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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进展
Progress of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Public Health

Dong Yuping, Liu Helin, Qi Jun

快速城镇化与城市致密化发展，一

方面引起了环境污染、汽车依赖的生活

方式等问题，进而使得人类疾病谱发

生改变，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

肥胖等慢性疾病已经成为威胁居民健

康的主要病因；另一方面，此种城镇化

发展模式还造成城市绿地在数量上不

断受到挤压，在空间格局上面临破碎化

的风险，导致其可达性与服务质量随之

降低 [1]。然而，城市绿地（尤其是公共

绿地）作为建成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证明具有改善社会经济条件差的女性

的妊娠结果 [2]，减少心血管及呼吸道疾

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 [3-4]，减少健康不平

等状况 [5]，促进体力活动 [6]，缓解压力 [7]，

降低患肥胖症风险 [8]，提高总体健康状

况（general health）[9]，改善社会关系 [10]

等促进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的效益，

并能够引导居民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

方式 [11]。此外，接触自然能够对人类

产生长期健康效益，儿童时期与自然有

亲密接触或者经常使用公园等绿色空

间，成年后更倾向于产生“亲环境行

为”[12]。因此，国内外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通过改善绿地的可达性和可获得性、

减少绿地服务不平等等方式来缓解公

共健康问题的政策与文件 [13-16]。关注和

重视接触自然产生的健康促进效益，对

于保持和改善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这些政策措施并未为城市建设

摘要：城市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城市居民亚健康问题日益突出，而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绿地具

有健康促进功能。因此，近年来有关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成为健康城市领域研究的

热点。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包括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影响健康效益发挥的因素以及绿地促

进健康的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基于此，文章对当前有关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进展进

行梳理述评。研究进展表明：影响城市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直接因素包括城市绿地的可获得性、

可达性和绿地的自身特征，其作用机制包括文化生态服务、生态调节服务和生态支持服务。同时，

健康效益受到相关调节因素的影响。总体来看，目前大部分研究并未涉及绿地产生健康效益的

完整作用路径，在研究中涉及的指标选取、数据获取、分析方法和研究单元等方面存在一定局

限性，有待于采用多源新数据和新的分析技术予以解决。最后，文章提出了有关城市绿地与健

康关系的七个方面问题，在城市规划领域需要进行深入而务实的研究。

Abstract ：Urban life in recent years has turned to be more sedentary, which has caused the pressing issue 
of public’s subhealth.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urban green space (UGS) can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health. Thus, themes relate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GS and public health has recently 
become the research focuses in the field of healthy cities. Generally, these themes can be grouped into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the health benefits from UGS, th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se benefit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at generate these benefits. In this sense, this paper organizes the reviews and 
comments in three dimensions accordingly. The extant research displays that three categories of impact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health benefits, namely the availability, the accessibility and the self-features of 
UG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work through 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 regulating ecosystem 
services and support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addition, different moderators, such a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can also exert their impacts. However, the complete interaction 
pathways between UGS and public health have almost not been explored. Moreover, the indicators, data, 
analysis methods as well as spatial analysis unit used by those published works are still limited,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by new multiple-data sources and analysis techniques. Regarding these issues, in the end we 
propose seven research dimens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GS and public health that entail much 
deeper explorations and more applicable conclusions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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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具体引导 [12]。在健康城市发展背景下，城市绿地如何规

划和管理，成为间接改善公共健康的关键问题 [1]。 

以促进公共健康为目的的城市绿地规划成为一项具有挑

战性的任务 [1]。在中国，这项挑战更为严峻，因为在绿地发

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绿地规划过多地强调绿地总体空

间形式（结构与布局），将景观 / 美学功能及生态价值作为

规划的重点，对使用者真正的需求考虑不足 [17-19]。相应地，

其制定的绿地指标仍围绕传统的如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等维度展开 [20]，使得建成绿地未能有效发挥

提高体力活动水平、缓解心理压力、促进社会交往等健康促

进作用。此外，多样化的学科背景及其差异化的研究现状，

使得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因切入点不同而呈碎片化

发展态势，鲜有文章基于城市规划视角，对相关理论和研究

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21-25]。因此，对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

