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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空间规划体系的区域绿地规划思路
□　黄槟铭，李方正，李　雄

[ 摘　要 ] 新版《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将建设用地之外的其他绿地更名为“区域绿地”，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绿地分类改革。
同时，随着自然资源部的组建和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区域绿地成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和美好人居环境建设的主体空
间。因此，区域绿地规划将面临重大转型。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区域绿地的具体变化、规划面临的重要变革及规划实践探索三
个方面探讨转型视角下耦合空间规划体系的区域绿地规划。首先，从绿地定位、功能和统计指标三个角度解读其他绿地向区域
绿地的转型变化；其次，在明确区域绿地的转型变革基础上，从绿地的规划方法、规划层级及规划深度三个层面提出耦合空间
规划体系的区域绿地规划思路；最后，以历城区区域绿地规划为例，对区域绿地规划进行实践探索，并对区域绿地规划的难点
和挑战进行总结。
[ 关键词 ] 绿地分类标准；绿地转型；区域绿地规划；空间规划体系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0)02-0005-07　[ 中图分类号 ]TU985.11　[ 文献标识码 ]A
[ 引文格式 ] 黄槟铭，李方正，李雄．耦合空间规划体系的区域绿地规划思路 [J]．规划师，2020(2)：5-11．

Regional Green Space Planning that Fits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tial Plan System/Huang Binming, 
Li Fangzheng, Li Xiong
[Abstract] In the new urban space categorization standards, green spaces outside of construction area is renamed as regional 
green space. A number of other categorization reform is also carried out. Regional space will be the main body of national 
resource pre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in the new national land use and spatial plan system. Its planning faces major transition. The 
paper studies its planning coupled with new spatial plan system from main changes, significant reform,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First, the orientation, function, and index are discussed about the changes of other green spaces towards regional space; second, 
the planning method, level, and depth of regional green space area are proposed to couple with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third,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are concluded with Licheng district regional space plan as an example.
[Keywords] Categorization of green space, Green space transition, Regional green space plan,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2018 年 6 月，新版《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 以下称“新标准”) 正式实施，该标准将其

他绿地更名为“区域绿地”，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提出组建自然资源部，以“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

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区域绿地作为生态空间的主要

载体，其规划与生态空间的统筹和管控、空间规划体系

的建设密切相关 [1]，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为此，

在绿地系统分类面临重要变革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

下，本文从绿地转型、规划变革及实践探索三个层面探

讨区域绿地规划，是转型视角下耦合空间规划体系对区

域绿地规划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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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绿地的转型

在 2002 版《城市绿地系统分类标准》

(CJJ/T 85—2002)( 以下称“原标准”) 中，

将市域绿色空间统称为“其他绿地”，

指“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居民休闲生

活、城市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有直接

影响的绿地”[2]。近年来，其他绿地一直

发挥着引导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绿地

规划建设的作用，其对城市生态环境的

改善作用得到了多方肯定，但其他绿地

中长期存在着认知和实施层面的困难，

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三方面：①绿地研

究范围模糊。其他绿地规划的空间范围

在绿地系统规划中十分模糊，而这直接

影响了其他绿地的规划深度、规划方案

的可实施性等。其他绿地由于非建设用

地的属性，用地涉及园地、林地、水域

和自然保留地等众多地类 [3]，规划所明

确涉及的地类覆盖的范围之大，不对研

究范围加以界定的全覆盖规划研究本已

难以实现，况且还存在许多以耕地为代

表的争议地类是否应纳入其他绿地研究

范畴的讨论，而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其他

绿地规划的研究范围也缺乏划定依据。

②缺乏对绿地空间类型的界定。原标准

中的城市绿地中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绿地的功能特征和空间类型，而其他绿

地缺乏中观层面的划分，只采用对绿地

小类 ( 如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和郊野

公园等 ) 的不完全列举的方式对绿地进行

界定，造成中观层面主导功能界定的缺

失，不利于规划内容的展开和规划深度

的推进，影响其他绿地规划成果的可实

施性。③绿地指标失真。在过去数十年中，

其他绿地已经成为城乡绿地的建设重点，

郊野公园、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大量

建设用地外的绿地已紧密关系到城乡生

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但由于原标准

中没有针对其他绿地的统计指标，在城

市绿地率的计算中，不同城市对于其他

绿地纳入绿地率的计算缺乏统一标准，

导致其他绿地在城乡绿地建设中所发挥

的价值不能得到真实反映，绿地指标在

城市间横向对比的价值也难以体现 [3]。

以其他绿地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区域

绿地指“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具有

城乡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保

护、游憩健身、安全防护隔离、物种保护、

园林苗木生产等功能的绿地”[4]。对比原

标准和新标准中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

绿地在名称、概念、中类等方面有所变

化 ( 表 1)，这些变化反映出其他绿地向

区域绿地在定位、功能和统计指标方面

的转变。

1.1 绿地定位的转变
其他绿地在绿地系统规划中长期扮

演辅助角色，以“与城市绿地共同构成

完整的绿地系统”[2] 为目标，在城乡发

展中缺乏准确的定位认知 [5]。为此，新

标准明确将城市绿地与城乡建设用地中

的 G 类用地相对应，将区域绿地与 E 类

城乡非建设用地相对应，这一转变在将

绿地分类标准与城乡规划用地标准建立

对应联系的同时，平衡了区域绿地与其

他城市绿地的对等关系 [6]。而随着城镇

化发展模式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变，城市

绿地系统的规划模式也在逐渐改变，湿

地公园、郊野公园等区域绿地的建设与

城乡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日益密切，

促使绿地的定位从城市绿地的辅助、补

充到与城市绿地平衡、相互统筹，实现

区域绿地作为改善城乡生态、建设美好

人居生活环境主体空间的定位转变。同

时，区域绿地规划是在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和管控框架下实现空间规划体系中对

山水林田湖的统筹的重要内容 [7]，区域

绿地对生态空间以至空间规划体系的整

体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1.2 绿地功能的提升
2018 年自然资源部组建并整合包括

城乡规划管理职责在内的八部门职责，

其中涉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职

责的内容，在很大层面上依赖于城乡绿

地系统规划中区域绿地规划对城市层面

山水林田湖等要素的统筹规划 [8]；此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建设以人民为中

心的美好人居环境，其中生态、生活空

间的建设要求区域绿地充分发挥维护生

态安全、保护人文自然资源和提供郊野

游憩等综合功能。相比其他绿地，区域

绿地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美好

人居环境建设和城乡融合三方面的功能

及价值日益凸显，同时区域绿地向风景

游憩绿地、生态保育绿地、区域设施防

护绿地和生产绿地四类绿色空间类型划

定的转变更加明确了区域绿地所发挥的

游憩、生态、防护和生产四项主导功能 [9]。

以自然景观风貌展示和郊野游憩为主导

功能的风景游憩绿地能够有效改善城乡

生态环境质量、发挥绿地的游憩、康养

等综合功能，进而提升绿色基础设施服

务水平，承载了区域绿地的主要游憩功

能，起到推进美好人居环境建设的主导

作用。生态保育绿地作为“保障城乡生

态安全 , 改善景观质量而进行保护、恢复

和资源培育的绿色空间”，是对生态空

间进行开发、利用和保护管控的主体对

象，承载了区域绿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功能，以协同“三生”空间的平衡发展。

以设施隔离防护为主导功能的区域设施

防护绿地和以园圃生产为主导功能的生

产绿地是城乡绿色空间统筹建设的主要

载体。区域设施防护绿地以其网络状的

空间特征能有效连接中心城区内外的绿

色空间，承载了区域绿地对城乡融合的

绿色空间建设的促进功能；生产绿地是

乡村绿色空间特有的景观类型，其休闲、

康乐等价值 [10] 的有效发挥，承载了乡村

绿色空间品质提升、推动城乡融合的功

能 ( 图 1)。

1.3 绿地统计口径的明确
新标准增加了城乡绿地率指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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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将区域绿地纳入绿地统计指标的计算。

