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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供需平衡的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对优化城市绿地空间布局，提高公园绿地服务水平具
有重要作用。针对传统两步移动搜索法（2SFCA）在精细空间尺度下对人本视角思考不足的问题，从供
需两方面同时改进模型，并用于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评价。模型从供给方改进，增加了公园绿地服务范
围内服务功能多样性指标，用以衡量公园吸引力；从需求方改进，引入 Huff 模型，考虑了人们对公园
绿地主观选择概率。以成都市三环内为例，分析成都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空间分布及供需现状，结果显
示：1）可达性在空间分布上整体呈“西高东低”；2）可达性高的区域呈团状聚集分布；3）区域内供
需关系不理想，“供给不足”和“供给匮乏”的区域总面积占比 89.49%；4）供需较好的区域聚集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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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 10 年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

等模型是在传统模型基础上优化不同类型公园

城市公园绿地供需评价

中心的开发接近饱和，城市空间结构基本稳

绿地的搜索半径，在一定程度上优化模型计算

改进2SFCA模型

定，但生态环境却随之逐渐恶化，城市问题

结果。这些改进模型虽然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传

日渐严重。公园绿地作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

统模型，但缺少基于人本角度的思考。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供给方：公园绿地
—吸引力（S j ）

在日常生活中，当居民有强烈的主观意

促进公众健康、提供社交娱乐场所等价值，

愿时，就会突破客观层面的阻碍而到访公园，

为人们带来福祉 [1-2]。随着时代进步，人们日

因此本研究尝试将居民的主观需求纳入可达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性评估中。本研究以成都市三环内为例，从

展之间的矛盾逐渐突出，在寸土寸金的城市

城市规划的宏观角度，基于供需关系，改进

中心优化公园绿地布局，提高公园绿地品质

传统 2SFCA 模型，对公园绿地的步行可达性

[3]

迫在眉睫 。成都作为“公园城市”建设示范

进行量化分析，以验证改进后的模型的应用

城市，在“城市双修”的背景下，针对中心城

性。同时其研究结果也将为进一步优化成都

区提出了“中优”的策略。成都公园绿地布

市中心公园绿地布局和构建绿色、健康、可

局的优化对中心城区资源配置的完善起到推

持续的国土空间提供科学依据。

动作用。而可达性是评价公园绿地布局最主
要的因素，通常用距离、时间等指标来评判
人群克服空间阻隔到达城市公园的难易程度，
以此来反映城市居民获得公园绿地服务的机
[1]

会是否均衡 。
目前国内外关于可达性评价方法颇多。
[4]

比如调查研究法 ，主观性过强；缓冲区分析
[5]

法 ，计算简单，但未考虑实际路网；费用加
[6]

权距离法 ，考虑了真实路网，但栅格数据粒
度效应容易影响结果；网络分析法
[8]

句法

[7]

和空间

从供需的角度进行探讨，但对分析数

据要求高；引力模型法

[9]