关系研究进展的综述，不仅有助于重新审视现有绿地规划在

健康导向的新时代背景下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还有助于厘清

当下研究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和坐标，为未来此领域的研究

提供参照。

目前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流行疾病

学领域 [23-24]，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绿地能够产生的健康促进

效益，且研究成果主要基于北美、欧洲的发达国家 [23]，对于

产生这些效益的具体作用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 [26]。流行病学

研究已证明绿地某些测量指标（如可达性、质量）与健康效

益之间的关联性 [27]。但是，创造、优化具有健康促进功效的

自然环境，并将其以更好的方式融入建成环境，需明确：哪

些健康结果最有可能受到绿地的影响，哪些绿地特征影响居

民的绿地使用，哪些接触途径对使用者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以及从根本上说，健康与绿地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关系，绿

地如何影响健康和健康促进行为等问题 [23]。研究表明，城市

绿地通过影响居民的绿地使用，发挥着健康促进作用 [28]。其

中，城市绿地对居民的健康作用途径因城市绿地特征、人口

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及建成环境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并

因此产生不同的健康促进效果 [29]。且居民通过使用绿地获得

健康效益后，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其对绿地的需求及价值导

向，从而对绿地使用产生新的影响；另一方面，规划师与决

策者可基于绿地的使用情况和居民的反馈，重新调整、改善

现有绿地特征，同样会对绿地使用产生新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述评 ：第一，城市

绿地对居民可产生哪些健康效益？第二，城市绿地哪些特征

影响其健康功效的发挥？第三，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产生促

进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

理述评，不仅有助于从全貌把握哪些绿地指标对改善健康具

有显著的贡献，为未来绿地系统规划中应该重点考虑的绿地

指标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健康城市领域的理论探讨提供

参考。

1  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

研究表明，居民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暴露于自然、半自

然环境中，均能产生一定健康促进效益 [30]。根据理论与实践

研究中所采用的健康结果衡量指标，绿地的健康促进效果主

要包括促进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和总体健康四个

方面（表 1）。其中，降低全因死亡率、延长寿命、提高总

体健康感知（perceived general health）、幸福感、生活满意度、

福祉等归为总体健康效益。

一直以来，绿地被认为是缓解压力、恢复注意力的理想

场所 [31]，心理健康也因此成为绿地与健康领域的主要研究方

向 [23]，其中，大部分学者通过压力感知量表（PSS: Perceived 

Stress Scale）、自我评估（self-rated/reported）等方法对心理

健康结果进行测量，但这些方法的主观性可能会引起数据偏

差问题 [32]。为更好地衡量健康促进效益，部分研究通过唾液

皮质醇、皮肤电导率等生物指标进行客观测量 [33-34]。分析方

法上，除少数学者通过采用自然剂量效应模型， 量化了绿地

促进心理健康的因果关系外，大部分则属于相关性研究，但

都基本证实了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23]。

相较于心理健康效益，绿地的生理健康促进功能在结论

上呈现多样化 [23]。但这并不影响绿地促进生理健康的事实，

表 1  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

健康类别 健康结果

心理健康
促进总体精神健康（general mental health）、改善注意力缺陷障碍症状（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symptoms）、减轻痛苦感、缓解压力、调节情绪、

改善焦虑及抑郁症状、提高认知能力

生理健康
改善婴儿出生体重、降低超重或肥胖几率、降低患心血管疾病及糖尿病风险、减少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促进生理健康感知、降低患癌

症风险

社会健康 提高社区满意度、增强社会安全感、促进社会总体健康、提高社会凝聚力、降低犯罪率

总体健康 减少健康抱怨次数（number of health-related complaints）、改善总体健康状态（general health）、提高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减少全因死亡率

注： （1）表中梳理出的健康结果并不包含绿地的所有健康促进效益，文章仅梳理了目前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研究得出的主要健康结果；（2）对于

表中列举的健康结果，并不是所有研究都得出一致性结论，虽出现少数不相关或相反的结论，但多数研究结论支持了绿地的这些健康促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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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可能与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社会

