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街坊陈先生

“这些共享设备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便捷， 但希望大家都能爱惜这

些共享设备， 能够让这种好的服务

持续下去， 而工作人员也能维护好

这些设备 ， 避免出现严重损坏 。 ”

———街坊蔡先生

“希望消费方式可以更加灵活，

充值金额也可以自定义， 给顾客有

更多的选择。 ”

———档主陈小姐

“集中这么多电池一起充电，会

更安全吗？ 建议，充电柜在选址时应

充分征集民意，与居民楼、商铺密集

处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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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集中定点“共享”充电

海珠区珠江纺织城设置140多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柜，将在全区推广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卫静雯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徐敏

用微信扫充电箱的二维码，选择箱位以及充

电时间，将要充电的电动车电池放入箱内，插上电

源，关门充电……昨日，海珠区珠江国际纺织城一

名商户就在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柜完成电动车电

池充电的操作，整个过程十分便捷顺畅。 据介绍，

这样的充电柜（箱、桩）在珠江国际纺织城有 140

多个。

专家提醒，拼装、非法加装和改装以及其他不

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是禁止使用的。

试点

充电柜投用以来已使用几万次

11 月 6 日中午， 记者在海珠区

珠江国际纺织城

（逸景西路公交总

站）

附近看到 6 个白绿相间的电动

自行车智能充电柜， 外形与丰巢快

递箱十分相似， 柜体表面贴的使用

指引上有详细的使用方法。 每个充

电柜上面有大小均一的 20 个充电

箱。记者在现场数了一下，10 分钟就

有超过 10 名市民前来充电或取电

池， 大部分市民在充电柜前停留操

作的时间不超过 30 秒，就能完成离

开。

“根据自己的位置，选择附近的

充电柜

（箱、桩）

进行充电，还可以选

择充电的时长， 可以充分利用闲暇

时间充电， 也不用担心耗费过多的

金钱和时间。 ”说完，商户李先生拿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充电柜

（箱 、

桩 ）

的二维码，选择可用的箱位，并

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充电时长，在

手机完成操作后， 他选定的充电箱

就会打开门， 此时李先生就可以把

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放入箱内， 并插

上电插头，通电后关上箱门。 根据选

择的充电时长， 李先生前来取电池

时， 可在微信进入小程序点击正在

充电订单，点击结束充电，箱门推开

取出电池，关闭箱门，点击关闭，操

作完成。

李先生坦言， 以前没有这些充

电柜，电动自行车只能开回家充电，

或者在档口充电， 甚至可能在仓库

充电等， 都知道这样的充电方式会

有安全隐患， 但一直没找到更好的

解决办法。 现在推出的充电柜提供

了更安全的充电方式， 既便民价格

也算合理。

中大国际创新谷管理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李律表示，据不完全统计，

中大布匹市场有超过 2.3 万个档口，

电动自行车数量超过 5 万台。今年 4

月， 海珠区相关部门和属地凤阳街

道一起探索研究共享电动自行车智

能充电柜的可行性， 用了 3~4 个月

的时间进行安全性测试、 系统调整

等工作。 8 月，选择珠江国际纺织城

作为试点， 在周边设置了 4~5 台共

享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柜。“经过宣

传后， 档主对这些充电柜的接受程

度很高， 现在珠江国际纺织城周边

已有 140 多个充电箱

（柜、桩）

，目前

仍在不断增设。 ”李律表示，电动自

行车智能充电柜自投入使用至今，

已被使用超过几万次。

费用

电动自行车电池每次充电 3~5元

负责充电箱

（柜 、桩 ）

运营的广

州昭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李晓斌告诉记者，目前，这批充电箱

（柜、桩）

按照充电半小时收费 0.6 元

的标准计算。 据悉，系统会根据用户

设定的充电时间， 时间结束自动停

止充电， 而每个充电箱的占位费则

按照每小时 0.36 元，每天封顶 20 元

计算。“一般充满一个电动自行车电

池充需要 3~4 小时， 费用也就 3~5

元。 ”

11 月 8 日中午，记者打开“昭景

创新科技”小程序，通过定位可以看

见附近哪里有共享电动自行车智能

充电柜， 页面上还会显示该位置目

前有多少充电箱正在被使用， 还有

多少个充电箱闲置。 使用者除了可

选择箱号外，还要选充电时长，如充

满自停、1 小时、2 小时、3 小时、4 小

时。 首次使用的市民，需先进行微信

授权并绑定手机号码。

“目前系统设置为充值消费，通

过微信充值， 目前设定最低充值金

额是 100 元。 另外，也可通过热线进

行人工充值，最低充值金额为 50 元

起。 ”李晓斌表示，为了培养大家的

使用习惯， 这些充值金额是从原本

的 10 元提升至目前的金额。

此外， 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柜

除了可以通过微信手机进行操作

外， 还可以办理类似门禁卡的小圆

卡，可以 3 个人同时使用，共用一个

账号上的金额。“不用担心卡丢失余

额被盗用， 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查看

每个卡的使用状态， 可以通过工作

人员报失停止使用。 ”

电池充满电后

会自动停止充电

电动自行车充电时的安全问

题，是大家最关心的。 这些充电箱

的安全性如何？ 李律表示，在前期

三四个月的调研时期，已经进行了

多次的测试， 甚至进行了爆炸试

验，通过测试后才开始投入使用。

李晓斌告诉记者，每一格充电

箱只有一个插头，并且安装了检测

系统， 单次只允许给一个电池充

电。 当充满电后，会自动停止充电，

转为维持电池电量模式。

推广

海珠区18条街道

规划600个充电柜

在推广电动自行车集中定点

充电工作中，海珠区以凤阳街道作

为示范先行试点，以点带面，注重

对社区居民安全用电的宣传引导。

据悉，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在全区各

街道规划设立电动自行车集中定

点充电区，让节能环保、安全便捷、

经济实惠的充电柜进入社区，鼓励

居民将自行车电池放置于充电区

集中充电， 重点解决专业市场、工

业园区、出租屋、老旧小区等电动

自行车密集地的充电安全隐患问

题。 避免充电安全隐患。

目前， 海珠区 18 条街道先后

有 50 多家商户企业同意进驻，已

初步规划了 600 多个充电箱（

柜 、

桩

），有力消除电动自行车“进楼入

户”充电所带来的消防安全隐患。

街坊心声

知多D

哪些电动自行车

可以上路行驶？

广东杰海律师所律师甘静仪表示，

根据《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规

定》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市行政区域

内禁止下列车辆、滑行工具上道路行驶：

拼装、 非法加装和改装以及其他不符合

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电动自

行车和摩托车。因此，并非所有的电动自

行车都不能使用，如果属于拼装、非法加

装和改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

动自行车则是禁止使用的。

根据 2019 年 4 月 15 日正式实施的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即 “新国

标”）

，电动自行车必须要满足：（1）有脚

踏骑行功能；（2）车速不能超过 25 公里/

小时；（3） 重量不能超过 55 公斤；（4）电

压不能超过 48V， 电机功率不能超过

400W。另外，根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

在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禁止电动自行车上

道路行驶的区域内， 禁止电动自行车上

道路行驶。

安全

荨

市民在使

用充电柜。

茛

每个充电

柜均标明详细使

用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