城乡绿地率指标的增加明确了区域绿地

的统计口径，对区域绿地在改善城市生

态环境和人居环境质量上给予了充分的

肯定，同时也有效回应了其他绿地时期

绿地率等指标失真的问题，保障了各个

绿地统计指标对不同城市空间的绿地建

设情况的真实性反映。

2 区域绿地规划的转变

为适应区域绿地的定位转变、功能

提升和绿地统计口径的变化，区域绿地

规划在规划方法、规划层级及规划深度

上都需要做相应的变更 ( 图 2)。

2.1 规划方法向以多学科融合、多
数据分析为支撑的定性与定量并行
的形式转变

区域绿地功能的提升建立在科学

合理的规划方法之上。在其他绿地规划

中，通常以绿地的主观评价和定性分析

为主，缺乏对市域绿色空间的统筹思考

与定量分析，难以发挥区域绿地在自然

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人居环境建设和

城乡融合等方面的功能价值。区域绿

地规划方法与城乡规划学、生态学、

地理学等学科密切相关，在多学科背

景下，产生了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理论

(Green Infrastructure，简称“GI”)、生

态系统服务理论 (Ecosystem Services，

简称“ESs”) 和景观绩效系列研究计

划 (Landscape Performance Series, 简称

“LPS”) 等众多与绿色空间相关的规划

理论和方法。例如，从城市周边及内部

的“自然生命的支持系统”[11] 出发的 GI

理论，在美国和欧洲已有一定的实践基

础和技术支撑；针对已建的城市绿色空

间进行效益量化评价 [12] 的 LPS，尝试通

过对建成绿地进行效益量化分析以反馈、

引导绿地的规划；以人从生态系统中的

直接或间接惠益 [13] 为核心，研究绿地的

供给、调节、支持和文化四类 [14] 服务功

能的 ESs 等，已形成了较成熟、可量化

的指标框架。向多学科融合、多数据分

析转变的区域绿地规划方法作为区域绿

地规划方案合理性与可实施性的保障，

能有效提升区域绿地的功能价值的发挥。

2.2 规划层级在原有其他绿地小类
基础上，增加四项绿地中类的统筹

在区域绿地的定位向改善城乡生态、

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主体空间转变的背

景下，直接针对湿地公园、郊野公园等

绿地小类的规划难以形成系统、全面的

区域绿地结构和布局，难以实现区域绿

地的定位转型以及自然资源保护、人居

环境建设和城乡融合层面的功能价值。

而在区域绿地规划转型中，通过增加风

景游憩绿地、生态保育绿地、区域设施

防护绿地与生产绿地四项中类绿色空间

的统筹规划，形成系统全面的区域绿地

表 1  从其他绿地到区域绿地的转变内容

内容 其他绿地 区域绿地 转变

概念 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居民休闲生活、城市
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有直接影响的绿地

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 ,
具有城乡生态环境及自
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保护、
游憩健身、安全防护隔
离、物种保护、园林苗
木生产等功能的绿地

①从“其他”到“区域”，区域绿
地更强调绿地对城乡整体区域的综
合效益；②区域绿地明确了与城市
非建设用地中绿色空间的对应关系；
③区域绿地进一步明确了绿地的主
体功能，包括构建风景游憩绿地体
系、管控自然、文化资源等

中类 — 风景游憩绿地、生态保
育绿地、区域设施防护
绿地和生产绿地

区域绿地增加分级，明确了区域绿
地包括的四类绿地空间类型及其主
导功能

指标 没有对应指标，部分
纳入绿地率的计算

全部纳入城乡绿地率的
计算，部分纳入绿地率
的计算

区域绿地增加了对应的绿地统计指
标，明确了绿地的统计口径

图 1  其他绿地到区域绿地的功能提升

图 2  区域绿地规划转变

其他绿地

提升城市
生态环境
质量 游憩功能

风景游憩
绿地

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与保护

提供居民
休闲生活
的空间 生态功能

生态保育
绿地

美好人居
环境建设

保护城市
景观和生
物多样性 防护功能

区域设施
防护绿地

促进城乡融合

区域绿地

区域绿地定位转变

区域绿地功能提升

区域绿地统计口径
明确

区域绿地规划层级的转变

区域绿地规划方法的转变

区域绿地规划深度的转变

在郊野公园、湿地公园等具体绿地小类层级的基础
上，增加风景游憩绿地、生态保育绿地、区域设施
防护绿地与生产绿地四项中类的统筹，使改善城乡
生态、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主体空间更加明确、系
统和完善

区域绿地对于城市生态系统、绿色基础设施等方面
十分关键，以多学科融合、多数据分析为支撑，定
性与定量并行的规划方式的转变是区域绿地充分发
挥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美好人居环境建设等
功能的重要途径

区域绿地规划从绿地空间示意向明确的绿地选址布
局和空间边界划定深化，规划深度与城市绿地规划
一致，实现城乡绿地率的计算

生产功能

生产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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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绿地中各类绿地的选址落位与空间边

界，以实现城乡绿地率的计算；同时与

城市绿地的规划深度相匹配，提升区域

绿地规划方案的可实施性。

3 区域绿地规划实践探索—以
济南市历城区区域绿地规划为例

历城区位于济南市东部，南依泰山 ,

北靠黄河，是典型的南高北低型山前平

原城市。本文以济南市历城区绿地系统

规划中的区域绿地规划为例，在现行城

市绿地系统规划方法和相关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对区域绿地规划中规划方法、

规划层级和规划深度进行探索，以有效

应对区域绿地定位转变、功能提升和绿

地统计口径的变化。

3.1 基于地理数据定量分析的规划
方法运用

在济南市历城区区域绿地规划中，

以风景园林学、城乡规划学和生态学等

多学科理论为背景，对历城区土地覆被

类型 GIS 数据、水文数据、高程数据等

进行定量分析。以历城区绿色空间的现

状分析和结构规划为例，利用生态学中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对生态系统进

行自然资本量化计算 [15]，利用景观生态

学中景观格局计算法对斑块数量、密度

等进行指标模拟，判别历城区绿色空间

的综合服务能力和现状结构，从而反映

出历城区绿色空间功能和结构的现状问

题，以引导区域绿地结构的优化。提取

由历城区林业和城乡绿化局提供的 2018

年历城区土地覆被类型数据中的林地、

耕地和草地共 3 类服务面积当量因子作

为计算因子，以谢高地等人的“中国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16] 作为计

算基础，根据 2017 年济南市粮食单产数

据和经加权平均的 2017 年统计局粮食单

价数据，求得历城区现状生态系统的总

服务价值为 7.26 亿元，单位面积生态系

表 3  历城区现状景观格局计算结果

表 2  历城区绿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一览

斑块数量 斑块密度
最大斑块
指数

景观形状
指数

蔓延度
指数

散布与并
列指数

连接度
指数

香农多样性
指数

2　904.000　0 2.431　3 6.689　1 19.668　1 39.508　2 74.071　5 1.641　3 2.428　2

生态系统
服务类型

生态服务
功能

各类绿地生态系统生态服务价值 ( 元 / 公顷 )

