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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深读
单车成本

便宜的200多元 贵的1000多元
有的车连螺丝都是定制的

共享单车平台相继涨价，是因为运营成本上升，还是因为没有找到可持续
发展的盈利模式？单车代工厂对此有何动作？运营平台普遍亏损的背后，饱
受“烧钱”争议的共享单车，还能“骑”多远？

“近年来，很多共享单车平台陆续退出市场，导致那
些代工厂的日子也都不好过。”一家知名自行车企业原
市场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曾有为共享单车平台代工的
企业，因该平台倒闭、尾款无法收回导致资金链断裂。
而有类似遭遇的共享单车代工厂并不只这一家。
8月29日，记者来到了一个曾经给共享单车做代工

的自行车厂家聚集地。昔日生产、运输热火朝天的景象
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寂静。道路两旁，很多两
层楼高的厂房外墙上刷着“出租”字样的红色油漆。
到了午饭时间，路边不少小饭馆大门紧闭，营业中

的包子铺和拉面馆里也只有零星顾客。一位推着三轮
车卖简餐的阿姨对记者表示，以前，周围自行车厂的工

人11点半就下班了，12点半正好是他们出来吃午饭的
时间。可是现在，12点刚过，她已经准备收摊回家了。
“现在这附近的工厂有的已经闲置下来了。开工的厂子
也没有以前那么忙了，很多人没啥活的话，中午直接回
家，下午也就不来了。”她一边往三轮车上装着东西，一
边对记者说。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一般规模比较大的共享单车

代工厂的起订量是1万辆。“一家共享单车代工厂曾接
了一大笔订单。但不久后，它合作的共享单车平台突然
倒闭。大量共享单车积压在工厂的仓库里。当时那批
车的生产成本价在400元左右。就算仅仅是起订量，这
笔订单的价格也达到了400多万元。平台倒闭后，尾款

也收不回来了，厂商只能以170多元一辆的价格亏本甩
卖。”一位自行车生产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尽管如
此，但时隔多年，那批共享单车至今仍有库存。“常年在
厂里堆着，不仅占地方，而且品相越来越差。遇到这种
情况，不单单是亏钱的事，甚至代工厂可能直接被拖
‘死’。”他对记者说，“共享单车富了一批人，却也坑了一
批人。”
据该负责人介绍，如今当地做共享单车代工的厂家

已经很少了。“经过大浪淘沙，市面上共享单车平台只有
那么几家。这些平台也都有常年合作的代工厂，订单相
对稳定。以往做代工的企业大多转型了，有的做贴牌，有
的做自行车出口，有的转型生产自行车零部件。”他说。

各大共享单车平台在涨价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硬件成本
增加。对于共享单车而言，生产硬件也就是共享单车本身，需要多少成
本呢？“一般情况下，便宜的200多元，贵的有1000多元。”天津自行车生
产企业负责人老张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为何一辆共享单车的价格能相差4倍？老张指着一辆自行车对记者

解释道：“共享单车会有很多种配置。不要小看一辆自行车，它的零部件非
常多，有近30个，包括车架、车座、车轴、轮胎、轮毂、刹车皮、螺母……每个
部分的价格都不同。这差几元，那差几元，最后成本就会相差不少。”
老张向记者举了个例子：“比如车轴就分为很多种，有滚珠的，还有

轴承的。相比之下，轴承的比较耐用，常年骑行的话，磨损也会相对较
小。但是滚珠的车轴，骑得时间一久，轴管就容易磨穿。再比如说轮
胎。我们最便宜的外胎8元一条，可能骑一两个月就磨坏了。耐磨一
点的外胎要16元。还有一种实心胎，不用打气、不怕爆胎，要30元左
右。一个小零件质量的好坏，都会体现在后期的维修成本里。”老张说，
“没有特殊要求、比较基础的车型在我们这边做，价格一般是230元左
右。如果想做100多元的共享单车也能做，不过可能骑不了几天就坏
了。这样一来后期维修成本太高，没有共享单车平台那么干。”
事实上，共享单车并不等同于居民的家用自行车。相比于家用自行

车，共享单车不仅使用频率要高得多，而且被使用的过程中也更容易损
坏。因此，共享单车需要比家用自行车更加结实、耐用。一位共享单车平
台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该平台的单车最高报废年限为3年，如果损坏到
无法维修，也会提前“退休”。“其实，我们的产品常常会在大家看不到的地
方更新迭代，为的就是骑着更轻更舒适，设计也会越来越符合人体要求。”
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共享单车平台在全国各地投放的车型也不