和两步移动搜索法

[10]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2SFCA）

基于步行交通方式

公园绿地自
身质量

公园绿地
周边环境

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服务范围
内服务功能多样性
面积

影
响
主
观
选
择

需求方：居民
—心理可达性
对公园的主
观选择权

步行到访不
同公园愿意付
出的时间成本

引入Huff
模型

问卷调查

成都三环内公园绿地可达性
成都三环内公园绿地供需评价
供给饱和 供给充足 供给均衡 供给不足 供给匮乏
分区域优化建议

无供给

1

1 技术路线
Technical route

由于本研究对象较多，难以获取大量公园内
部建设质量数据，因此只沿用了传统 2SFCA

1 研究方法
研究分 4 个步骤进行（图 1）：1）基于传

中的公园面积，将其作为公园绿地自身质量

统 2SFCA 模型，构建改进模型；2）以成都市

的衡量因素。而描述公园周边环境选用了服

中心三环内城市公园绿地为例，利用改进前

务功能多样性，综合反映城市中人们的生活

后的 2SFCA 模型分别计算其步行可达性，并

环境。需求方引入赫夫模型（Huff ’s model），

进行量化对比分析；3）利用公园绿地可达性

考虑了居民因供给方吸引力不同、交通道路

进行供需分级评价；4）结合公园绿地可达性，

差异等客观因素，导致其主观选择到访不同

将供需进行分级，并提出针对性优化建议。

公园的概率有所差别。
1）供给改善。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空间，

1.1 模型改进
1.1.1 传统 2SFCA

公园绿地会受到周边服务功能的影响，周边

2SFCA 模 型 最 早 是 由 Jonh Radke 提 出，
后 有 Luo 和 Wang 进 行 两 次 搜 索 改 进 并 命 名
[15]

功 能 丰 富 度 与 公 园 到 访 率 呈 正 相 关 [16]。 同
时本研究预调研显示，大部分居民（占比约

涵盖因素较为全面，充分考虑了供需关系。

为两步移动搜索法

。2SFCA 模型计算可达

65.9%）更愿意到访周边服务功能丰富的公园

其中引力模型法建模方式复杂，结果较难理

性的原理是分别以公园绿地和居民点为中心

绿地，与文献研究结果一致。香农 - 维纳多

进行两次搜索计算。传统 2SFCA 的计算如式

样 性 指 数（Shannon-Wiener diversity index） 是

解

[11]

， 而 2SFCA 模 型 是 基 于 ArcGIS 平 台 进

行分析，计算便捷，可在空间上量化分析并
进行可视化呈现，便于研究者发现公园绿地
空间布局问题。因此本研究结合研究目的，

（1）
（2）所示：

Rj =

一种能体现某区域内物种丰富度的指标，在

Sj
∑k ∈{dkj ≤d 0} D k

，

Ai =∑j∈{dij ≤d 0} R j 。

最终选用了 2SFCA 模型进行分析研究。

（1）
（2）

当今研究中已经被衍生用于量化描述研究对
象组成的多样性 [17]。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是带有地理坐标、地址等信息的数据，

但传统 2SFCA 模型也有局限性：1）用两

式中：i 、k 表示需求点；R j 为供需比；S j 为供

其类型、数量以及密集程度可以有效地反映

点间的直线距离代替实际路网距离，忽略了

给总和；d kj 为供给方 j 与需求方 k 之间的服务

居民活动的空间分布状况 [18]。因此本研究引

距离衰减 [12] ；2）不同的供给方均设置相同的

成本；D k 为所有需求方（d kj ≤ d 0）需求总和。

入香农 - 维纳多样性指数公式，利用城市 POI

搜索半径，忽略了供给方的服务能力差异性

d ij 为需求方 i 与 j 之间的服务成本；A i 为 i 的

数据计算公园绿地服务范围内的服务功能（简

以及需求方的需求程度差异。为解决这些问

可达性，A i 数值越高则可达性越好。

称公园绿地周边服务功能）多样性 H j ：

题，各学者对模型进行相应改进。其中重力

1.1.2 基于改进 2SFCA 模型的可达性模型构建

[13]

Hj =–∑mj=1 P ji ln（P ji）。

（3）

式中：H j 为公园绿地 j 服务范围内的多样性；

等模型是在传统模型

基于传统 2SFCA，本研究将从供需两方

基础上赋予距离衰减函数，尽可能减少因距离

面进行改进。供给方考虑了公园绿地自身质

m 为 POI 的类别数；i 为某一类别的 POI ；P ji

量以及公园绿地周边环境对可达性的影响。

为公园绿地 j 服务范围内 i 类 POI 的数量占该

型 2SFCA（G2SFCA）

[14]

而产生的误差；变量半径 2SFCA（V2SF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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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截至 2021 年底，