经济及周围建成环境等特征有关 [24]。虽然绿地具有产生多种

生理健康促进效益的潜力，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地与

超重和肥胖之间的关系上，这可能因为超重和肥胖既是目前

主导的慢性疾病之一，又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

疾病的重要病因 [35]。

对于绿地的社会健康效益，值得一提的是，建筑周围的

绿地并不总是能降低犯罪率的发生。郭等（Kuo et al.）在芝

加哥市公寓大楼附近的犯罪率研究中，发现植被密度高的建

筑周围犯罪率低 [36]，而特洛伊等（Troy et al.）在巴尔的摩的

研究发现在犯罪率高于某一阈值的街区，靠近绿地的地方反

而有较高的犯罪率，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绿地又可被认为

因视线阻碍，提高了犯罪率 [37]，绿化程度应该在一定阈值范

围内产生积极影响。

涉及总体健康效益的研究，目前大部分采用自我报告

（self-report）或自我评估（self-assessment/self-rated）的方式获

取相关总体健康效益指标（马瓦达等 [Mavaddat et al.] 通过队

列研究（cohort study）证明了这种方法能够一定程度上衡量

人的三维健康 [38]），虽表现出一定主观性，但研究结论具有

相对一致性，即绿地能对居民的总体健康产生积极影响 [39]。

2  影响城市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因素

绿地作为供给侧，其自身特征，例如植被类型、尺度大

小等对健康具有不同影响，但是，由于健康效果表现在利用

绿地的人群身上，因此绿地与人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空间

关系，也构成了影响城市绿地健康效益的重要因素，总体来

说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可获得性与可达性。此

外，即使在相同的绿地特征、绿地可获得性和绿地可达性条

件下，处于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居环境中的不同人群所能

获得的健康效益也会有所差异。因此，这种与人群自身条件

和总体环境相关的因素被统称为潜在调节因素，而绿地自身

特征、绿地可获得性和绿地可达性等影响居民绿地使用的因

素被统称为直接影响因素 [40]。

2.1  绿地自身特征
绿地自身特征是针对单个绿地而言，主要指影响健康

促进效益发挥的内部特征及属性，包括尺寸、构成要素、质

量等多个方面。研究表明绿地的这些自身特征通过影响绿

地使用，促进或抑制健康效益的发挥 [41-42]。如施皮普林等

（Schipperijn et al.）通过横断面研究发现居民室外体力活动

与最近城市绿地的尺寸、步行 / 骑行路径、水体特征、照

明、怡人的景色等有积极联系 [43] ；而更有说服力的是布拉纳

（Branas）[44]、韦斯特（West）[45]、维奇（Veitch）[46]、科恩

（Cohen）[47] 等采用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和随机对照

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的方法，证明绿化土地、

定期维护、增加步行道 / 绿道等干预措施能够明显提高绿地

使用频率和使用者体力活动水平。这可能因为绿地内的元素

和设施对游客的偏好、活动和使用量产生影响 [39]，同时高质

量的城市绿地能够优化居民的审美体验，促进其进行户外社

交活动和体力活动 [23]。

目前大多数基于绿地自身特征对其健康效益发挥的研

究，主要从绿地的构成要素、绿地的基本属性、绿地的质量

以及绿地的管理 / 监督四个维度展开（表 2）。其中，城市绿

地的维护和干净度被认为是影响居民使用的最重要的两个方

面，因为不良的维护、脏乱差等问题，会降低绿地的安全感，

从而减少或阻止绿地使用 [39]。

提高现有绿地质量，被视为促进绿地效益发挥的一项重

要措施，因为在不能提供更多公共绿地的情况下，提高绿地质

量能够提高其吸引力，促进居民使用 [48]。但是相较于量化指

标（主要指可达性、可获得性指标），目前对绿地自身特征这

一维度的健康促进效益研究较少，这可能是因为绿地质量等自

身特征并未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文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 [1]。

2.2  绿地可获得性
绿地可获得性是基于绿地供给与人群需求之间关系提出

的一个概念，如目前国内绿地系统规划中常用的人均绿地面

表 2  健康导向下的绿地自身特征衡量指标

直接影

响因素

类别

指标类别

说明

直接影响

因素指标
直接影响因素详细测量方法

绿地自

身特征

针对单个

绿地而言，

影响其健

康促进效

益发挥的

内部特征

及属性

（1）绿地

构成要素

自然元素（如水体、植物、野生动物等）

绿地内的设施类型（如步行 / 骑行道、运

动场地等）

（2）绿地

基本属性

绿地的尺寸

绿地类型（如口袋公园、森林公园等）

绿地 / 植被结构（如乔灌比例）

（3）绿地

的质量

绿地内设施的数量 / 设施类型数量

绿地的吸引力 / 审美价值 / 休闲娱乐价值

（如干净整洁、无涂鸦、无破坏、有自然

声音、有芳香气味等）

绿地的物种丰富性 / 生物多样性

绿地的自然度（degree of naturalness）

绿地质量感知/总体印象（general impression）

（4）绿地

管理/监督

组织 / 计划活动

有公园董事 / 公园咨询委员会

绿地具有安全感

绿地维修 /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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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健康导向下的绿地可达性衡量指标