林地 耕地 草地
各项服务
功能值

各项服务
类型价值

调解服务 气体调节 6　371.54 1　456.35 910.22 8　738.11 33　040.99

气候调节 4　915.19 1　638.40 1　620.19 8　173.78

水源涵养 5　825.41 1　456.35 1　092.26 8　374.02

废物处理 2　384.78 2　384.78 2　985.52 7　755.08

支持服务 土壤形成与
保护

7　099.72 3　549.86 2　657.84 13　307.42 22　518.84

生物多样性
保护

5　934.63 1　984.28 1　292.51 9　211.42

供给服务 食物生产 182.04 546.13 1　820.44 2　548.61 7　554.81

原材料 4　733.14 91.02 1　82.04 5　006.20

文化服务 娱乐文化 2　330.16 72.82 18.20 2　421.18 2　421.18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461　151　367.7 240　181　250 24　838　087.55 — —

生态系统的总服务价值 726　170　705.3

空间规划体系，明确改善城乡生态、建

设美好人居环境的主体空间，以适应区

域绿地的定位转变，并支撑区域绿地的

综合功能的提升与发挥。区域绿地中针

对绿地中类的统筹规划是在对绿地小类

进行布局前的系统性规划，包括风景游

憩绿地规划、生态保育绿地规划、区域

设施防护绿地规划与生产绿地规划。其

中，风景游憩绿地的统筹规划将风景名

胜区、湿地公园、郊野公园、其他风景

游憩绿地与中心城内的公园绿地统筹考

虑，打造层级丰富、功能多样的城市公

园游憩体系，以支撑区域绿地向建设美

好人居生活环境的主体空间的定位转

变；生态保育绿地的统筹以市域山水林

田湖要素的系统分析为基础，发挥生态

保育绿地中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

生物物种栖息地等不同保育绿地的生态

功能，在形成城市层面的生态安全基底

的同时，实现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利用的管控，以支撑区域绿地向改善城

乡生态环境的主体空间的定位转变；区

域设施防护绿地及生产绿地的统筹规划

通过形成城乡生态网络等方式，促进城

乡绿色空间的一体化建设和乡村绿色空

间的品质提升，实现区域绿地对城乡融

合发展的促进作用。

2.3 规划深度从绿地空间结构示意向
明确的绿地选址布局和空间边界划定
推进

在区域绿地向与城市绿地相平衡的

定位转变和增加城乡绿地率指标的背景

下，长期停留在绿地结构示意层面的其

他绿地规划，在深度上与对各类绿地进

行全面选址布局的城市绿地规划难以匹

配。同时，缺乏明确边界界定的区域绿

地规划也难以实现对城乡绿地率的计算。

因此，区域绿地规划的深度需从绿地空

间结构示意向明确的绿地选址布局和空

间边界划定推进，明确风景游憩绿地、

生态保育绿地、区域设施防护绿地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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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服务价值为 1.45 万元 / 公顷 ( 表 2)。

计算过程如下：

                              公式 (1)

                                  公式 (2)
其中， 为历城区第 类覆被类型的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 元 )， 、 分别为历

城区第 类 ( 共 3 类 ) 覆被类型的第 项

( 共 9 项 )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为历城

区第 类覆被类型的面积 ( 公顷 )， 为第

类覆被类型的第 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单

价 [17]( 元 / 公顷 )， 为历城区生态系统

总服务价值 ( 元 )。

根据《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

2020 年 )》中对历城区绿色空间的规划

进行景观格局计算。以 10　hm2×10　hm2

为基础斑块面积进行邻近归一，选择斑

块数量 (NP)、斑块密度 (PD)、最大斑块

指数 (LPI)、景观形状指数 (LSI)、香农多样

性指数 (SHDI)、散布与并列指数 (IJI) 和蔓

延度指数(CONTAG)进行比较分析(表3)。

对历城区区域绿地的计算评估结果

反映了历城区存在绿色斑块破碎、连接

度差、景观类型分布不均和生态系统各

项服务价值差异两极化等诸多问题，明

确了历城区区域绿地需要在空间分布的

均匀程度、空间结构整体性等方面进行

优化改善。同时，以上分析数据能够作

为后续区域绿地规划布局合理性和有效

性的数据支撑，实现历城区区域绿地功

能的优化提升。

3.2 区域绿地规划中的统筹与深化
实践

在对历城区各类区域绿地小类进行

详细规划前，增加风景游憩绿地、生态

保育绿地、区域设施防护绿地与生产绿

地四项中类绿色空间的统筹规划，包括

对风景游憩绿地统筹规划的城乡公园游

憩体系规划、对生态保育绿地统筹规划

的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规划和对区

域设施防护绿地及生产绿地统筹规划的

城乡健康游步道网络规划。以构建历城

图 3  历城区城乡公园游憩体系

图 4  六项单因子适宜性建设评价

图 5  绿地适宜性建设综合评价

区城乡公园游憩体系的风景游憩绿地规

划为例，对区域绿地规划层级和深度转变

进行实践探索：①风景游憩绿地统筹规

划。在城乡绿色空间统筹视角下，以森

林公园、郊野公园和湿地公园等为绿地

载体，基于人民需求、自然资源条件与

绿地的生态效益，构建风貌多样、功能

复合的郊野公园环、两河风光带、山地

公园环等，初步形成历城区城乡公园游

憩体系 ( 图 3)。②风景游憩绿地规划深化。

图  例

图  例

图  例 图  例

图  例

图  例 图  例 图  例

高程 坡度 坡向

可达性 覆被 水文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1
2
3
4
5
6
7
8
9

1
3
5
7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中心城郊野公园环

两河风光带、山地公园环

适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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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游憩绿地涵盖风景名胜区、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和郊野公园等多种绿地类

型，其建设涉及现状自然地理条件，如

坡度、植被覆盖度等，以及绿地的可达

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绿地适宜性评

价方法通过对绿地建设影响因子进行“千

层饼模式”的叠加分析，可以实现对绿

地规划布局的引导 [18]。为此，通过绿地

适宜性评价方法对市域绿色空间进行风

景游憩绿地建设影响指标的模拟，识别

出具有风景游憩绿地发展潜力的绿色空

间，并结合绿地现状划定明确的规划绿

线，根据绿线内绿色空间的适宜性建设

程度的差异、绿地建设现状等因素引导

郊野公园、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等的选

址布局。在历城区风景游憩绿地的选址

布局中，提取历城区林业和城乡绿化局

提供的 2018 年历城区土地覆被类型数据

中林地、耕地和草地共三类绿色空间作

为绿地建设适宜性分析的计算因子，基

于地理空间数据云中的开放数据，选择

高程、坡度、坡向、可达性、覆被和水

文六项绿地建设影响因子，通过 GIS 空

间分析模块分别对六项因子进行模拟，

得到单因子的绿地建设适宜性评价结果

( 图 4)。在六项因子中，植被覆盖度与绿

地建设的适宜性呈正相关，高程、坡度、

可达时间和距水源的距离与绿地建设的

适宜性呈负相关。依据值越高越适宜绿

地建设的重分类原则对六项因子进行加

权叠加 ( 表 4)，得到历城区风景游憩绿

地选址的适宜性评价 ( 图 5) 结果。最后，

在选址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根据绿地

不同的自然资源条件进行风景游憩绿地

结构规划 ( 图 6)，根据规划结构明确郊

野公园、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等各类风

景游憩绿地选址；同时，以现状道路、

山脊线等因素共同确定绿地边界 ( 图 7)。

3.3 制定区域绿地建设实施保障措施
区域绿地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区域绿

地的建设实施，在历城区区域绿地规划图 7  风景游憩绿地布局

图 8  近期建设风景游憩绿地选址图 6  风景游憩绿地结构规划

表 4  六项因子权重一览

因子 市域内取值范围 / 分类
因子重分类 ( 重分类
值越高越适宜 )