表 1 供需级别划分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levels

全市下辖 12 个市辖区、3 个县、代管 5 个县

可达性等级

取值范围

供需情况

高

E i > 1.00

供给饱和

较高

0.75 ≤ E ≤ 1.00

供给充足

中

0.50 ≤ E i ＜ 0.75

供需均衡

市三环路为界线，跨越金牛区、青羊区、武侯

较低

0.25 ≤E i ＜ 0.50

供给不足

区、锦江区、成华区五大中心城区，占地面积

低

0 ＜ E i ＜ 0.25

供给匮乏

约 190 km2。三环区域是成都市目前发展最成

无

E i =0

无供给

熟的城区，区域内公园绿地类型丰富，但以老

级市，总面积 14 335 km2，中心主城区常住人
口 1 541.94 万。本研究的主要范围是以成都

   注：本研究中 E i =0 表示居民步行 30 min 不能到达的城市公园绿地，因此将这些区域认定为无供给区域；0<E i ≤ 1
表示供给均衡或供给小于需求；E i >1 表示供给大于需求。

旧公园居多，这与常住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矛
盾逐渐突出，因此将其选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
的典型性和借鉴意义。根据 CJJT 85—2017《城

类 POI 所在公园绿地服务范围内总 POI 数量

地 j 的 概 率；t ij 为 i 到 j 的 时 间 成 本； 高 斯 函

市绿地分类标准》，确定研究对象为三环内面

的百分比。多样性指数值越大，说明公园绿

数（G）为时间距离摩擦力；S j 为 j 的吸引力，

积大于 0.1 hm2 且向公众免费开放的综合公园、

地周边服务功能越多样。

t 0 为时间阈值。

专类公园、社区公园和游园。

1.1.3 公园的空间可达性

2.2 数据来源及处理

将传统 2SFCA 模型与供给改善相结合，
公园绿地 j 的综合吸引力 S j 将由公园面积和公
园绿地周边服务功能多样性 2 个因素决定：

（

Sj = γA

S′j

Hj

+ γ
。
∑ S′ ） （ ∑ H ）
j

j

j

j

（4）

j

1）结合公园绿地周边服务功能多样性和
Huff 模型，计算改进后的供需比：

Sj

Rj =

∑i ∈{tij ≤t 0} P ij D i G (t ij , t 0)

。

2.2.1 公园绿地
通过成都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百度地

（7）

图和《成都市城市绿线控制图册》等来源获取
公园绿地名录、经纬度信息及出入口信息等

式中：γA 和 γj 分别反映公园绿地面积（S′j）和

式中：R j 为公园绿地 j 的供需比；S j 为公园绿

（表 2，图 2）。传统 2SFCA 将公园绿地的几何

公园绿地周边服务功能多样性（H j）对公园绿

地 j 的综合吸引力；P ij 为居民 i 选择公园绿地

重心作为供给点，但实际上，当人们到达公

地综合吸引力 S j 的重要性，其中 γA =γj =0.5。

j 的概率；D i 为居民 i 的人口数量。

园入口时已被认为在使用公园绿地，因此本

2） 需 求 改 善。 研 究 者 Park 发 现， 公 园

2）利用选择概率对供需比进行权重赋

绿地的丰富度、公园绿地周边环境以及使用

值，将加权后的进行求和，获得每个居民的

为供给点，更符合实际情况。

者对路程的心理容忍度是影响居民选择到访

可达性 A i ：

2.2.2 POI 数据

公园绿地的三大主要因素

[19]

。由此可知，公

A i =∑j ∈{tij ≤d 0} P ij Rj G (t ij , t 0)。

（8）

研究以公园入口代替公园绿地的几何重心作

通过百度地图平台获取成都市主城区

本研究改进的 2SFCA 模型，综合考虑了

POI 数据，并将其分为交通设施服务、体育服

道路都会综合影响人们到访公园的主观选择，

居民出行时间阻抗、选择概率以及公园绿地

务、购物服务、科教文化服务、生活服务、风

从而影响可达性。因此考虑居民对公园绿地

周边服务功能多样性对可达性的影响。

景名胜、医疗服务、政府机构及社会团体、餐

主观选择的问题，本研究将引入 Huff 模型用

1.2 公园绿地供需评价

饮服务、金融服务、公司企业服务、公共设施

园绿地吸引力、公园绿地周边环境以及交通

以计算居民主观选择概率。Huff 模型是由美
国 David Huff 教授提出的，用于客观计算某
一服务设施的吸引力与研究区域内同类所有
设施吸引力之和的比值

[20]