直接影响因素类别 指标类别说明 直接影响因素指标 直接影响因素详细测量方法

绿地的可达性（主

要关注基于家 / 住宅

一定缓冲范围内的绿

地，常用的缓冲距

离有 250 m、500 m、 

1 000 m、0.5 英里 [ 约

800 m]以及1 英里 [约

1 600 m]

基于个体对绿地的实际

获得与使用视角，考虑

到绿地分配公平性，用

以衡量个体到达绿地的

容易度。一方面强调从

起点到绿地的距离（包

括物质空间距离和心理

感知距离）或时间；另

一方面强调个体获得绿

地的能力和便利度

（1）基于家 / 住宅一定缓冲距离内的绿

化水平

调查对象绿化感知 / 自我报告的绿化水平、评分员评估的绿量

NDVI

总绿地面积

绿地百分比

（2）特定绿地类型（如最近绿地、公园

等）与家 / 住宅的邻近度

从家 / 住宅到特定绿地的距离

从家 / 住宅到特定绿地的时间

基于家 / 住宅特定距离内存在某种类型绿地

居住在特定绿地一定缓冲距离内的人口百分比

（3）总体可达性 （特定）绿地可达性感知 / 评估 / 评价

（4）基于家 / 住宅建筑内的视线可达性 基于家 / 建筑内窗户看到的绿化水平（包括绿化感知与绿化量）

（5）家 / 住宅与特定绿地的连接度 可接受 / 不可接受的到达公园的路线直达性（directness）

（6） 基于家 / 住宅一定缓冲距离内的

（特定）绿地密度 / 数量 

能够使用的绿地类型数

（特定）绿地数量

特定绿地百分比

住宅周围树木覆盖率 / 树冠覆盖率

积，即是表征绿地可获得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可获得性

并不等于居民的实际绿地使用，但大量的研究已证实其与居

民健康之间的关联性，毕竟它是满足居民绿地使用需求的重

要前提，也是绿地发挥生态调节功能的重要保证 [49]。可通过

缓解热岛效应 [50]、改善空气质量 [3,51] 等途径达到促进居民健

康的效果。绿地的这种健康作用机制无需居民与绿地接触即

可发挥健康促进效益。目前大多数学者在进行绿地可获得性

与健康促进作用关系研究时，采用的指标及具体测量方法如

表 3 所示，主要包括一定区域内（研究单元）的绿化水平及

特定绿地密度 / 数量两大指标，每类指标可由不同方法进行

衡量。

提高居住区绿化水平一直被认为是相对直接且低成本的

促进公共健康的政策和干预，并且能够产生缓解气候和雨水

径流控制等协同效益（co-benefits）[52]。但在紧凑的城市环境

中，城市（尤其是密集区）绿地的供给不足或缺乏，以及在

高密度发展中城市绿地不断遭受侵蚀，使得保证城市绿地的

可获得性成为目前建设健康城市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1]。

2.3  绿地可达性
绿地可获得性未考虑个体对绿地的实际可获得的机会与

邻近度的具体情况，因此，单纯地考虑绿量指标，而不考虑

可达性问题，可能会造成：在大尺度范围内（如城市尺度），

平均每位居民的绿地供应量很高，但实际在小尺度范围内

（如社区尺度），部分地区出现绿地供应不足现象 [53]。绿地

的可达性，主要基于个体的绿地获得机会与使用可能性视角，

将公平性问题纳入考量范围。如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中的

“公园 500 m 范围居住用地覆盖率”这一绿地可达性衡量指

标，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绿地及人口分布不均导致的绿地供

给不公平性问题。但这仅从空间（距离）上保证了居民有到

达或接触绿地的机会，而公园的 500 m 服务范围内人均绿地

使用面积是否合理，同样影响绿地的实际使用。

目前在研究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时，流行疾病学领域，

将城市绿地可达性作为研究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要素，认为

其是衡量城市绿地效益发挥的重要指标 [39]。由表 4 可知，绿

地可达性指标测量方法多样，既包括客观可达性测量，又有

表 3  健康导向下的绿地可获得性衡量指标

直接影响因素类别 指标类别说明 直接影响因素指标 直接影响因素详细测量方法

绿地的可获得性（主要聚焦在一定

区域内，如城市、社区、街道、邮政

编码区、低 / 中等超级输出区 [lower-

level/middle-level super output area]、

普查区、生活圈等）

基于对群体的绿地供给与分配视角，

未考虑个体对绿地的实际可获得与

可达性，强调研究单元的绿化量 / 绿

度（greenness）与绿地暴露（green 

space exposure）机会

（1）一定区域内的绿

化水平 / 绿量

绿地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

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调查对象对一定区域内的绿化感知、自我报告的绿化水平

或评分员（trained raters）对一定区域内评估的绿量

绿地总面积

（2）一定区域内特定

绿地的密度 / 数量 

特定类型绿地的人均面积（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特定类型绿地的数量

林木覆盖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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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可达性感知，但所有测量方法都基于使用者视角。此外，

