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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的一项调查显示，公共空间的使用频率从年轻人到长者逐

渐增加。就老年群体而言，小型公共空间的规模、数量、可达性、品

质和设施等均会对其使用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对香港湾仔和沙田两个

地区 50 处小型休憩空间的分布可达性与流量潜力、规模、品质及其使

用进行了比较，通过网络分析技术、无监督机器学习分类、三维室内—

室外完整步行网络、现场调研以及精细化模拟步行路径选择度等研究

方法发现，小型休憩用地的面积、可达性等都对其设计品质和长者的

使用情况有显著影响。以香港为例，本研究对老年群体的休憩用地使

用偏好进行了探索，以期对内地城市老龄化视角下的公共空间系统规

划提出启示。

Abstract: The opinion survey in Hong Kong shows that small playgrounds 
and sitting out area visitation frequency increase by age groups from the 16-
29 to 60-70+. Size, quantity, accessibility, quality, and facilities of small public 
spaces wi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elderly preferences.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pares spatial distribution accessibility and potential flow, size, quality 
and use of small open space in Wan Chai and Sha Tin (n=50). Using mixed 
methods including network science, unsupervised machine classification, 3D 
full indoor + outdoor pedestrian network map, surveys and pedestrian route 
choice simulations, it is revealed that both size and accessibility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small open spaces’ design quality and elderly visit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elderly open spaces preferences in high-density cities from the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providing inspirations for the future age-friendly 
urban open space system planning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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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和问题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2017 年全球 60 岁及以上人口

数量达到了 9.62 亿，且该数据呈稳定上升趋势， 按目前的增

长速率，2050 年全球老年群体的数量将会翻倍 [1]。中国、俄

罗斯、加拿大，以及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问

题。在中国香港，老龄化问题尤其严重。

香港 2016 年中期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香港户籍人口

共计 734 万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166 万人，占总人

口的 23% [2]。老龄化趋势一方面促生了大量的老年设施和服

务；另一方面，老年人感官和肢体的退化，导致其活动空间

不断缩小，对设施的可达性、易用性要求日益增强。2018年初，

香港公共政策智库组织“思汇政策研究所”对来自香港 18
个区的 3 600 名住户进行了一次有关开放空间使用的公众意

见调查 [3]。针对不同年龄群组的调查结果显示，使用休憩用

地最多的是老年群体，与长辈同住的人士也较常使用休憩用

地；另外，老年群体大多选择使用小型休憩用地，即小型游

乐场、休憩处和公共屋苑的休憩用地，反映了小型休憩用地

在高龄化社会的重要性。然而，目前仅有少数城市，如香港、

纽约、伦敦和哥本哈根等，将小型公共空间视为城市区域的

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公共空间规划和评价标准也滞后于老年

人口空间的发展。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现有小型公共空间的

评价指标，探讨影响老年群体空间使用需求的因素，为应对

老龄化社会空间资源问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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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小型休憩用地评价指标尚有局限
城市大兴建设之后，在建筑之间遗留了众多碎片化的剩