。目前 Huff 模型已

在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结果基础上，利

平台，沿路网建立公园绿地服务区范围，筛

用式（9）进行供需衡量：

Ei =A i ×

max(R j )
max(A i )

服务以及住宿服务合计 13 类。在 ArcGIS 10.5

。

（9）

选出各个公园绿地服务范围内的 POI 点。
一般来说，公园绿地服务半径根据公园

被多次运用到公园绿地相关研究，如用于测算

式中 E i 为空间公平性值，表示公园绿地和居

绿地的类型和规模确定 [23]。而成都市作为公

绿地实际吸引人口和服务半径 [21] 等。将 Huff

民间的供需匹配关系。将计算结果划分为 6 个

园建设基础较好的城市，应用更高的标准去评

[22]

模型引入 2SFCA 模型中：

Pij =

S j t ij G (t ij , t 0)
∑i ∈{tij ≤t 0} S j t ij G (t ij , t 0)

{

G (t ij , t 0)=

e

–(1/2)×(tij /t 0)2

，

（5）

–e –(1/2)

1–e

–(1/2)

, t ij ≤ t 0
。 （6）
0, t ij > t 0

式中：P ij 为居民 i 基于 Huff 模型选择公园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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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表 1） ，分别为供给饱和、供给充足、

价现状，提出的优化建议才有实际意义，因此

供需均衡、供给不足、供给匮乏、无供给。

参考《成都市公园城市绿地系统规划（2019—
2035 年）》（送审稿）中提出的“300 米见绿，

2 成都市三环内案例研究
2.1 研究区域

500 米见园”目标，将综合公园、专类公园
（面积≥5 000 m2）绿地服务半径定为 500 m，

成都既是四川省省会，也是成渝地区双

专类公园（面积＜ 5 000 m2）、社区公园、游

城经济圈核心城市之一，地势平坦，物产丰

园定为 300 m。利用香农 - 维纳多样性指数计

研究 / Research

表 2 三环内不同公园类型资源配置
Tab. 2 Resource allocation of various parks in the area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研究区域

综合公园

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总面积 /hm2

208.63

29

212.41

21

88.26

39

8.00

  9

57.24

  2

6.47

18

  3

43.21

  5

37.20

  2

4.47

  5

14

157.42

15

117.97

17

77.32

16

总面积 /hm2

整个区域

18

一环内

  1

一环至二环
二环至三环
N

数量 / 个

总面积 /hm2

数量 / 个

N

0 1.5 3.0 km

2

4

8 km

3

3 公园绿地周边服务功能多样性分级
Diversity classification of service functions of areas
around park green space

107

540.52

  30

  83.75

5.09

  15

  89.97

14.10

  62

366.80

研究范围
高速路
城市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人行道

5

1.5 3.0 km

研究范围
环路
街道边界
方格网人口数
0~130
131~470
471~700
701~950
951~1250
1 251~1 560
1 561~2 040
2 041~3 370
3 371~6 580

研究范围
城市街道
街道边界
居住类
POI点

4-1

Ring Road

31.23
12.04

N
0

1.5 3.0 km

总人口数
4 974~18 000
18 001~36 000
36 001~54 000
54 001~72 000
72 001~90 000
90 001~108 000
108 001~126 000
126 001~144 000
144 001~162 000
162 001~180 000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park green spaces along the Third

总面积 /hm2

0 1.5 3.0 km

N
0

2 三环内不同类型公园绿地分布

数量 / 个

研究范围
环路
街道边界
公园类型
综合公园
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服务功能多
样性分级
低    （0）
较低（0.000 001~1.451 938）
中    （1.451 939~1.760 745）
较高（1.760 746~1.956 989）
高    （1.956 990~2.124 959）