可达性作为城市绿地的一个重要特征，因能提高居民室外体

力活动水平，许多国家或地区已将提高城市绿地可达性纳入

公共健康干预策略，如哥本哈根公共健康办公室早在 2006
年时，就已提出保证 90% 以上的居民的城市绿地可达距离

在 400 m 范围内 [43]。

然而，城市绿地的分布及其可达性，一方面与其所处的

地理位置有关，如城市中心部分的绿地往往比靠近城市外

围地区的绿地少 [54-55]；另一方面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如低收入水平或社会地位较低的居民，通常居住在绿地覆

盖率低的城市地区，导致其住区绿地的可达性较差 [56-57]。但

如果通过提高贫困地区绿化水平的方式平衡绿地分布的非

均衡性，可能存在另一个挑战，即绿地面积的增加可能会

提高房屋价格上涨的风险，使其又转向更高收入水平的居

民 [58]。因此，在紧凑型城市中，提供高可达性的城市绿地

成为健康干预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居民渴望更加公平的

绿地可达性 [59]。

2.4  潜在调节因素
绿地使用者作为需求侧，其年龄、性别、家庭收入、居

住周围交通量等特征能够对绿地与健康效益之间的相关性产

生潜在影响，这类因素统一称为潜在调节因素。需要说明的

是，某些调节因素，如工业用地布局、道路密度等特征本身

就能影响居民的健康状态 [60]，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这些因素对

绿地与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这些调节因素可概括为人口统

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建成环境特征三类。

大多数研究中涉及的人口统计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民族 / 种族、就业情况等；社会经济

特征包括个体层面与地区层面两个维度；建成环境特征主要考

虑了用地混合、社区安全、城镇化水平、交通流量、住房特征、

居住密度等 [8,61-65]。个体和地区层面的社会经济特征、城市绿

地周围的建成环境特征等因素都有可能改变个体使用绿地的

方式 [23]，它们结合个体的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等人口统计

特征以及偏好、价值导向，共同决定了城市绿地供给与所需

服务的匹配度 [66]。换句话说，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

及建成环境特征通过影响个人偏好（preference）、需求及价值

导向等方面影响其对绿地的使用情况。正如段（Tuan）在《恋

地情节》（Topophilia）一书中认为的那样：年龄、性别、职业

和爱好等个体特征决定了其对环境的偏好，人们往往选择符合

其生理与社会需求的环境 [67]。根据这一论点，不同人群因自

身的特征及所处环境特征的差异性，导致对绿地的需求不同，

继而影响绿地的使用及绿地健康效益的发挥，这也一定程度解

释了为什么不同学者在研究绿地的同一特征与健康的同一维

度之间关系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3  城市绿地促进居民健康的作用机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绿地的生态服务在绿地与人类健

康之间的关联性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40]。千年生态系统评

估（MEA: Mille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将绿地的生态服

务功能划分为四种类型①，结合本文的研究核心主题（城市

绿地与居民健康关联性），文章对绿地的健康作用机制归入

文化生态服务、生态调节服务及生态支持服务这三种服务类

型。其中，根据居民受益的方式又将绿地使用分为主动参与

（直接使用绿地，如通过在绿地中运动而获益）与被动接受

（间接使用绿地，如无需接触绿地就能享受绿地净化后的空

气）两种（图 1）。

3.1  基于文化生态服务途径的作用机制

3.1.1  提高体力活动水平

目前，不管是主观评估还是客观测量，大部分研究发现

绿地与体力活动之间存在积极关联性 [23]，且在绿地中进行体

力活动要比在其他地方进行活动更有助于身心健康 [68]，即使

是很小的体力活动水平增加也会对公众健康产生显著的有益

影响 [69]。相关学者认为这可能因为绿地通过为使用者提供体

力活动机会而提高体力活动积极性，同时，绿化水平高的绿

地可以延长使用者户外活动的时间，提高绿地使用频率，从

而鼓励居民进行体力活动，形成健康生活方式 [23,70]。因此，

许多研究致力于将体力活动作为研究绿地与健康促进之间关

系的一个重要方向。

3.1.2  缓解压力和恢复注意力

缓解压力和恢复注意力已被证实是城市绿地的健康促进

的一种重要作用途径 [29]。其主要涉及两个理论，即心理进化

理论和注意力恢复理论。其中，前者认为人们面对压力时，

接触自然能快速产生积极反应，使消极想法被阻断，低落的

情绪得到缓解，恢复积极的情绪和态度，这是人类在进化过

程中形成的，无需后天的学习和积累 [71] ；后者认为当人们长

时间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时，容易导致神经中枢抑制机能使

① 分别是生态供给服务（provisioning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调节服务（regulating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支持服务（supporting ecosystem services）和