重分类标准 权重

高程 -15 ～ 951　m 0 ～ 10 高程越低越适宜建设 0.2

坡度 0°～ 43° 0 ～ 10 坡度越小越适宜建设 0.2

坡向 北、东北、东、东南、
南、西南、西、西北

0 ～ 10 坡向越向南越适宜建
设

0.15

可达性 ( 车
行 20 km/h)

5分钟、10分钟、15分钟、
30 分钟、60 分钟

0 ～ 10 可达性时间越短越适
宜建设

0.2

覆被 (NDVI) 0.286 ～ 0.976 0 ～ 10 土地覆被情况越好越
适宜建设

0.2

水文 500　m、1　000　m、2　000　m、
5　000　m

1、3、5、7 距水资源越近越适宜
建设

0.05

图  例 图  例

片区
区域游憩绿地

绿心

片区
区域游憩绿地

绿心

绿轴
绿廊
绿楔

绿轴
绿廊
绿楔

图  例

适宜建设点

现状绿地

EG1 风景游憩绿地
市域红线
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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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针对风景游憩绿地、生态保育绿地、

区域设施防护绿地和生产绿地四项区域

绿地类型制定相应的分期建设行动导则，

以保障区域绿地的建设实施和发挥区域

绿地的综合价值。以历城区风景游憩绿

地建设行动导则为例，风景游憩绿地由

于规划规模和建设数量较大，在规划实

施过程中需要在明确绿地建设的主题、

内容、方法等具体实施策略的基础上进

行建设时序的分期执行。历城区风景游

憩绿地的建设行动导则以绿地规划布局

为基础，对各类风景游憩绿地进行建设

时序的划定，明确各类风景游憩绿地建

设的主题、功能定位、景观风貌和建设

内容等，以保障风景游憩绿地规划布局

的有效实施。历城区风景游憩绿地的近

期建设遵循结构优先原则，先期建设构

建区域游憩绿地系统的重点绿心、廊道

等，初步形成区域游憩绿地体系，发挥

区域绿地的系统性、结构性功能；按照

因地制宜的原则，优先开发资源良好区

域，以绿地建设的适宜性评价为参考依

据，明确风景游憩绿地的建设时序 ( 图 8)，

落实城乡公园游憩体系的建设实施。

4 区域绿地规划中的难点与挑战

区域绿地在其他绿地的基础上对绿

地定位、功能提升和统计口径等方面已

经做出了诸多的积极转变，同时带动了

区域绿地规划的规划方法、规划层级、

规划深度等诸多层面的转型，但区域绿

地规划中仍然存在难以规避的难点与挑

战：一是其他绿地规划中规划范围不确

定的问题在区域绿地规划中仍然存在，

区域绿地规划涉及的用地类型之多、覆

盖面积之广，使区域绿地规划的研究对

象不但复杂且研究范围难以界定，因此

在城乡山水林田湖的统筹视角下，如何

梳理区域绿地概况并划定确切的区域绿

地规划范围仍然缺乏统一的标准和划定

依据；二是规划层次的协调性问题，城

乡绿地系统规划通常按照中心城与规划

区两个空间层次进行，而在对历城区进

行区域绿地规划的过程中发现，区域绿

地的用地通常情况下分布在两个空间层

次中，为此，区域绿地的规划内容与规

划层次、规划方式如何协调仍需要进一

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王俊祺．新《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区域

绿地在“空间规划体系”中的策略研究

[C]//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18 年会论文

集，201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城市绿地分类

标准 (CJJ/T 85—2002)[S]．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3] 徐波，郭竹梅，贾俊．《城市绿地分类

标准》修订中的基本思考 [J]．中国园林，

2017(6)：64-66．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T85-2017)[S]．2017．

[5] 刘纯青，王浩．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中“其

他绿地”规划的探讨 [J]．中国园林，

2009(3)：70-73．

[6] 李升发，陈伟莲，张虹鸥．关于我国空

间规划用地分类的思考 [J]．城市与区域

规划研究，2017(4)：59-71．

[7] 邹兵．自然资源管理框架下空间规划体

系重构的基本逻辑与设想 [J]．规划师，

2018(7)：5-10．

[8] 佚名．自然资源部：掌握巨大职能，统

筹各类规划 [J]．国土资源，2018(4)：

12-14．

[9] 贾俊．关于《城市绿地分类标准》修编工

作的若干探讨 [J]．中国园林，2014(12)：

84-86．

[10] 王云才，刘滨谊．论中国乡村景观及乡

村景观规划 [J]．中国园林，2003(1)：

55-58．

[11]Benedict M A, Mcmahon E T. Green  

Infrastructure: Smart Conserv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J]. Renewable 

Resources Journal, 2002(3): 12-17.

[12] 克里斯托弗，埃利斯，权炳淑，等．景

观绩效多功能景观的度量和评估 [J]．风

景园林，2015(1)：32-39．

[13]Costanza R , D"Arge R , De Groot R , et al. 

The Va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l Capital[J]. World 

Environment, 1997(6　630): 253-260.

[14] 张永民．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

架 (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概念框架工

作组的报告 )[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

出版社，2007．

[15] 韩祎，孙辉，唐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及其评估方法研究进展 [J]．四川环境，

2005(1)：20-26．

[16] 谢高地，鲁春霞，肖玉，等．青藏高原

高寒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J]．山

地学报，2003(1)：50-55．

[17] 田志会，王润，赵群，等．2000 ～ 2012

年北京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

规律的研究 [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7(6)：76-83．

[18] 雷芸．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方法探新—

基于绿地适宜性评价的规划布局 [C]//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2009 论文集，2009．

[ 收稿日期 ]2019-05-24



12

西安纺织城地区公园绿地布局优化研究
□　王冰倩，陈晓键

[ 摘　要 ] 在存量规划背景下，城市发展愈加注重品质的提升，而公园绿地是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支撑，其布局的公平性与
便捷性直接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为了使公园绿地在有限的存量用地内最大效用地发挥其服务价值，提升用地布局的合理
性，文章结合位置分配模型，以公园绿地覆盖居民最多和居民总出行成本最小分别作为公平性与便捷性目标，通过建立公园
绿地与居民点之间的动态匹配，合理确定公园绿地的数量、位置及服务范围，再将服务人口与公园绿地面积进行校核，以保
证人均指标反映实际服务水平，并以西安纺织城地区为例，选取社区公园和游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验证，以期为现阶段公园
绿地的布局优化提供新思路。
[ 关键词 ] 存量规划；公园绿地；公平性；便捷性；位置分配模型
[ 文章编号 ]1006-0022(2020)02-0012-07　[ 中图分类号 ]TU985　[ 文献标识码 ]B
[ 引文格式 ] 王冰倩，陈晓键．西安纺织城地区公园绿地布局优化研究 [J]．规划师，2020(2)：12-19．