公园类型
综合公园
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N

合计

总面积 /hm2

N

0 1.5 3.0 km

研究范围
环路
城市街道
城市水系
公园绿地
出入口

0

游园

数量 / 个

数量 / 个

4-2
4-3 三环内各方格网人口数据分布

4 人口数据空间分布

4-3
4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ata of each grid in the area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ata
4-1 五大主城区各街道人口数据分布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ata of each sub-district in

5 三环内道路网络数据
Road network data in the area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the five major urban areas of Chengdu
4-2 三环内居住类 POI 分布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ial POI in the area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算公园绿地服务范围内城市 POI 多样性，并

口数据，人口分布不均匀且不精细，难以体

次空间分配（图 4）。

进行服务功能多样性分级（图 3）。

现实际人口分布差异性。根据相关文献研究

2.2.4 路网数据

2.2.3 人口数据

得知居住类的 POI 与人口分布相关性最高

[24]

。

成都市三环内的路网数据（图 5）来源于

人口数据是 2SFCA 模型中计算需求方的

因此本研究选取居住类 POI 作为人口重分配

成都天地图，并结合《成都市城市交通运输

核心内容，本研究人口数据源于《第六次全国

的指示因子，借助 ArcGIS 10.5 将研究区域划

十三五规划》等各类文件和地图，将道路分为

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和《2018 年成都市

分为 100 m×100 m 的方格网，再利用三环内

高速路、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

统计年鉴》。由于获取的是以街道为单位的人

居住类 POI 数据将研究区域内的人口进行二

路和人行道 6 种道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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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出行方式及时间阈值

表 3 调研对象到访不同公园出行时间占比
Tab. 3 Travel time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visiting different parks

通过问卷调查方式明确居民出行方式以
时间 t /min

综合公园 /%

专类公园 /%

社区公园 /%

游园 /%

后文分析提供基础数据。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0 ＜t ≤ 5

  6.59

  9.89

17.58

16.48

5 ＜ t ≤ 10

17.58

18.68

27.47

35.16

加快，交通堵塞现象愈发显现，在一定程度

10 ＜ t ≤ 15

28.57

17.58

25.27

20.88

上影响可达性值，但这种现象对步行的影响

15 ＜ t ≤ 30

31.88

21.98

19.79

18.68

较小 [25]。同时问卷结果显示，多数居民出行

30 ＜ t ≤ 60

15.38

23.08

  8.79

  6.59

t ＞ 60

  0.00

  8.79

  1.10

及时间阈值等，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300 份，为

方式为步行，因此，本研究选择步行条件下

合计

           100

           100

           100

  2.21
    100

的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进行分析。
N

根据文献总结，多数居民在主观上能够
接受的最大时间阈值约为 25 min，部分居民

N

0 1.5 3.0 km

0 1.5 3.0 km

[11]

可接受最大时间阈值为 30 min 。问卷结果
（表 3）表明，居民到访综合公园或专类公园
可接受时间范围多在 30 min 以内，而到访社
区公园或游园可接受时间范围多在 15 min 以
内。结合文献和问卷调查，保证研究对象涵盖
尽可能多的人群，将时间阈值设定为 30 min。

3 结果与分析
3.1 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空间分析
本研究分别根据传统 2SFCA 模型和改进
的 2SFCA 模型对成都三环内公园绿地步行可
达性进行计算，并做归一化处理，结果采用
自然断点法进行分级（图 6、7）。对比发现，

可达性值
0~0.011 742
0.011 743~0.029 176
0.029 177~0.048 530
0.048 531~0.071 483
0.071 484~0.098 080
0.098 081~0.128 905
0.128 906~0.165 981
0.165 982~0.208 546

研究范围
环路
街道边界
公园类型
综合公园
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0.208 547~0.261 808
0.261 809~0.341 525
0.341 526~0.435 170
0.435 171~0.529 840
0.529 841~0.629 450
0.629 451~0.776 130
0.776 131~1.000 000