尽相同。上述人士向记者举个例子：“我们在天津投放了大量小轮车。
因为天津的骑行人群很大，其中就包括很多12周岁以上的孩子。小轮
车车身小巧，对于小朋友来说更好驾驭。车座和车把之间的距离也更
适合体型较小的人骑，更舒适、更安全。此外，我们还在其他城市投放
了一些变速车型。这种车更适合山路较多的地区。”
经过多年的摸索，共享单车平台、代工厂逐渐发现，生产成本高的

共享单车使用寿命更长，维修成本更低，总体算下来，反而更划算。共
享单车平台使用的配置逐渐加强，成本也随之走高。尤其是共享单车
还要格外注重防盗。
最初，市面上共享单车成本大多在300元至400元，那时使用的车

身还是铁的，成本低，不过使用久了会有锈迹；车身上的各个零部件也
都是通用的产品。而如今，规模较大的共享单车平台大多改为定制车
型。车架、车链、链盒、刹车甚至铃铛都固定在车身上无法拆卸，单单一
把防盗电子锁就要200多元。“有的共享单车连螺丝都是定制的。”老张
指着车座下的螺丝对记者解释道：“我们正常的螺丝是六角的，一般用
内六角扳手就能拧下来。有的共享单车用的是花心螺丝，中间是五角
的，还有个小口儿，一般都买不到拆卸这种螺丝的工具。”

时间回溯到2016年。在这一年，随着资本热钱不断涌入，共享经
济迅速站上“风口”。也是在这一年，曾致力于解决大学校园的出行问
题的ofo“骑”出高校，成功推广到了社会层面。因为能解决人们出行最
后一公里的痛点，以ofo为代表的共享单车平台一经面世即点燃了资
本市场和各地用户的热情。
可以说，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是共享单车的高光时期。《2017年

中国主要城市骑行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共享单车全球注册用
户总数近4亿，74家企业先后进入市场，单车投放总量达2300万辆，行
业累积融资超230亿元人民币，2017年年度订单115亿单。
在此期间，各大共享单车品牌相继崛起。曾有一张手机截屏热传

于网络。在这张截图上，1号单车、ofo、小鸣单车、小蓝单车、悟空单车、
3Vbike单车、町町单车等24个共享单车的应用图标铺满了整个手机屏
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享单车平台烧钱补贴、恶性竞争、管理困
难、挪用押金、车辆被盗、缺乏盈利模式等种种问题逐渐显现。上述霸
屏的部分共享单车平台陆续退出市场。
2017年6月19日，悟空单车称，由于单车大量被盗，悟空单车从即日

起停运；2天后，3Vbike因同一理由停运；同年7月、11月，町町单车和小蓝
单车相继被曝资金链断裂，公司人去楼空；次年2月，1号单车宣布停运；3
月，小鸣单车宣布破产……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共享单车行业还迎
来了一系列彻底打破市场格局的历史性事件：哈啰单车与“共享单车第一
股”永安行合并、青桔单车上线、摩拜单车“卖身”、ofo资金链断裂。
在ofo暴雷后，其市场份额被美团单车、哈啰单车、青桔单车蚕

食。近年来，共享单车市场格局已较为稳定，基本被该三家平台瓜分。
至此，共享单车行业在经历多年野蛮生长后，逐渐告别了烧钱补贴、恶
性竞争的粗放式发展时期，如今已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招商证券在研报中分析称：“共享单车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且行业

渗透率已高，因此已形成了稳定的竞争格局。展望未来，行业玩家需要
兼具强大的合规能力、先进的技术水平、精细化的运营和可持续的盈利
能力，才能够取得持续稳定的发展。”

共享单车平台宣布涨价后，不少用户表示“‘共享’还不如自己买一
辆”。肖肖曾经也有这个念头，但打听过价格后便作罢。“我一般会从地
铁站骑辆共享单车回家。听到涨价的消息后，我想过买一辆车放在地
铁站门口。虽然共享单车骑行费不高，但长期用下来也不少钱，而且属
于租用。而买辆车是属于自己的。我在网上问了几家店铺发现，自己
买自行车也不便宜，而且还要担心车被偷。”肖肖说。
一位自行车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原材料成本压力加大，下游自