Optimization of Park Space Layout in Textile City, Xi’an/Wang Bingqian, Chen Xiaojian
[Abstract] Urban development highlights q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re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is greatly 
related to park space construction. Its equity and convenience directly affects the life quality of people. To optimize the value 
of park space in limited land use and the rationality of layout, the paper uses location allocation model, sets the lowest general 
outgoing cost and the most coverage of residents as the goals, and establishes a dynamic matching model between park 
space and neighborhoods. The number, location, and service area are specified, then the service population and park space 
are verified, so as to guarantee the reflection of area per capita for the actual service level. With Xian Textile city as an example, 
community park and green space are chosen for verification. It provides a new concep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ark space.
[Keywords] Redevelopment plan, Green space, Equity, Convenience, Location allocation model 

0 引言

随着人们对现阶段城市发展方式的反思及对土地

资源短缺认识的提高，城市的发展模式已经逐步向“存

量优化”转型，注重城区内部用地公平性和合理性的研

究已经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

居民利用闲暇时间进行的游憩活动日益增多，而公园绿

地是居民进行户外游憩活动的主要载体 [1]。2016 年发

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合理规划建设广场、公园

和步行道等公共活动空间，方便居民进行文体活动，

促进居民交流；强化绿地服务居民日常活动的功能，

使市民在居家附近能够见到绿地、亲近绿地。现阶段，

老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由此带来的游憩需求日益

增长，公园绿地在用地紧张的存量空间内无法充足地

配置，居民享用其服务的公平性与便捷性难以保证，

致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城市品质的提升受到了不同程

度的影响。随着城市存量规划的推进，如何合理地规

划与有效增补公园绿地，使其在存量空间内更好地满

足人们日常游憩需求，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 作者简介 ] 王冰倩，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陈晓键，博士，省部共建西部绿色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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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从居民日常游憩角度出发，

研究的公园绿地是指居民可自愿进入的，

具有休息、交往、娱乐、锻炼及观光等

游憩功能的开放空间，是提供给居民进

行日常活动且具有一定的游憩设施的公

园绿地空间，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根

据 2017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

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17)，将

公园绿地划分为综合公园 (G11)、社区公

园 (G12)、专类公园 (G13) 和游园 (G14)。

本文关注的是与居民日常活动联系最为

紧密的社区公园和游园。

公园绿地服务功能的实现与其空间

格局密切相关 [2]，目前对于公园绿地布

局的优化研究多从供需平衡 [3-5]、可达性

研究 [6-10]、服务效率 [11-13] 等方面入手，

以定量评价为基础，继而提出优化方案。

由于缺乏对住区与公园绿地布局之间的

动态匹配关系的考虑，容易造成公园绿

地分布不均及与居民需求之间的错位，

从而难以实现其布局公平性与便捷性的

社会目标。基于此，为了使公园绿地的

布局与居民的需求紧密结合以及实现存

量规划阶段用地效率的提升，本文从用

地筛选入手，尝试引入位置分配模型 ( 即

“Location Allocation”，简称“LA 模

型”) 进行新增公园绿地的选址与布局。

该模型的多种区位决策方法在其他公共

设施布局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主要

涉及医院 [14-16]、应急避难场所 [17-18]、消防

站 [19-21]、停车场 [22] 等，这些研究为公园

绿地的优化布局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LA 模型具有强大的演算和模拟分析功能，

在选址阶段就能够建立起公园绿地与居

民点之间的空间关系，并能够基于不同

的优化目标在有限的用地内挑选出最优

的公园绿地选址，不但能使得一定空间

范围内所选的设施数量最优，而且能保

证这些设施所处的区位最优 [23]，再根据

公园绿地与住区之间的匹配关系划定服

务范围，通过服务人口与公园绿地面积

相互校核，最终合理确定出适宜的公园

绿地位置、面积及服务区范围，以确保

人均公园绿地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弥补

了现阶段公园绿地布局与人口分布动态

匹配的缺失以及人均指标不能反映实际

服务水平的弊端，提升了存量用地的效

率。求解中运用的位置分配原则和网络

分析法在提高公园绿地布局公平性和便

捷性的同时，也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地区

的实际情况，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也提高了规划的合理性。

1 研究方法与数据获取

1.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运用了问卷调查法和模型

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是通过发放问卷了

解居民对公园绿地的满意度及游憩需求，

并进行统计；模型分析法主要采用 LA 模

型，该模型进行公园绿地最优选址的基

本原理是假设候选公园绿地用地为设施

点，居民点为需求点，并且空间位置已知，

根据预先设定的优化目标，系统会自动

匹配设施点和需求点，并形成服务区。

GIS 主要提供 7 种优化模型，本文采用的

是最小设施点模型、最大覆盖范围模型

及最小阻抗模型。

最小设施点模型即覆盖所有需求点

时所必需的最少设施点的数量和位置，

以满足政府部门用最低的成本为市民提

供最优的服务，可用于社区公园和游园

的初步选址，在满足覆盖条件的基础上，

可以进行下一步优化。最大覆盖范围模

型是在设施选址数目已定的情况下，在

所有候选用地中挑选出给定数目的设施

空间位置，使得位于设施最大服务半径

之内的需求点最多，从社会公平角度来

讲，社区公园布局应该能够让更多人共

享，即满足总服务人口最大。最大覆盖

范围模型用于社区公园的二次选址，以

满足公平性要求。最小阻抗模型是在设

施选址数目已定的情况下，在所有候选

用地中挑选出给定数目的设施空间位置，

使得所有使用者到达最近设施点的出行

成本之和最小。利用最小阻抗模型是公

园绿地布局便捷性的体现，可用于与居

民联系最为紧密的游园的二次选址。

1.2 研究区域
本文选取西安纺织城地区进行调研

和分析。纺织城地处西安主城区东侧，

灞桥区西部，浐灞生态区核心区以南，

白鹿塬坡底，是灞桥区人民政府所在地。

研究范围北至连霍高速公路，东至灞河

及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南至咸宁东路，

西至东三环路，主要包含纺织城街道和

席王街道，面积约为 15　km2，人口约 18

万。研究区域范围内以居住功能为主，

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社区关系，包含旧

住区、城中村和新建小区等多种居住形

态，该地区面临着旧城更新改造，具有

一定的典型性。纺织城地区在过去几十

年中人口数量和老龄化程度均有所增加，

而公园绿地建设速度缓慢，居民强烈的

游憩需求与公园绿地面积不足的矛盾十

分突出。合理规划纺织城地区公园绿地，

满足地区居民公平享受公园绿地的服务

功能及老龄化社区居民出行的便捷性需

求日益紧迫。

1.3 数据获取
根据上文的介绍，应用以上模型需

要的数据包括研究区域内已有设施点和

候选设施点的数据集、区内所有需求点

的数据集、道路网数据集，相关数据如

表 1、图 1 所示。

在资料来源方面，人口数据、用

地现状、绿地斑块及拟建设施点等均为

2019 年实际调研所得。

(1) 点数据获取。

本文获取的点数据主要包括设施点

数据和需求点数据，设施点数据主要来

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现状设施点数据，

即现状社区公园和游园。二是候选设施

点数据，主要将土地利用规划图和现状



14

表 1  研究所需原始数据与目标数据

表 2 纺织城地区现状情况统计

数据类型 目标数据 原始数据

点 需求点数据 纺织城街道、席王街道人口数据

灞桥区纺织城用地现状图

纺织城地区人口分布

设施点数据 灞桥区土地利用规划 (2006—2020)

