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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治理
创新与数字化治理实践

王冠宇　叶飞燕　张　怡

（浙大城市学院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　我国电动自行车的治理经历了从“禁”到“管”的阶段。2019年国家标准 GB 17761-2018《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的发布，推动了地方关于电动自行车管理的立法立规。各地积极探索电动自行车管理法治之路，并

借助新兴技术探究新时期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新路径。H市凭借其数字治理的先发优势，在“健康码”内在逻辑的

指引下首创“交安码”，从随机管理走向精准动态管理，从政府管理到个人自律，从行业自治推向社会共治，探

索出了一条数字化赋能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新方向。但创新发展仍需法治保障，数字化场景不能止于建

设而应强调其应用性，地方治理的创新更需要制度的支撑，算法公开应纳入信息公开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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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禁”到“管”的制度变迁进程

自电动自行车出现以来，国家对于该行业经历了

由“禁”到“管”的过程，不同制度的确立也体现了

国家治理体系、治理理念的更迭。

1.1 以禁代管产生了适得其反的监管效果

我国部分地区曾明令禁止电动自行车出行。如

2006年广州发布《关于对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

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不予登记、不准上道路行驶的通告》，

限制电动自行车成为广州多年的城市标签。

这种禁止性规定一经作出，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和

激烈讨论。虽然难以找寻到与上位法相悖的依据，不

能说其不合法，但缺乏一定的“合理性”[1]。

作为服务型政府，面对该类问题应当从源头出发，

积极探索治理路径，而不是以禁代管以一劳永逸。

1.2 新国标促使各地管理制度渐成体系

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以下简称“新国标”）于 2019年 4月 15

日正式实施。新国标的落实对电动自行车生产的标准

从国家层面予以强制性规范，也将各地打造兼具共性

和个性的管理制度提上日程。

1.3 法律实施带来治理新困境

尽管各地区在从“禁”到“管”的思想转变下，

设立了一系列法规范。然而，囿于人力的限制，执法

存在效率不高，覆盖面不广，违法行为查处难以达到

立法目的等问题。同时，针对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的道

交安全宣传教育平台少，普及度低，难以从根本上端

正守法意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科技赋能为解决电

动自行车乱象提供了新思路。

2 科技赋能下的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安全治

理创新

2.1 电动自行车管理手段从信息化走向数字化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以及科技

的创新进步与发展，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综合运用到城市和社会治

理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趋势。其表现在登记手段、监

管设备、执法手段等方面的创新。多地提出并实现了

登记备案信息化，实现“一人一车”的基础数据库 [2]。

监管设备将无源超高频 RFID 芯片嵌入号牌内 [3]。在执

法中，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罚模式的发展，

从最原始的人工现场执法到非现场执法模式的尝试和

探索 [4]，再到全自动化行政处罚 [5]构想的变迁，随着

监控摄像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违法行为

被更为清晰地看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被更为快速地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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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的行政惩罚力度、惩罚种类和违章发现率正在

不断提高。但强制性规定及规范性管理的设置不可能

面面俱到，规则的列举难以穷尽，就目前而言，监控

设备也存在死角。让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到道路交通安

全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H市“交安码”的

推出开启了一个从“他管”到“共治”的探索新思路。

2.2 H市“交安码”开启道交安全“共治”新

生态

H市首创的“交安码”是旨在方便广大交通参与

者日常出行、提升交通安全意识而采取的一项数字化

管理服务措施 [6]。“交安码”与“健康码”的内在逻辑

一脉相承，以“码上治理”为理念，以“绿”“黄”“红”

三种颜色，对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不同的道路

交通安全风险状况。“交安码”赋色的主要依据是分值，

而赋分的依据为事故情况和违法情况这两方面。[7]不同

于机动车驾驶证的扣分规则，“交安码”采取分数累

加的方法，分数、码色、交通安全风险等级以及相应

的管理手段这四者相对应，体现的是对电动自行车驾

驶员的分级分类、精准治理。

3 “交安码”式治理的理念和方式转变

3.1 从随机管理到精准动态管理

通过直观的码色分类，可以实现对电动自行车驾

驶员的道路交通安全风险等级划分，更利于政府侧实

现精准、动态管理。传统的道路巡查式或随机设点检

查等方式，对于违法违章行为的发现具有一定的随机

性。而“交安码”可以筛选出风险等级高的人进行针

对性管理。尤其是对未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的

行为，在执法方面存在很大的漏洞，即只有在执法人

员执法的路段和时段违法行为才能够被发现，并予以

警示和处罚。而现在的“交安码”通过数据让电动自

行车驾驶人从“平面”走向了“立体”，凡是有处罚

记录的人，都会成为重点监管的对象。相比于纯随机

的执法方式，从多维度了解个人的交通安全状况更有

利于政府的精准管理。同时，“交安码”也以科技赋能，

促进了政府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的动态管理。“交安码”