行车企业纷纷提价予以应对。去年底，自行车就已经调过一次价了，涨
了大概5%。今年价格没动，但销量明显不如去年。”记者咨询淘宝多家
自行车店铺，当问及商品价格上调时，有客服表示：“原材料都在涨价，
后面可能还会上涨。如需购买建议尽快下单。”
对此，头豹（上海）研究院消费行业首席分析师李金灿表示，共享单车

涨价可能导致部分消费者购买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的意愿
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商家对个人客户的销量。
但共享经济已成浪潮，共享单车作为便捷的出行方式在解决用户短距离
交通需求上效果良好。并且目前共享单车涨价一部分原因来自上游铁、
铝、铜、锂电池、电机等原材料价格上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厂商也被动向
上调整销售价格。目前来看，共享单车涨价对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销量的
连带效应并不明显。
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表示，此前他们一直骑共享单车，现在更愿意

尝试骑行共享电单车。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2022年中国共享电单
车市场及用户行为监测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共享电单车的数量接
近400万辆，其收入规模为93.6亿元，预计2022年突破100亿元。

原料成本上升助推涨价 盈利模式单一难掩亏损

共享单车还能“骑”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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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价格攀升
以美团单车为例
畅骑卡无折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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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基地 部分平台倒闭、尾款无法收回导致资金链断裂

代工厂：亏本清库存 有的已转型

用户倾向

“共享”不如自己买？
共享电单车成新看点

市场格局

从大浪淘沙到三足鼎立
野蛮生长后步入新阶段

本版撰文/摄影 本报记者 宁广靖 郝一萍 韩启

不久前，美团单车发布公告称，8月10日23时起调

整单车骑行畅骑卡无折扣价格。其中，7天无折扣价从

10元调整为15元，30天无折扣价从25元调整为35元，

90天无折扣价从60元调整为90元。今年年初，哈啰单

车也将7天、30天骑行卡的无折扣价上调至15元、35元。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评论称“骑行价格一直在

攀升，再涨不如自己买辆自行车”“比公交车还贵，我是

骑不动了”“没被‘雪糕刺客’刺中，却栽在了‘最后一公

里’上”……

反应不同 有的直呼贵 有的没影响

记者注意到，尽管共享单车平台调价，但用户在平
台实际购买骑行卡时，仍享有优惠。以美团单车为例，
在天津市可用的7天畅骑卡，虽然无折扣价是15元，但
平台给了8.2元的惊喜红包，实际支付价格为6.8元；原
价35元的30天畅骑卡，使用惊喜红包后，实际价格为
18.8元；原价90元的90天畅骑卡，抵扣掉惊喜红包后，
价格为58元。哈啰单车的优惠情况也差不多。哈啰单
车App显示，30天不限次卡原价35元，优惠后价格为
14.49元；原价90元的90天不限次卡优惠后的价格为
41.31元。
值得注意的是，用户如果在运营区外、禁停区内或

停车点外还车，需缴纳一定的车辆调度费或车辆管理
费。以美团单车为例，运营区外还车每单需缴纳10元
的车辆调度费；禁停区内还车每单需缴纳3元至20元
的车辆管理费；停车点外还车每单需缴纳5元的车辆
管理费。
“我以前经常骑共享单车，现在已经不骑了。”团团

在河东区大桥道附近开了个店，每天早晨从河西区复兴
门的家里出发去看店。有时候她出来得早，会骑单车过
去，大概40多分钟。“共享单车起步价为30分钟1.5元。
如果停错了地方还要交调度费或管理费。现在公交车
一趟基本也就2元，还有空调、不用费力骑、也不用找地
停车。要是共享单车骑得时间长点儿，比公交车还贵
了。而且共享单车的停车点大多在公交车站或地铁站
旁，如果价格没有优势，为什么不坐公交车和地铁呢？”
团团说。
对于共享单车涨价，不少网友像团团一样，发出“最

后一公里也要骑不起了”的感叹。不过也有些用户对此
表示并不敏感。同同是一家贸易公司的兼职翻译。她
每周去单位两次，一般会从家门口骑一辆共享单车到地

铁站，时长不超过15分钟。算上往返，同同一周会骑4
次共享单车。因为骑行频率不高，她没有购买骑行卡，
而是按单次骑行计费。这次涨价并未涉及单次服务价
格，所以对像同同一样使用单次服务的用户来说，没有
太大的影响。
在一位共享单车运维人员看来，涨价后，单车的使