现状公园绿地斑块

现状空地、建筑质量较差用地

线 线数据 灞桥区交通路网布局图 (2020)

纺织城街道、席王街道现状路网图

面 分析数据 灞桥区行政区划

拟建公园绿地的设施点面积

研 究 区 域
面积 /km2

研究区域人
口 / 万人

类别
面积 /
hm2

服务区面
积 /km2

服务区面积
覆盖率 / %

服务区人口
覆盖率 / %

人均指
标 / m2

15.43 18.3 社区公园 3.14 2.45 15.88 25.3 0.17

游园 8.65 1.73 11.21 20.53 0.47

图相结合，把城市中的空地、建筑质量

较差的用地作为公园绿地设施点的候选

用地。因为旧住区用地紧凑，周围用地

性质不易改变，所以暂不考虑周边用地

对本次公园用地候选点选取的影响。最

终，获取设施点数据 119 个，总面积约

为 3　km2；需求点数据主要考虑人群分布，

原则上每个人都是一个需求点，为了便

于计算，将每个居住组团统计为一个需

求点，面积约为 4　hm2，人口约 1　500 人，

求得纺织城地区共有 130 个需求点。

(2) 线数据的获取。

线数据即研究区域的道路中心线，

是设施点和需求点之间的桥梁，研究结

图 1  基础数据准备图示 图 2  纺织城地区现状公园绿地服务范围

合灞桥区的远期交通路网布局图及现状

道路，建立线数据图层。由于到达公园

绿地以步行为主，研究不再对道路进行

分级、单双线等设置。

(3) 面数据获取。

面数据主要有行政区划及候选设施

点的面积，主要用于按人口分布的面积

校核，以最终确定公园绿地规模。

2 西安纺织城地区公园绿地选址与
布局

2.1 纺织城地区公园绿地现状和需求
分析
2.1.1 现状分析

纺织城地区人口分布较不均匀，核

心区人口密集，边缘区人口稀疏，现状

仅有一处社区公园及少部分的沿街游园，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足 3　m2( 包含居住

组团内的绿地 )，远低于《城市用地分

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提出的人均公

园绿地 8　m2 的标准，公园绿地建设严

重匮乏。根据现状统计，社区公园与游

园作为与居民联系最为紧密的游憩用地，

分布不合理，核心区人口较多而绿地较

少，居民到达公园绿地极不便捷，且绿

地覆盖率不足 ( 图 2)，被覆盖的区域人

均绿地指标不足 1　m2( 表 2)，显然目前

的纺织城地区居民在生活中实际享有的

公园绿地服务水平还非常低。

2.1.2 需求分析和相关指标确定
为了解纺织城地区居民对现状公园

绿地的满意度，笔者通过发放问卷的形

式对该地区进行调研，所调研的对象是

在该地区居住时长超过三年，并且经常

进行游憩活动的群体。在住区内发放问

卷 80 份，在公园绿地内发放问卷 15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26 份。在有效样本中，

男女比例为 7 ︰ 3，考虑到该地区游憩群

体以老年人居多并且老龄化严重的现状，

在问卷发放数量上略向老年群体倾斜，

50 ～ 70 岁人口占比约为 30%。通过问

图  例

图  例

居住用地人口

交通网络节点
道路
候选用地
居住用地
现状绿地

现状绿地
交通网络节点
道路
纺织城公园服务半径 1 200 m
游园服务半径 500 m

102 ～ 775
776 ～ 1 714
1 715 ～ 2 678
2 679 ～ 4 284
4 285 ～ 6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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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结果分析，居民对公园绿地的满

意度较低，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占比超

过了 50%，尤其是在纺织城核心人口密

集区，不满意程度更高。被访者对公园

绿地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空间缺乏与不

便到达。

对该地区居民到达公园绿地的出行

方式进行调查发现，步行为主要的交通

方式，占所有交通方式的 73%。在居民

到达社区公园的可接受步行时间中，15

～ 20 分钟所占比例最大，其次 20 ～ 30

分钟也可接受；到达游园的可接受步行

时间为 5 ～ 10 分钟，其次 10 ～ 15 分钟

也可接受。根据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理念，

结合老年人步行速度，对服务半径和步

行时间进行适度调整，最终确定到社区

公园的距离为步行 20 分钟，服务半径为

1　200　m；到游园的距离为步行 10 分钟，

服务半径为 500　m。《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T 85—2017) 对社区公园规模做出了

大于 1　hm2 的规定，未对游园规模及人

均绿地指标做规定；《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标准》(GB 50180—2018) 将 15 分钟生

活圈的人均公共绿地指标确定为 2　m2，

将 5 分钟和 10 分钟生活圈的人均绿地指

标确定为1　m2。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指标，

结合实地调研，针对纺织城地区现状公

园绿地指标偏低与居民迫切的游憩要求

相矛盾的问题，将该地区社区公园的规

模和人均指标下限分别限定为 1　hm2 和

1.5 平方米 / 人；游园由于要考虑居民使

用紧邻性的要求，规模不宜过大，但为

了满足居民游憩活动的使用需求，建议

规模大于 1　000　m2。游园与居民联系更

为便捷，使用频率大于社区公园，在规

划布局中应持鼓励态度，但因其层级低

于社区公园，故将游园人均绿地指标设

定为 1　m2( 表 3)。通过对该地区人口的预

测，求得规划年限内应该新增的社区公园

和游园需求量 ( 表 4)。

2.2 纺织城地区公园绿地选址及空间
布局
2.2.1 社区公园区位选择

在社区公园选址中，从已经确定

的公园绿地候选用地中筛选出面积大于

1　hm2 的用地，先运行最小设施点模型，

阻抗中断根据社区公园的服务半径设置

为 1　200　m，把现有的纺织城公园作为设

施必选点。运行结果如图 3 所示，共需

要设置社区公园 11 个，保留原有纺织城

公园，共需要新设置社区公园 10 个。因

为过多的社区公园不利于用地的经济性，

所以根据最大覆盖范围模型对上一步的

选址进行优化：从 5 个设施点到 11 个设

施点进行统计 ( 表 5)，研究发现，在布

局 7 个社区公园时，服务人口覆盖率和

服务面积覆盖率均超过 90%，再增加设

施点，其服务面积和服务人口相差不大，

所以初步选址确定社区公园个数为 7 个

( 图 4)。

2.2.2 社区公园的规模配置和空间

布局
在社区公园选址的初步位置确定后，

要基于人口分布划分服务范围和确定社

区公园的面积。首先，根据社区公园服

务的住区，确定服务范围内的人口数量，

并与社区公园的设计人口容量相比较，

计算出社区公园人口的盈余与缺口；其

次，根据人口配置缺口与盈余情况进行

社区公园位置和规模的调整与优化，并

重新划分服务区，最终目标是使得每个

社区公园都能够满足服务范围内的居民

的人均公园绿地指标需求。

以实际的人口分布为基础，通过上

图 5  社区公园初步选址服务区

图  例
需求点
道路
社区公园初步选址服务区范围
纺织城公园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建筑
社区公园候选用地