余空间，被称为“失落空间” [4]、“真空地带” [5] 或是“模糊

地区”[6]。这些边缘空地往往随机而生，遍布城市缝隙之中。

在高密度发展的香港，这些小型空间经过发展和改善最终成

为口袋公园，为城市提供了休憩点。香港市政总署自 1953 年

成立“园林小组”（Garden Division）以来，城市公园成为政

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其数量逐年稳定增长；为了指导

土地利用和人口分布，香港政府在 1981 年出台《香港规划

标准与准则》，对公共空间的设计和布置提出了指导性建议 [7]。 

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在康文署旗下管理的小型休憩空间共

有 1 566 处 [8]。由于香港特殊的高密度建成环境特征，这些

休憩公园和开放空间大小不一，散落于城市各处且大部分面

积不及 1 hm2，主要服务于附近居民。目前香港规划以人均

2 m2 休憩用地作为规划标准，尽管总体上人均休憩用地已达

2.7 m2，但事实上由于人口和公共空间的不均匀分布，仍有

184 万香港人居住的地区人均休憩用地小于最低人均标准 [9]。

1897 年，纽约首次提出“口袋公园”概念，不少学者对

小型公共空间以及“邻里共有”等城市议题进行了探讨 [10-11]。

1961 年的《纽约分区规划法》正式推出了“私人拥有的公共

空间”的奖励机制，以鼓励私人开发商参与城市小型公共空

间的建设 [12]。此后，法则不断完善，使得纽约市口袋公园的

设计及配套得到具体的指引和规定，于数量和可达性方面都

能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居民。2014 年，城市环境质量评估审查

技术手册的开放空间规划以每 1 000 居民 2.5 英亩（人均约

10 m2）作为公共空间规划目标，并根据美国国家游憩与公园

协会指南划分出不同层级的公园：邻里公园（2~6 hm2）、社

区公园（10~80 hm2）及区域公园（80 hm2 以上），前两者对

应的服务半径分别为 0.4~0.8 km 和 1.6~3.2 km[13]。

伦敦在 20 世纪初意识到开放空间的重要性。1976 年正

式通过的《大伦敦发展计划》制定了城市公园的分级和服务

范围标准，将原人均绿地标准转换为通过对应服务范围鉴定

该区域是否拥有足够的城市公共空间。有调研发现，由于大

型公园数量较少且分布稀疏，而小型公园数量较多且往往位

于居住区附近，因此公园的面积大小和使用频率呈反比 [14]。

伦敦的绿地规划标准将公共空间分为小型绿地（2~20 hm2）、

中型绿地（21~60 hm2）和大型绿地（60 hm2 以上），对应的

服务半径分别为 0.4 km、1.2 km 和 3.2 km，这一开放空间系

统在伦敦沿用至今 [15]。

尽管纽约和伦敦等城市的公共开放空间规划已将评价指

标从纯数量标准转向对可达性、面积和可提供活动进行评价，

但仍是一种从供给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而没有从需求角度

出发，对公园绿地周围的实际情况，如开发密度、使用者的

数量和分布等加以考虑 [16]。

1.2  公共空间分布对老年群体使用需求考虑不足
在老龄化背景下，一些学者在高密度城市展开了老年群

体对公共空间使用的研究。内地城市的不少研究探索了老年

群体日常行为习惯和休闲活动基本特征，以了解老年群体对

于公共空间的使用偏好 [17-18]。针对老年人户外公共活动场所

特征的研究显示，城市老年人户外公共活动对离家距离的要

求最高，其次是设施状况、安全状况和规模等 [19]。也有学者

结合人口统计、城市规划等数据，应用 GIS 分析老年群体的

人口空间分布与绿地空间可达性特征，提出绿地空间规划设

计需结合老龄人口分布特征、满足老龄化需求差异。

在香港，有研究探讨了老年群体使用城市公园的情况，

总结出限制老年群体使用公园服务的主要因素包括健康状

况、没时间以及公园管理不善等 [21]。其不足在于样本数量

偏少，仅调研了荃湾地区的 25 位老年人，在适用性上具有

一定局限性。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学院以电话采访的形式

对 758 位香港居民使用频率、时长、出行方式等公园使用习

惯进行了调查 [7]，发现 60 岁以上长者是使用公共空间最多

且时间最长的群体；其次，76% 的受访者前往公园的出行

方式为步行，同时 59% 的受访者会选择 15 分钟以内可到达

的公共空间。研究强调了步行网络系统对于城市公共空间使

用的影响，认为位于城市建设间隙之间的小型休憩空间具有

改善城市环境的巨大潜力。而龚芳颖等对比了香港 18 个行

政区的小型绿地，结合老年群体出行距离的道路网络分析结

果，发现香港各区的小型绿地可达性极度不均，大部分地

区（43%）与最近的绿地空间距离介于 1 000~3 000 m 之间，

相当于老年人步行 20~60 分钟的距离，与规划指标的建议值

相去甚远 [22]。

1.3  公共空间可达性度量精度有待提高
现有研究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小型公共空间的规模、可达

性、品质和设施等对其使用性产生的影响。例如：来自珀斯

的一份研究表明，可达性越高的公共空间通常具有更好的功

能多样性，因而可以满足各种人群的不同需求 [23]。同样，卡

辛斯基（Kaczynski）及其团队探索了公园设施与其使用性之

间的关系，发现公园的娱乐设施和使用者的物理活动存在正

相关关系 [24]，同时公众更倾向于使用具有多种特色的公园进

行康体活动 [25]。就老年群体而言，对于公共空间的首要需求

是可达性，其次是对空间质量的要求，与以“数量、可达性

和质量”为核心的伦敦的绿地标准相吻合 [26]。然而，现有文

献对公园绿地可达性的研究大多仅考虑市民与公园的直线距

离，以缓冲区作为服务范围进行度量，较少结合市民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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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路线或考虑使用者对步行网络的认知，更甚少考虑老

年群体的出行特点及其行为特征。

为了强化公共空间规划的“适老化”，结合老龄化的社

会视角和高精度的公共空间可达性度量，本文尝试通过更为

精细化的服务范围度量，探索香港湾仔区和沙田区小型休憩

空间的规模、步行可达性、品质以及空间使用情况。通过分

析这些特征之间的关联，了解高密度城市中老年群体对休憩

用地的使用偏好，探讨老龄化背景下的小型休憩用地建设及

对我国内地城市公共空间规划的启示。

2  研究数据和方法

2.1  小型休憩空间的含义和数据获取
根据香港康文署规定，香港的公共休憩空间一共分为五

类：公园、花园、游乐场、休憩处以及其他康体娱乐设施。

思汇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将占地面积小于 1 hm2 的公园、

花园、游乐场和所有休憩处定义为小型休憩空间 [3]。关于香

港公共空间的另一项调研指出，居民使用公共空间最多的时

间段是早晨（43%），其后依次为午后（33%）、傍晚（27%）

和晚上（23%）[7]。基于此，本研究选取面积小于 1 hm2 的

休憩空间，对上午（7:00—9:00）、午后（12:00—14:00）、傍

晚（17:00—19:00）以及晚上（19:00—21:00）四个时间段，

各个休憩空间的活动人数、活动类型，尤其是老年群体的使

用偏好进行了详细调查①。研究采取的品质评分基于高密度

城市的绿地属性，涉及主题设计、雕塑、座位布置、植被和

空间设计与场地独特性的结合程度五个方面 [27]。每个休憩处

由三名评分人员进行评分，范围介于“品质极差”（1 分）

和“品质极佳”（5 分）之间，最后对三个评分取平均值得

到各个休憩处的品质得分。

2.2  公共空间的可达性测度
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常用度量方法之一是传统的缓冲区分