用情况没有明显变化。8月31日早上8点刚过，地铁一
号线双林站门口，一位共享单车运维员把一辆辆共享单
车从货车上卸下，沿着道边的停车线摆放整齐。这是他
当天的第二个卸车点位。半个小时前，他刚在华山里地
铁站门口的共享单车停放点摆放整理了60多辆单车。
“相比于其他两个点位，华山里地铁站骑车的人更多一
些。”他说。
双林、华山里、财经大学这几个地铁站是该运维员

负责区域内的主要点位。这些地方他一天要跑上七、八
趟。他的主要工作是把随意停放的单车规范地摆放在
停车点，把坏了的单车拉到附近的仓库。他告诉记者：
“以前，大多是靠地铁口的20多辆车有骑过重停的痕
迹，现在这个数量没什么变化。”

成本上涨 平台迎盈利“大考”

对于骑行卡价格上调，美团在给记者的回复中称：
“美团单车本次调价为畅骑卡无折扣价调整，实际购买
以最终优惠价为准。本次美团单车畅骑卡无折扣价调
价后，与哈啰单车骑行卡价格一致。”此前，美团单车在
公告中对于涨价的解释为“由于硬件和运维成本的增
加”。业内人士直言，共享单车平台的运维人力投入和
产品折旧成本在普遍增长。
在头豹（上海）研究院消费行业首席分析师李金

灿看来，共享单车平台调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
上游原材料成本上涨导致共享单车的硬件成本增加；
同时，运输、投放、管理等持续性的人力成本也带来一
定的压力；二是共享单车平台现阶段营收无法覆盖全
部成本。
据了解，今年以来，受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上升、

物流不畅、汇率波动较大等因素影响，自行车行业运行
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尤其是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
多点散发，导致企业开工不足、产业链不稳，在短时间内
对行业造成冲击。一位共享单车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其实从前年下半年开始，自行车生产需要的一些原材料
价格就已经上涨了，去年涨到了顶峰。“近两年，包括金
属材料、塑胶在内的自行车上游原材料基本涨了15%左
右。而且，单车丢失、损坏等情况很常见，这些成本也不

小。共享单车每年的运维成本和折旧成本对平台来说
也算是重压。”该人士说。
在此背景下，共享单车平台的业绩并不好看，亏

损似乎成为行业常态。“共享单车平台的营收主要依
赖骑行费用和广告投放，营收方式较为单一。共享单
车市场庞大，但平台盈利较为困难，多处于长期亏损
状态，难以达到收支平衡。”李金灿表示，曾经为了打
开超级流量，共享单车平台需烧钱补贴、斥资做广告
投放和营销，而长期的巨额亏损使平台选择更加理性
的竞争，在生存压力下纷纷探索共享单车更有效的盈
利模式，如今价格的上调似乎成为共享单车后半场发
展的必然举措。
在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字生活分析师陈礼

腾看来，对共享单车行业来说，一味地涨价不是长久之
计，严重的还可能带来用户的流失。因此，如何在市场
价格与用户留存之间寻找平衡点，也成为共享单车平台
需要思考的问题。

缩减产能 部分代工厂无奈退出

在自行车原材料价格“涨声一片”的背景下，共享单
车代工厂有的缩减产能，有的则干脆退出共享单车的代
工领域。
“共享单车大多是定制的，成本比普通自行车更

高。”天津一位曾给共享单车平台做代工的自行车厂负
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厂2016年开始做共享单车代工，做
了两年之后，共享单车的代工业务就都停了。“那一阵
儿，共享单车的订单很多，不少自行车厂或直接或间接
地都能接到共享单车的订单。那时候产品要得急，厂子
自己产能有限，就把一些订单分包给了其他单车组装
厂。也有厂子自己买设备招人，提高产能接单交活。”该
负责人说。
在昔日共享单车代工厂聚集地，一家自行车厂老板

指着旁边的几个厂房对记者说，四、五年前，这个地方很
多自行车厂都做共享单车代工。但在一些共享单车平
台相继退出市场、原材料普涨、疫情反复等多方面因素
叠加下，一些工厂缩减产能，有的甚至退出自行车生产
行业。“现在这些厂房出租的出租，关门的关门。留下不
多的厂子即便做自行车，也不代工共享单车了。”他说。
在李金灿看来，对共享单车代工厂来说，原材料价

格上涨导致制车成本增加。代工厂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近年受各地疫情反复影响，员工到岗率低、人力成本上
升、产能不足等情况频频发生，为减少亏损、实现盈利，
有的工厂会选择提高售价来应对成本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