图 3  社区公园最小设施点模型 (11) 布局点

图  例
需求点
社区公园候选点
社区公园服务的居民点
道路
社区公园候选用地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建筑
纺织城公园

图 4  社区公园最大覆盖范围模型 (7) 布局点

图  例
需求点
社区公园候选点
社区公园服务的居民点
道路
社区公园候选用地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建筑
纺织城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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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人均指标来计算，需要的社区公园面

积也较少，另一方面是边缘地带街道尺

度大，候选社区公园用地面积充足，但

服务区 1、2 位于新开发区，是未来人

口增加的主要地带，因此服务区面积可

暂不做调整。服务区 3、4 的社区公园

缺少面积较多，这两个服务区人口密集，

服务区 3 位于席王街道，区域内高层住

宅较多，且被选中的用地位于市中心，

周围为商业用地，布局较为紧凑，但其

东侧有大片未建设的工地，在新规划中

可以建议设置 3.5　hm2 的社区公园即能

满足该服务区的要求；服务区 4 位于旧

工业住区核心地区，常住居民多为下岗

职工，人口密度大，该区域布局紧凑但

周围用地效率不足，被选中作为社区公

园的用地面积较小，可以将部分房屋拆

迁，与东侧空地共同形成服务区 4。服

务区 5、6、7 面积相差不大，周围均有

用地进行补充，暂不作调整，最终形成

社区公园布局及服务区范围 ( 图 6，表 7)。

2.2.3 游园的区位选择
游园的预设目标是居民总的出行成

本最小，以规定时间内到达游园的数目

及地块内居民到达游园的总耗时为衡量

标准。布局方法与社区公园一致，在候

选用地中剔除已经作为社区公园的用地，

将已有的游园作为必选点，阻抗中断设

置为 500　m，运行结果如图 7 所示：原

有游园 17 个，新设置游园 26 个，共有

游园 43 个。在利用最小阻抗模型求解时，

从设施点 30 个开始每隔两个进行统计，

研究发现，总布局 38 个游园地块内居民

总出行时间最短，再增加游园数目，所

服务的住区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总出行

效率降低 ( 表 8)，所以加上现状 17 个游

园共布局 38 个游园较为合理 ( 图 8)。

2.2.4 游园的规模配置和空间布局
游园位置的选址确定后，下一步需

进行服务范围的划分与人口校核，计算

出游园服务范围内的人口数量，与游园

设计容量进行对比 ( 图 9，表 9)。对人均

指标过大的用地进一步划分，避免用地

浪费；对于人均指标不足的用地进行增

补，形成优化调整方案，再重新运用最

小阻抗模型进行求解，形成服务区范围。

一般来说，游园由于服务半径的限

制，服务区内服务人口相对较少，而候

选用地面积大小不一，共分为三种情况：

述方法对纺织城地区确定的 7 个社区公

园服务范围进行划分 ( 图 5，表 6)，结

果显示，服务区 1、2、7 均有人口盈余，

而服务区 3、4、5、6 均存在社区公园

面积不足的情况。从人口分布来看，服

务区 1、2、7 均位于研究区域的边缘，

一方面是该区域人口相对较少，如果按

表 6  社区公园服务区初步选址数据

表 7  社区公园最终选址面积及其服务区内的人均面积统计一览

服务区 面积 /hm2 服务人口 /
人

人均指标 /( 平方
米 / 人 )

盈余服务人
口 / 人

盈余服务面积 /
hm2

服务区 1 3.58 10　217 3.50 13　650 2.05

服务区 2 5.50 25　073 2.19 11　594 1.74

服务区 3 1.24 29　971 0.41 -21　704 -3.26

服务区 4 1.25 35　573 0.35 -27　240 -4.09

服务区 5 3.29 30　143 1.09 -8　210 -1.23

服务区 6 3.13 21　762 1.44 -895 -0.13

服务区 7 2.92 15　443 1.89 4　024 0.60

服务区 面积 /hm2 服务人口 /
人

人均指标 /( 平方
米 / 人 )

盈余服务人
口 / 人

盈余服务面积 /
hm2

服务区 1 3.58 10　190 3.51 13　677 2.05

服务区 2 5.50 27　035 2.03 9　632 1.44

服务区 3 4.63 23　349 1.98 7　518 1.13

服务区 4 5.73 31　417 1.82 6　783 1.02

服务区 5 4.57 30　143 1.52 324 0.05

服务区 6 5.10 29　958 1.70 4　042 0.61

服务区 7 2.94 17　068 1.72 2　532 0.38

表 5  社区公园数目与服务人口和服务面积覆盖率

表 4  纺织城地区公园绿地需求统计

社区公园数目 5 6 7 8 9 10 11

服务人口覆盖率 /% 69.01 84.20 95.30 95.96 96.50 98.40 99.70

服务面积覆盖率 /% 72.54 83.90 93.27 94.83 99.29 98.52 99.80

研究区域人口
(2019 年 )

远期预测人口
(2030 年 )

类别
现状面积 /
hm2

拟规划面积 / 
hm2

需求量 /
hm2

18.3 万人 21 万人 社区公园 3.14 31.5 ≥ 28.36

游园 8.65 21.0 ≥ 12.35

表 3  社区公园、游园相关指标确定

研究类型 规模 人均指标 服务半径 步行时间

社区公园 ≥ 1　hm2 1.5　m2 1　200　m 20 分钟

游园 ≥ 1　000　m2 1　m2 500　m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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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像地块 1、13 这种游园面积较

大而服务人口少的，这类用地可以在候

选用地内进行最小面积确定，便于后期

用地开发；第二类是像 2、12 这类用地

求；对于一些服务区内人口较少的游园

可以进行撤并，以保证布局的有效性。

另外，地块中部是纺织城地区人口密集

区，老年人较多，导致游园需求增加，

图 6  社区公园终选位置及服务区 图 7  游园最小设施点 (43) 布局点 图 8  游园最小阻抗 (38) 布局点

图 9   游园初步选址服务区划分

表 8  游园数目、服务人口和服务面积以及到达游园总耗时统计

游园数目 30 32 34 36 38 40 42 43

服务人口覆盖率 /% 76.50 80.35 81.28 83.0 86.89 88.70 89.76 92.10

服务面积覆盖率 /% 76.76 80.83 82.79 84.64 89.10 90 90.43 92.94

10 分钟内到达游园个数 108 112 115 117 119 121 123 124

10 分钟到达游园总耗时 / 分钟 683.96 700.02 704.72 694.96 693.65 700.05 709.96 718.25

人均指标稍大于 1　m2 的，为了鼓励游园

发展，暂不做调整；第三类是如 15、35

等用地不足的地块，可根据周边空闲用

地进行增补，以达到游园人均指标的要

图  例 图  例

需求点
游园候选用地点
游园服务的居民点
道路
游园候选用地
现状游园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建筑

需求点
游园候选用地点
游园服务的居民点
道路
游园候选用地
现状游园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建筑

图  例
需求点
道路
游园初步选址服务区
游园候选用地
现状游园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建筑

图  例

需求点
道路
社区公园服务的居民点
社区公园终选位置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建筑
社区公园终选服务区

