业模式分析——以摩拜单车为例
5.1. 盈利模式
尽管还未真正实现盈利，不过摩拜单车已经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探索其盈利模式：
1) 单车租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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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摩拜单车的单车租赁价格基本在 0.5~1 元/小时之间，
摩拜单车 APP 的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为 939.1
万分钟，这样摩拜单车每天仅单车租赁的收入大概为 15~30 万。
2) 押金使用
摩拜单车的押金在共享单车时长中几乎是最高的，为 299 元。摩拜单车目前有大概投入了 30 万辆单
车，每辆单车大概锁定 8 个顾客，按这个金额计算，摩拜单车大概能吸纳 7 亿左右的资金。如何在保证
用户在申请退款时能及时拿回保证金的情况下合理利用这笔资金，将成为摩拜未来盈利模式的关键点。
3) 利用大数据提供增值服务
摩拜单车内置的 GPS 设备使它可以获取用户骑行的路线、频率和时间等数据并分析用户出行习惯以
及消费习惯，以此向政府提供城市交通规划等方面的参考数据或为相关商家提供信息，也是一个可能的
盈利方式。
4) 利用用户端投放广告获得收入
一种方式是直接在用户端放置广告入口；还用一种更有效的广告方式是双方进行合作推出联合活动，
比如满足一定的骑行时长或者骑行距离可以获得合作方提供的相应优惠。

5.2. 重资产的运营模式
摩拜单车在设计之初便考虑了单车的后期维护、智能程度等诸多问题，对单车要求较高。而改造闲
置车辆费用较高且无法达到摩拜智能单车、免维修的理念，因此摩拜所有的单车都由公司自主设计，建
厂生产并投入市场，运营模式较重。

5.3. 差异化竞争战略——智能单车
摩拜单车从设计时便考虑了计费、定位、后期维护等诸多因素，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科技的智能单车。
截止 2017 年 2 月，摩拜单车已经拥有了 49 项专利，涵盖自行车车身、智能车锁、车身零件、电机系统
等多个方面。其中的摩拜的智能锁是是摩拜和其他单车有所区别的重要部件。
摩拜的智能锁除锁车以外还具有定位、计时、发电、无线传输等多种功能。首先，它淘汰了密码锁
的方式，而是通过 CPU 控制开锁。整个过程用户不需要手动开锁，只需要通过 APP 扫码，锁会在 7~10
秒内自动弹开，方便快捷且更加安全。车锁内置多个智能模块，在骑行过程中，时钟模块计时，定位模
块记录位置。关锁结账时，APP 上会显示骑行时长、路程以及费用，并自动从账户余额中扣除骑行费用。
不仅如此，摩拜单车还通过智能锁实现了单车的预约和防盗功能。
打造智能单车这一战略，一方面提高了用户体验以及用户留存率，另一方面降低了后期单车维护的
成本，同时也给摩拜带来了短时间内难以被对方模仿的竞争优势。

6. 完善共享单车商业模式的对策
6.1. 优化技术和车型设计，提升用户体验
1) 修复技术漏洞
首先，企业需要增强其 APP 的稳定性。由于人流的“潮汐效应”，对共享单车 APP 的使用也往往存
在着阶段性的高峰，由此也对这些共享单车企业的服务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单车使用上的一些漏洞也需要加以修复和完善。比如部分单车采用的机械锁，其密码非常容
易破解，造成了大量单车流失及企业损失。一些智能锁则容易出现反应不灵敏，结束计费不及时的情况。
企业应针对这些漏洞进行技术改进和优化。
2) 优化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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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企业可以充分利用 APP，开展线上的问卷调查和意见采集，了解用户对单车车型存在的建
议以及个性化需求，并积极研发，改进车型和生产工艺，使共享单车更加人性化，骑行体验更佳[6]。

6.2. 引入并建立信用体系，加强监管
单车的损坏率是制约共享单车企业盈利的关键问题，单车的乱停乱放问题也引起了一些政府的重视
并有可能制约着共享单车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采取措施，规范共享单车使用中
的乱象。企业可以通过和第三方合作引入信用体系或者建立自己内部的信用体系来引导用户行为。比如
目前的 ofo 和永安行都是和芝麻信用合作，摩拜则建立了自己的信用体系，每个摩拜用户的信用初始分
值是 100 分，对有违规停车、忘记关锁等行为进行扣分，而正常骑行一次、保修或举报违规查实可以获
得相应加分。如果信用分过低，相应的骑车费用就会上涨。同时，企业应致力于将信用体系连通起来，
将单车系统中的信用分数和其他信用系统结合起来，形成个人的信用体系，提高信用体系的约束力和权
威性。

6.3. 坚持差异化战略，进行品牌建设
目前的共享单车企业，单车差异度小，用户粘性低，企业应该从差异化和品牌建设两方面培养用户
粘性。
1) 坚持差异化战略
企业应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并继续放大。以目前市场上的单车企业为例：摩拜单车致力于打造智能
单车，就应该把单车和大数据以及物联网进一步结合起来，提升单车智能化程度及用户体验。ofo 则应坚
持低成本和高覆盖率的战略，在价格上提供更多优惠并保证单车覆盖率。
2) 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是品牌建设的关键，良好的品牌形象有助于帮助企业提升用户好感度和用户留存率。单车
企业可以通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参与或者发起一系列公益活动来帮助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

6.4. 利用大数据合理规划单车投放布局和数量
只有在数量和地区分布两方面进行合理规划和动态调整，才能在成本最低的情况下保证单车的覆盖
率和利用率，实现单车和用户需求的实时动态匹配。
1) 合理规划单车投放数量
对于单车投放的数量不能一味求多，企业应充分考虑某一地区的市场容量以及用户需求频率，并在
此基础上计算出单车投放数量。
2) 合理规划单车分布
除了控制单车投放数量外，对共享单车的地区分布也应有合理的规划和控制。企业可以利用定位芯
片记录的单车使用路线以及不同时段的使用频率，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单车大致的地区需求密度以及不
同时段的需求波动，并据此合理安排单车的地区分布[7]。在投入单车后，企业还应对单车的分布进行动
态的管理。通过人为干预将某些地区的过剩单车转移到需求密集的地区[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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