6

6 基于传统 2SFCA 三环内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结果

研究范围
环路
街道边界
公园类型
综合公园
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可达性值
0~0.027 889
0.027 890~0.068 170
0.068 171~0.106 045
0.106 046~0.142 321
0.142 322~0.181 619
0.181 620~0.224 279
0.224 280~0.268 413
0.268 414~0.313 116

0.313 117~0.362 135
0.362 136~0.420 238
0.420 239~0.496 380
0.496 381~0.581 178
0.581 179~0.674 499
0.674 500~0.817 318
0.817 319~1.000 000

7

7 基于改进的 2SFCA 三环内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结果

Results of pedestrian accessibility to park green spaces

Results of pedestrian accessibility to park green spaces

in the area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based on the

in the area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2SFCA

improved 2SFCA

改进前后模型得到的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整
体空间分布较为相似：具有明显“西高东低”

的东光街道及周边区域，人口数量较为集中，

区域主要集中在一环路南部、二环路北部周

的布局形式；同时，大部分可达性高的区域，

周边区域有东湖公园、望江楼公园等，但这

边区域以及三环路东北至西南一侧区域，其

呈现以公园绿地为中心、团状聚集分布的特

些公园绿地周边服务功能较为一般，综合考

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区域内的公园绿地数量少，

征，如一环路以西的草堂街道和东坡街道。

虑居民的选择概率和公园绿地的吸引力后，

总服务面积不足；此外公园绿地周边服务功

而部分区域存在较大差异：相对于传统模型，

改进的 2SFCA 模型的可达性计算结果比传统

能较低，对这些区域内的可达性也产生了一

改进后的模型结果中，局部区域可达性值为 0

2SFCA 模型的计算结果低，更符合实际。

定的负面影响。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结果与
刘嘉敏等 [16] 的成都中心城区绿地可达性研究

的面积占比降低，如一环路以北区域的荷花池

基于改进后的 2SFCA 模型，对成都市三

街道；同时改进后的模型中，因可达性被高估

环内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空间布局进行进一

结果相近。

而产生误差的区域也显著减少，如一环路至

步详细分析。公园绿地步行可达性高的区域

3.2 公园绿地供需分级分析

二环路西侧区域。这是由于改进的 2SFCA 模

主要集中在一环路至三环路的西侧，如草堂

型纳入了公园绿地周边服务功能多样性和居

街道及东坡街道等周边区域。这些区域内，

需关系，在步行可达性结果基础上，进行供

民选择概率因素，贴合实际，更为合理。靠

公园绿地数量多且类型丰富，居民可选择到

需计算。分析发现，研究区域内各级别供需

近一环路东北的猛追湾街道、驷马桥街道等

达各类公园绿地的机会较多；同时，区域内

情况在面积占比和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

区域内的公园绿地虽然总体面积较小，但其

公园绿地周边服务功能较为多样，为居民们

（表 4，图 8）。整个研究区域内不存在“供给

周边服务功能丰富，居民到访公园绿地的可

提供了便利的休闲服务。此外，一环至二环

饱和”的情况；“供给充足”和“供需均衡”

能性大，因此，与传统 2SFCA 模型计算结果

路东侧局部区域，如猛追湾街道，由于公园

的区域均分布在一环路以西至三环路一侧，

相比，改进的 2SFCA 模型计算的可达性值更

绿地高度集中分布，形成了一定总服务面积，

且其面积占比极低，分别为 0.56% 和 5.54% ；

高，更符合真实情况。又如二环路东南方向

因此该区域也存在高可达性值。可达性低的

而“供给不足”和“供给匮乏”的区域几乎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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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分析公园绿地与居民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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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表 4 不同区域各供需等级面积占比

N

0 1.5 3.0 km

0 1.5 3.0 km

Tab. 4 Area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supply and demand