图 10  游园终选位置及服务区 图 11   社区公园和游园最终布局

图  例
需求点
游园服务的居民点
道路
游园终选用地
游园终选服务区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建筑

图  例
道路
现状绿地
社区公园终选位置
游园终选位置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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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扩大，再用最

小阻抗模型进行检验，最终形成 39 个游

园的空间布局 ( 图 10，表 10)。

2.3 纺织城地区公园绿地最终选择与
比较分析

通过对纺织城地区社区公园和游园

的需求分析、初步选址、选址筛选、规

表 10  游园最终选址面积及其服务区内的人均面积统计一览

表 11  纺织城地区社区公园和游园布局指标分析

服
务
区

游园
面积 /
hm2

服务人
口 / 人

人均游园
面积 /( 平
方米 / 人 )

服
务
区

游园
面积 /
hm2

服务
人口 /
人

人均游园
面积 /( 平
方米 / 人 )

服
务
区

游园面
积 /hm2

服务人
口 ( 人 )

人均游园
面积 /( 平
方米 / 人 )

服
务
区

游园
面积 /
hm2

服务人
口 / 人

人均游园
面积 /( 平
方米 / 人 )

1 0.19 1　748 1.09 11 0.44 3　752 1.17 21 0.92 5　232 1.76 31 1.67 11　477 1.46

2 0.69 5　660 1.22 12 0.39 3　102 1.26 22 0.40 　3　704 1.08 32 1.69 6　545 2.58

3 0.37 1　884 1.96 13 0.25 1　921 1.30 23 1.00 9　226 1.08 33 0.72 5　113 1.41

4 0.73 7　272 1.00 14 0.21 2　042 1.03 24 0.73 6　212 1.18 34 0.86 691 12.45

5 1.30 5　389 2.41 15 0.57 4　765 1.20 25 1.39 10　179 1.37 35 1.09 6　426 1.70

6 0.81 7　041 1.15 16 0.43 3　893 1.10 26 0.80 3　726 2.15 36 0.52 3　298 1.58

7 0.22 2　012 1.09 17 0.46 2　638　 1.74 27 0.70 4　933 1.42 37 0.77 7　021 1.10

8 0.82 6　592 1.24 18 0.50 4　172 1.20 28 0.61 0 0 38 0.49 3　286 1.49

9 0.64 3　606 1.77 19 0.60 2　502 2.40 29 0.90 0 0 39 1.07 4　047 2.64

10 0.27 2　146 1.26 20 0.49 4　410 1.11 30 0.96 0 0 总计 27.67 167　663 1.51

模配置及分布优化，最终形成了纺织城

地区公园绿地空间布局 ( 图 11)，这一套

方法能保证在一定时间内达到社区公园

的服务范围最大化和游园的总出行距离

最小，并且人均指标符合规定要求。社

区公园和游园的住区人口覆盖率均达到

了 90% 以上，保证了公园绿地布局的公

平性，居民到达最近社区公园的平均出

类型
总面积 /
hm2

人均面积 /( 平方
米 / 人 )

覆盖住区人
口 / 人

住区人口覆
盖比 /%

总覆盖居民点 耗时

社区公园 32.05 现状：1.75 169　160 92.4 111 20 分钟能到达社区公园的总耗时：1 390.8 分钟

远期：1.52 20 分钟能到达社区公园的平均耗时：12.5 分钟

游园 27.67 现状：1.51 167　663 91.6 114 10 分钟能到达游园的总耗时：668.2 分钟

远期：1.31 10 分钟能到达游园的平均耗时：6 分钟

行时间为 12.5 分钟，到达最近游园的平

均出行时间为 6 分钟 ( 表 11)，提升了整

体地块用地效率和公园绿地的服务水平，

使得空间布局满足了公平与便捷的要求。

3 结语

在存量规划背景下，城市公园绿地

表 9 游园初步选址面积及其服务区内的人均面积统计

服
务
区

游园
面积 /
hm2

服务人
口 / 人

人均游园
面积 /( 平
方米 / 人 )

服
务
区

游园
面积 /
hm2

服务
人口 /
人

人均游园
面积 /( 平
方米 / 人 )

服
务
区

游园面
积 /hm2

服务人
口 / 人

人均游园
面积 /( 平
方米 / 人 )

服
务
区

游园
面积 /
hm2

服务人
口 / 人

人均游园
面积 /( 平
方米 / 人 )

1 4.68 1　748 26.81 11 0.86 3　752 2.30 21 0.28 4　410 0.63 31 0.61 0 0

2 0.69 5　660 1.22 12 0.39 3　102 1.26 22 0.92 5　232 1.76 32 0.90 0 0

3 1.10 1　561 7.05 13 0.86 1　921 4.48 23 0.15 612 2.46 33 0.96 0 0

4 0.32 7　272 0.44 14 0.39 2　042 1.92 24 0.31 3　704 0.84 34 0.86 13　497 0.64

5 0.16 10　963 0.15 15 0.17 4　765 0.36 25 0.30 4　458 0.67 35 0.29 9　256 0.31

6 2.03 7　041 2.88 16 0.16 3　893 0.42 26 0.28 6　212 0.45 36 0.30 9　256 0.32

7 0.33 1　923 1.72 17 2.78 2　638 10.54 27 0.38 10　431 0.37 37 0.37 691 3.8

8 1.06 5　599 1.89 18 1.84 136 134.96 28 0.14 5　669 0.24 38 0.63 8　687 0.72

9 1.62 4　975 3.25 19 2.82 4　175 6.74 29 0.36 1　340 2.69 总计 31.47 159　022 1.98

10 0.27 2　469 1.11 20 0.60 2　502 2.41 30 0.28 3　593 0.77 注：31、32、33 为现状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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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采取“见缝插针”的布局形式。为

了公园绿地的科学选址与规模合理的配

置，提升地区用地布局的效率性，本文

引入了 LA 模型，设定了公平性与便捷性

的优化目标来对公园绿地的选址和布局

进行研究，并以西安纺织城地区为例，

选取社区公园和游园进行验证，研究结

果表明：①通过从住区出发，研究较小

尺度范围的公园绿地布局优化，以实际

的人口分布和道路交通为基础，能够使

规划结果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符合以人

为本的规划理念；②在存量规划阶段，

LA 模型具有较好的适应性，该模型具有

不同的优化目标来适用于不同的优化场

景，能够将不同类型的公园绿地按照预

先设定的目标进行合理的匹配，能有效

提升存量用地布局的效率性；③针对现

阶段用地紧凑及游憩需求增多的社会现

实，本文结合纺织城实地调研情况及相

关规范要求，合理地确定纺织城地区社

区公园和游园的服务半径与人均指标，

从结果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④ LA

模型中通过将居民点和公园绿地进行匹

配而进行选址和服务区划分，能够有效

地解决公园绿地布局与居民需求之间的

错位问题，保证了人均指标反映的是实

际的服务水平，最终布局使得一定步行

范围内公园绿地的服务人口达到 90% 以

上，居民到达最近公园绿地的时间明显缩

短，提升了规划布局的合理性。

公园绿地从地域公平向社会公平转

变，其布局关注设施供给与人口匹配的

关系，随着社会正义理念的提出，公园

绿地布局也应关注不同人群活动偏好，

以及向弱势群体倾斜，今后应更加充分

考虑不同人群的游憩需求，以期更好地

指导公园绿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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