文化生态服务（cultural ecosystem services）。其中，生态供给服务是绿地为人类提供食物、燃料、淡水、药品和其他材料等功能；生态调节服务是

绿地通过调节局部或全域气候、空气质量、媒介传播途径等方式改善人居环境的功能；生态支持服务是绿地提供生物多样性的功能；文化生态服

务是绿地促进人类进行体力活动、社会交往或放松减压等各种活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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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度，引起注意疲劳，但当人们处于自然环境时，状态放

松，能够无意识地消除注意疲劳，减少导向性注意力的占有，

继而恢复脑力和体力 [72]。因此，在城市地区接触绿地，一方

面能远离压力源，使身心得到放松，另一方面绿地的自然元

素能引起审美体验，使注意力得到转移，从而有助于居民缓

解压力，改善精神状态，恢复心理健康。

3.1.3  促进社会交往

研究表明绿地与社会交往之间具有积极关联性，而社会

交往及社会支持又能改善个体健康状态和社会健康状态 [29]。

关于这一点，神经科学研究从侧面给予了一定解释 ：场所在

神经元处理过程（neuronal processing）构成了人类健康的一

项重要维度，即由社会和自然环境作用而形成的“场所感”

（sense of place）和“场所认同感”（place identity）[73]。换句

话说，绿地通过提供活动机会，促进社会接触与交往，从而

增强社区归属感，提高社区和谐度与凝聚力 [74]。因此，越来

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绿地如何增强社会交往，进而促进健康

这样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3.2  基于生态调节服务途径的作用机制

3.2.1  改善空气质量

乔木、灌木及其他植被可通过影响空气质量，降低空气

污染物及 PM2.5 等的浓度 [75-76]，直接或间接地减少空气污染

产生的急性和慢性负面健康效应（如过敏、哮喘、心血管疾

病和过早死亡），从而促进人类健康 [77-78]。绿地的这一作用

途径在控制空气污染诱发疾病的发病率方面有着突出的表

现 [40]。如维伦纽夫等（Villeneuve et al.）发现绿化水平越高，

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低，空气污染的整治可以减少患缺血

性心脏病及中风死亡率 [3] ；王兰等发现绿地布局分散（一般

更靠近污染源），肺癌患病率高，且绿地的最大斑块指数（具

有较好的净化空气效果）与较低的肺癌患病率显著相关 [60]。

3.2.2  缓解热岛效应

由于人类体温调节的适应能力有限，过热容易使人患病，

某些敏感人群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增加其慢性疾病恶化的

风险 [40]。而城市中植被覆盖区不仅本身降温效果显著，对周

围建筑环境的降温效果也比较明显 [79-80]。绿地通过发挥降温

作用调节高温对居民健康状态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影响与

高温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故不少学者开始从炎热气候视

角来关注绿地与健康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时

候，在极端炎热的天气时，那些 NDVI<0.23 地区的死亡率高

出 4.7%，而那些 NDVI>0.48 地区的死亡率仅高出 3.0%[81]。

3.2.3  降低噪声污染

噪声污染被证明与人体健康存在负相关 [82]。而绿地的组

成结构及类型对城市噪声产生影响 [82]，所以植被配置常被作

图 1  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的潜在作用机制

城市绿地

促进心理健康 促进生理健康 促进社会健康 促进总体健康

·自身特征
·可获得性
·可达性

·减少焦虑、抱怨等负面情绪
·降低患抑郁症风险
·提高认知能力
……

·改善妊娠结果
·减少心血管疾病
·降低二型糖尿病
……

·提高社会资本
·增强社会凝聚力
·降低犯罪率
……

·提高自我评估健康状态
·增加幸福感
·降低全因死亡率
……

直接影
响因素

潜在调
节因素

·人口统计特征
·社会经济特征
·建成环境特征

绿地使用

主动参与 被动接受

潜在作用途径

文化生态服务

·提高体力活动水平
·缓解压力和恢复注意力
·促进社会交往

生态调节服务

·改善空气质量
·缓解热岛效应
·降低噪声污染

生态支持服务

·生物多样性（增强
免疫系统功能；增加
亲环境行为等）

绿地健康促进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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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室外噪音污染的一种方式。研究表明，设计良好的城