研究范围
环路
街道边界

levels in different areas
供需等级
供给饱和

/%

/%

/%

  0.00

  0.00

  0.00

/%
  0.00

供给充足

  0.56

  0.00

  0.00

  0.80

供需均衡

  5.54

  6.96

11.15

  3.94

供给不足

26.70

47.30

25.35

22.58

供给匮乏

62.79

45.64

63.42

66.42

无供给
合计

公园类型
综合公园
专类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整个区域 一环内 一环至二环 二环至三环

  4.41
100

0.10
100

  0.08
    100

  6.26
    100

研究范围
环路
街道边界

供需分级
无供给
供给匮乏
供给不足
供需平衡
供给充足
供给饱和

区域分级
供需缺乏-人口稀疏
供需缺乏-人口密集
供需良好-人口稀疏
供需良好-人口密集

8

8 三环内公园绿地供需分级

9
9 三环内公园绿地供需 - 人口分级

Classific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park green

Classific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and population in

spaces in the area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park green spaces in the area within the Third Ring Road

盖整个研究范围，总面积占比为 89.49%。结

3）二环至三环区域，供需差异明显；同

结果，将区域归为供需良好 - 人口密集、供需

果表明，成都三环内公园绿地供给状况不理

时存在“无供给”和“供给充足”状况。“无

良好 - 人口稀疏、供需缺乏 - 人口密集以及供

想。结合公园绿地资源配置、公园绿地周边

供给”的区域面积占比为 6.26%，具体分布在

需缺乏 - 人口稀疏 4 种类别（图 9）
，其中供需

服务功能多样性及人口分布，对各环路区域

三环边缘东北至西南一侧，这些区域及周边

以 E i 值 进 行 评 定，E i ≥ 0.5 视 为 供 需 良 好，

供需情况进行分析。

公园绿地尚未建设。“供给充足”和“供需均

E i <0.5 视为供需缺乏；人口以人口密度平均值

1）一环内区域，供需相对较差。“供需

衡”的区域均聚集在东坡街道及周边，该街道

（约 1.29 万人 /km2）为界定，高于平均值为人

均衡”的区域面积占比略高于整体状况，具

人口密度接近平均密度，但其区域内有多个

口密集，低于平均值为人口稀疏。针对这 4 类

体分布在浆洗街街道及周边区域，这是因为

综合公园及专类公园等，公园绿地总体服务

情况，结合成都市实际建设需求，提出相应的

该局部范围内，虽然人口密度较高，但分布

面积相对较大，同时公园绿地周边服务功能

适配性优化策略。

有文化公园与百花潭公园 2 个专类公园，形

较多样，因此局部供给略为富余。整个研究

4.1 供需缺乏 - 人口密集区域，应结合城

成一定的服务面积，且公园绿地周边服务功

区域内，二环至三环“供给匮乏”的区域面

市近期微更新优化策略

能相对多样，因此该范围内处于供需均衡状

积占比最高，严重缺乏公园绿地服务。分析

态。但一环内整体上“供给不足”和“供给

发现，尽管区域内公园绿地总面积相对较高、

个研究区域，但二环路以内较为集中。这些

匮乏”的区域面积仍占比高达 92.94%。这是

数量较多，但布局较为零散、规模普遍较小，

区域开发饱和，用地紧张，使用人群又较多，

因为一环内公园绿地以游园为主，公园绿地

同时公园服务功能较低，而区域面积大，居

供需矛盾突出，应纳入近期城市微更新规划

总体服务面积较小，且部分公园绿地周边服

民居住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中”，大部分

中，优先进行适配性优化改造。具体策略如

务功能较为单一，因此相对于高人口密度的

居民在 30 min 步行时间内可到访的公园绿地

下：1）在城市微更新时，注重识别城市中的

需求，整体上供需状况不理想。

少。例如红牌楼街道，人口密度高，街道及

零星低效空间，尽可能“见缝插绿”地增加社

2）一环至二环区域，供需相对较佳。
“供

周边区域公园绿地少且面积小，出现大面积

区公园或游园类公园绿地 [26] ；2）针对部分临

需均衡”的区域面积占比为 11.15%，相对较

的供给缺口；又如保和街道和狮子山街道，人