数据能够以动态指标的形式呈现于数字驾驶舱，行政

监管部门及决策者可以动态感知电动自行车道路交通

安全管理的现状。“交安码”辅助决策，助力城市道

路交通安全动态监管。

3.2 从政府管理到个人自律

“交安码”实现了从政府管理逐渐向个人自律的转

变。“交安码”的赋分和码色情况是动态变化的，电

动自行车驾驶员可以通过查看交安码得知自身交通安

全风险等级，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减分降色。

随着数字化管理手段的应用，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违法

行为会与“交安码”挂钩，也会通过数据留痕，这样一来，

驾驶人员在参与道路交通活动时也会更加的谨慎和自

觉。行政处罚是利用处罚的惩戒性来达到教育警示的

目的，而“交安码”通过降色警示可有效降低驾驶人

员的侥幸心理，从思想层面指引和提升道路交通参与

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实现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的“个人

自律”。

3.3 以行业自治推动社会共治

H市“交安码”的数据共享属性在促进企业自治、

政企合作方面发挥了其作用。在整个社会中，道路交

通安全问题的治理主体除了政府及相关部门、公民自

身之外，各大企业主体也是强有力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在数字时代，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实时、在线、精确

的数据不仅能够助力政府及相关部门积极、高效履行

法定职能，也同样能给企业解决自身的管理问题带来

机遇。在电动自行车“交安码”的实际运用中，对于

外卖行业的骑手治理先行先试。

“H市交警外卖警企共治平台”的构建、部分数据

的共享、政企数据接口的打通等举措，

一方面，为企业自身的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

撑。就外卖企业而言，通过“交安码”的码色可以知

悉更多关于骑手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信息，在招聘外

卖骑手以及进行日常骑手管理的时候，可以以骑手的

“交安码”为参考，实现平台企业对员工的精准管理。

另一方面，通过接口获取企业的部分数据，政府

则可以对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有更为全面、及时的把握。

以上两方面的论证都体现了“交安码”以数据促政企

双赢局面的形成。

从“随机管理”到“精准动态管理”，“政府管理”

到“个人自律”，“企业自治”到“社会共治”，“交

安码”是 H市交警在当前数字时代中的积极探索和尝

试。当然“交安码”作为一项新兴的社会治理路径的

尝试，不可能一蹴而就，达到理想的治理状态，在其

发展进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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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行政应用现存困境及对策思考

4.1 平台构建易，应用生态建设难

数字应用的生命力在于聚集用户群体并通过用户

习惯的分析不断优化产品。H市首创“交安码”离不

开地方政府治理的数据积累优势。“交安码”需要的

数据支撑和算法设计在“健康码”“企业码”“非羁码”

的经验和技术积累下，得以成功实现了平台的构建。

其他地方要借鉴此经验就不可仅照样搭建平台，而是

需要联动城市数据先搭建基础设施，而且功能上需具

备综合性和可及性。此外还需要积累用户群体并形成

用户黏性。据统计，H市交通安全码覆盖 880万交通

参与者。因此“码上治理”的成功得益于其所处的数

字生态，其是生长在数字基础设施上的一个应用场景，

也需要其他场景的互补互通。

4.2 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难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条对于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工作的概括性规定为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交通警察等主体设定了该项法定义务，

但是全国各地实际情况不同和宣传教育人群年龄跨度

大、宣传力度不够、宣传教育能力、知识储备及宣传

方法的“软实力”及硬件设施的“硬实力”的参差不齐，

也引发了该条款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及地区间差异较大

的问题 [8]。在“交安码”的辅助下，交警部门可借鉴 H

市经验，使得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针对性。交警端通过

运用大数据分析及算法筛选，对不同码色的驾驶员进

行精准抓取，并将信息推送至各驾驶员所在地交警支

队，集中对“红码”“黄码”等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的人员在“交治站”以 “常态宣”“重点宣”和“入

职宣”三种模式进行分类教育。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活动的开展，以及“交治站”的建设，让更多不同

主体参与到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的学习中，这是政府及

交警部门积极履行法定义务的体现，也是技术赋能下

积极探索社会治理道路的创新举措。

4.3 算法规则不透明，合法性审查难

一系列“码上应用”的赋分和码色变动，其背后

依靠的是算法规则和数据的交互。不透明的算法规则

可能会引发问题。就像法律只有公开才可以发挥其引

导作用一样，在借助技术手段实现的自动化行政行为

在运用时，需要确保算法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并且

要以群众看得见的、看得懂的方式公开，以此来保障

公民对于自身利益相关的行政行为实施的知情权。同

时，在政府利用技术手段辅助行政行为实施的时候，

也需要兼顾对于算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需要加

强算法透明化，并且对算法执行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前

置分析 [9]。算法公开应当纳入信息公开的范畴，与执法

依据、执法过程公开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

5 结语

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社会的最终目的，运用技术让

“人更好的成为人”才是当今数字社会发展的需要。

电动自行车的治理经历了由“禁”到“管”的过程，“良

法”和“善治”两者的地位同样重要。在新兴科技迅

速发展的今天，将技术融入社会治理，科技赋能“善治”

既是机遇也同样面临着挑战。H市“交安码”以科技赋能，

为道路交通安全的源头治理、问题解决提供了良好的

范式，其模式具有可借鉴性。同时，在关于电动自行

车的社会治理当中也要兼顾人文关怀，让技术赋能“人

更好的成为人，成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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