市绿地可以缓解噪音及对噪音的负面感知（因为植物能够影

响人们的情绪处理，高估绿地的实际降噪功效 [83]），从而降

低噪声污染。同时，绿地还能通过提供各种自然声音掩盖城

市噪声，营造远离城市喧嚣的氛围。如在交通噪声环境中，

添加喷泉声，能够降低噪声的响度感知；添加鸟鸣声，能够

提高声景观的愉悦性和丰富性 [84]。因此，城市绿地可通过降

低噪声污染 / 感知来改善居民健康状态。

3.3  基于生态支持服务途径的作用机制
对于绿地的生态支持服务，存在三个主要理论假说，

即“亲生物假说”（biophilia hypothesis）①、“生物多样性

假说”②（biodiversity hypothesis）以及 “稀释效益假说”③

（dilution effect hypothesis）[85]。每种假说从不同维度强调自

然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绿地

的健康促进机制。其中，第二种假说的解释机制，一些文章

中称为“老朋友假说”（old-friends hypothesis）[86]，虽然叫法

不同，但都强调通过增加自然环境的接触提高人体微生物群

落多样性，从而达到降低患感染性及自身免疫性疾病风险的

效果。尽管已有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同程度地支持了后两

种假说，但目前基于绿地生态支持服务视角展开的绿地与健

康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第一种假说的解释机制 [87]。

除上述探讨的绿地与居民健康关系研究，部分学者还

基于其他相关视角展开。如有学者开始探索虚拟现实自然

（virtual reality nature）对健康产生的影响，以期通过模拟

自然环境缓解绿地分布不公平引起的环境正义问题 [88]。从

研究场所来看，除了基于不同尺度与层次的住区环境，还

有部分研究基于学校、工作单位等场所，发现学校自然

度（naturalness）高的操场能够减少病假，改善运动功能

（motor function）和注意力集中问题 [74] ；工作场所周围绿地

的实际可达性和视线可达性有助于改善员工的幸福感（well-

being）、满意度和降低压力水平 [89-90]。“投入产出”的经济学

理论借鉴，也引发了部分学者对绿地的经济投入及其产生的

健康效益、相关经济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发现：虽然绿化投

入与所有收入水平的居民健康结果正相关，但提高绿化投入

也会进一步扩大社会健康的不平等性 [91-92]。此外，基于绿地

有益于健康的证据，一些研究聚焦于森林浴、园艺疗法等与

自然环境接触的方式，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 [93-94] ；同时也

有学者开始基于规划、设计视角，从理论上探索如何规划设

计具有健康促进作用的城市绿地与建成环境 [95]。

4  结论与讨论

文章从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影响居民健康效益发挥的

因素以及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绿地与健

康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述评。概括而言，绿地的可获

得性、可达性及自身特征三个维度的因素，在居民的人口统

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及其所处的建成环境特征调节下，能

够产生促进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及总体健康等有

益影响，而这些健康促进效益的发挥，主要基于绿地的文化

生态服务、生态调节服务以及生态支持服务三种作用途径得

以实现。

目前，相较于绿地产生的社会效益，研究更多地关注接

触绿地能够产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效益。相关研究多属

于横断面研究，缺乏纵向追踪，无法得出绿地在时间维度上

对健康的促进效果，且普遍采用调查问卷、采访等方式获取

相对主观的健康指标数据，这可能会因“霍桑效应”等原因

导致数据产生偏差。此外，大部分学者得出的结论是绿地与

健康效益之间的正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所以不同影响因

素对健康结果的解释力度以及各指标发挥健康促进作用的阈

值范围均未得到充分探索。多数研究主要分析绿地的量化指

标，尤其是绿地可达性对健康的影响，而对于绿地的质量、

管理等自身特征对健康的影响则关注相对较少。大部分研究

主要集中在美国（北美）、欧洲（西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

家和地区。中国城市具有典型的城市结构、绿地系统、社会

文化，并伴有高密度人群特征，那些已证实的研究成果在中

国是否适用以及适用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与探索。

虽然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具有不同潜在作用机制，但大部分

研究并未涉及绿地的完整作用路径，即仅聚焦于绿地作用机

制的部分环节，而且绿地健康效益的发挥涉及具体哪些机制，

以及哪条途径起主要作用等问题仍不明确。

未来研究可考虑使用一种随机、可控的实验设计，这

种设计考虑绿地可获得性、可达性、自身特征三个维度的自

① “亲生物假说”认为人类与其他物种、自然有内在的亲缘关系，因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具有生物多样