近“供需良好”的区域，如西安路街道（紧邻

好，主要集中在草堂街道。该街道虽然人口

口密度相对较低，但区域内几乎没有公园绿

“供需良好”的草堂街道），可通过完善慢性交

密度较高；但浣花溪公园和杜甫草堂总面积

地，居民需求得不到满足。

2

供需缺乏 - 人口密集区域散落分布在整

通系统、提高通勤效率等方式，适当引导部

较大，合约为 47.65 hm ，同时公园绿地周边

整体来看，研究区域内城市公园绿地整

服务功能较为多样，能够为较多的居民提供

体供需水平不高，亟待提升。公园绿地数量

地，可缓解局部“供需缺乏”现状。

服务。但一环至二环区域内仍有较多区域供

少、面积不足、分布不合理等导致大部分人

4.2 供需缺乏 - 人口稀疏区域，应纳入城

需 水 平 低，“供 给 匮 乏” 的 区 域 面 积 占 比 为

口密度高的区域存在供不应求的情况。

市中远期规划优化策略
供需缺乏 - 人口稀疏区域面积占比最高，

63.42%，由于该区域内公园绿地的总体服务面
积和数量不足，尤其是社区公园和游园，同
时区域内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因此这部分区
域供需较为匮乏。

分居民到访周边“供需良好”区域的公园绿

4 基于供需平衡的公园绿地布局优化
策略

主要分布在二环至三环区域，尤其是东侧片

根据成都三环内公园绿地步行供需研究

目前居民较少，但还有部分可建设用地，开

区，这些区域目前是成都待开发区域，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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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潜 力 较 大， 因 此 笔 者 建 议 将 这 些 区 域 纳

公园绿地可达性，并较为精确地分析供需匹

入成都城市中远期规划中。具体策略如下：

配的平衡点及缺口分布，可采取针对性的优

1）在未来公园绿地规划配置中，应合理规划

化策略。本研究改进的 2SFCA 模型存在一定

新建公园，保证不同类型公园的数量满足可

的局限性，未来可进一步完善和拓展。首先，

持续发展基本需求，并注重公园绿地的生态

由于资料数据等方面的限制，对吸引力的影

[27]

；2）创建多元化的、绿色

响因素不够全面，未来还需纳入更多有效指

健康出行的交通体系，减少居民步行到达公

标，如公园内部因素等。其次，在出行方式

效益和服务品质

园绿地的出行时间

[13]

。

方面，选取步行作为居民的出行方式，未来

4.3 供需良好区域，应致力于公园绿地长

有待探讨骑行、车行等多种交通方式下公园

期适配性优化策略

绿地步行可达性。

供需良好 - 人口密集区域主要集中在一

[15] 刘嘉敏，潘翔，苏柠频 . 基于空间句法与大数据的公
园城市绿地可达性评价：以成都市为例 [C]// 中国风景园林
学会 .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19 年会论文集（上册）.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327-334.
[16] 李方正，宗鹏歌 .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公园游憩使
用和规划应对研究进展 [J]. 风景园林，2021，28（1）：
10-16.
[17] 陈世莉，陈浩辉，李郇 . 夜间灯光数据在不同尺度
对社会经济活动的预测 [J]. 地理科学，2020，40（9）：
1476-1483.
[18] 叶宇，庄宇 . 新区空间形态与活力的演化假说：基于
街道可达性、建筑密度和形态以及功能混合度的整合分
析 [J]. 国际城市规划，2017，32（2）：43-49.
[19] PARK K. Psychological Park Accessibility: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Erceptual Components Affecting Park
Use[J]. Landscape Research, 2017, 42(5): 508-520.
[20] RADKE J, MU L. Spatial Decompositions, Modeling

环路以西，如草堂街道。这些区域整体供需
水平较高，应继续保持。供需良好 - 人口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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