性的自然环境，通过使用绿地等自然环境改善精神状态。

② “生物多样性假说”认为人类接触生物多样性，能够调节人体微生物群落的物种组成，从而改善免疫系统，因此，接触有益的环境微生物群落可

降低过敏、哮喘及其他慢性炎症疾病的患病率。

③ “稀释效应假说”认为高脊椎动物物种丰富度能够降低人类感染疾病的风险，因为在大量不同于其感染无脊椎动物媒介物种能力的动物物种库中，

病原体被“稀释”，因此，尽管可能有更多样的病原体及更高的基于不同宿主的病原体向人类扩散的风险，但在富含动物物种的自然环境中，传

染病的传播和负担预计较低，因为受感染媒介的流行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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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因素以及使用者的人口统计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建成

环境特征等调节变量因素，控制并对照绿地不同作用途径

对健康产生的不同影响，以深入探索绿地健康效益发挥的

作用机制。鉴于现有研究缺少量化测量的健康结果指标，后

续研究可结合一些新兴技术，如国外已经开始在研究中使用

的手机移动端应用程序“移动健康应用程序”（mobile health 

applications），通过 GPS 技术联网后，能够精准地获得人的

行踪，以及个体数据（如活动和心率）、环境数据（如空气

质量和温度）、医疗数据（如过敏症状），精准地量化居民的

暴露剂量（exposure-doses）及健康结果，减少主观评估可能

产生的数据偏差。

此外，未来研究可加入时间序列，借助生存分析模型等

方法，探索绿地与健康关系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追踪长期使

用绿地产生的健康效益。还可采用剂量效应模型、结构方程

模型等方法，进一步探索绿地发挥健康效益的阈值范围，量

化绿地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绿地使用者健康状态的变化，提

高研究结论的精准度。同时，研究需要考虑健康偏好对绿地

健康效益发挥的影响，因为那些更关心健康的人可能更倾向

于花时间到绿化环境好的地方。这种潜在偏差（bias）属于

日常选择性活动偏差（daily selective mobility bias），也是相关

领域在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话题。从研究区域来看，

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需要进行

更多的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领域的研究，以提高研究结果的

普适性。

而从指导我国规划实践的角度来看，相较于绿地的可获

得性或绿量的供给，城市绿地的可达性及绿地质量、维护管

理状况等自身特征指标，尤其是绿地的质量等定性指标，目

前并未在我国的城市绿地建设中得到应有的重视，更多强调

的是绿地的生态调节服务。根据研究可知，城市规划中过度

强调量化标准可能很难产生最优的社会效果和健康结果。此

外，城市绿地的安全感、社区的凝聚力、个体的收入与年龄

等特征，同样对居民健康产生影响。因此，规划应跳出传统

的强调物质标准重要性的范围，同时关注居民的社会—个人

维度的影响因素，综合考虑绿地特征与相关调节因素，注重

绿地的健康促进效益的多途径发挥，以减少社会的健康不平

等性。

综上所述，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需要对如

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更加深入、详细的研究，尤其需要基

于中国的城市现实、“健康中国”的战略导向和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开展研究 ：（1）分析绿地自身特征（如类型、尺度、

质量、生物多样性、安全感）对绿地使用（如活动类型、频

率、时长）和居民健康的影响；（2）验证国外已发现的具有

健康促进效益的绿地特征（尤其是可获得性和可达性指标）

在中国的适用情况（即研究结论是否一致）；（3）探索绿地

可获得性指标（如研究单元内绿地占地比例、NDVI 指数）

和可达性指标（如绿地缓冲距离 / 时间、特定缓冲距离内的

绿量）发挥健康促进作用的拐点及阈值范围；（4）分析不同

绿地特征对社会健康（如降低犯罪率、增强社区归属感、提

高幸福感、促进社交活动）的影响；（5）探索建成环境特征

（如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周围用地性质）对绿地的健康

促进效益的调节作用；（6）探索绿地对居民健康的完整作用

路径（如绿地通过提高体力活动水平改善心血管疾病、绿地

通过减少空气污染降低患呼吸系统疾病概率、绿地通过促进

社会交往改善孕妇妊娠结果）；（7）比较相同维度的不同量

测方法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如比较定性评估的绿地可达性和

定量测量的绿地可达性分别与绿地使用的关系）。

注：文中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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