析法，即采用 GIS 中简单缓冲工具，计算以某点为圆心一

定半径距离内的可达范围；另一种是邻近距离法，即借用网

络分析工具，计算某一点出发实际行进一定距离可到达的范

围。针对高密度多层面的建成环境，传统的道路中心线或室

外步行网络模型对于分析区域的活动潜力是不够的 [28]。因此，

本研究以小型休憩空间的出入口为起始点，分别以 100 m、

200 m、300 m 和 400 m 为服务半径，以缓冲区分析法和邻

近距离法测算休憩空间可达范围，邻近距离法的计算分别基

于道路中心线网络、室外步行网络 [29]，以及室内 + 室外三维

步行网络 [30]，以分析步行网络对于休憩空间可达性的影响。

可达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流量潜力的分析，本文采用

基于 GIS 平台的空间设计网络分析软件（sDNA）[31] 量化街

道网络空间的“中介性”（betweenness），以反映街道段作为

穿越性运动通道的流量潜力。休憩空间所处街道段的“中介

性”是其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属性，体现了该空间的可见性，

预见了其被使用的潜力。

2.3  无监督机器学习——层次聚类
每一个小型休憩空间都有一组特有的属性，包括面积大

小、步行流量潜力、空间品质等方面。采用层次聚类方法②

根据小型休憩空间的面积大小和可达性高低进行自动分类，

识别数据的相似性和独特性。通过将机器分类的结果与实际

设计品质、空间使用、老年人的使用偏好等方面进行交叉检

验，可以检测休憩处的设计品质和空间使用是否与其规模或

可达性相互关联。

3  案例研究

3.1  湾仔区与沙田区小型休憩空间满意度分析
针对休憩用地的数量、园景和美观度的满意度调研发

现 [3]，相对新发展地区和新市镇的居民，旧城区居民对区内

休憩用地的印象较差，例如湾仔、油尖旺和中西区等旧城区

的休憩用地满意度普遍偏低，而新市镇的沙田区休憩用地的

满意度最高③，因此本研究选取湾仔与沙田两个区的小型休

① 休憩空间的选取是依据香港特区政府提供的地理资讯地图（https://www.map.gov.hk/gm/），结合现场调研确定，调研于天气晴好的工作日进行，

具体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21 日（湾仔地区）与 8 月 28 日（沙田地区）。

② 层次聚类是机器学习的一种，属于无监督学习，本文采用欧氏距离测度样本间距离，选用 Ward’s 离差平方和法计算类间的距离。

③ 该公众调查于 2018 年 1—2 月进行，访问全港 18 区共 3 604 名永久居民，调查取样根据 2016 年中期人口普查数据、按年龄及性别进行分层抽样，

旨在制定以实证为基础的开放空间规划、设计及管理相关的政策建议，呼应《香港 2030+ ：跨越 2030 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

表 1  湾仔区、沙田区概况

人口总数 人口密度（人 /平方公里） 就业密度（人 /平方公里） 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人均休憩用地面积 休憩用地使用频率（次 /月）

全香港 7 336 585 6 777 2 216 22.6 2.7 9.6

湾仔区 180 123 180 123 39 300 23.3 2.1 4.8

沙田区 659 794 9 602 1 900 22.6 3.1 13.4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3,32]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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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空间进行对比研究。表 1 为湾仔区和沙田区的基本情况，

相比较而言，沙田区居民的人均休憩用地面积高出湾仔区

50%，前者居民使用休憩用地的频率约为后者的 3 倍，在很

大程度上造成了满意度的差异。另一方面，湾仔区的低满意

度可能与该区高度聚集的居住人口和就业密度有较大关系。

思汇政策研究所针对 18 区的调查显示，公共屋邨的休

憩用地、小型游乐场和休憩处是老年群体前往次数最多的休

憩用地类型，居于公共屋邨或大型私人屋苑的人士使用休憩

用地的次数亦远远高过居于私人楼宇的人士 [3]。另外，由于

整体上能享用的休憩用地较少，居于私人楼宇的受访者对于

休憩用地各方面的满意度远远低于居住在公屋、居屋和私人

开发项目的受访者。湾仔区有 11% 的受访者每年前往公共

屋苑休憩用地至少三次或每月至少一次，而这个比例在沙田

区为 68%[3]。根据 2016 年中期人口统计 [2]，沙田区的主要屋

苑共有 64 处，相较之下，湾仔地区仅有 1 处主要屋苑，可

以推测沙田区的休憩用地满意度高，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其

公共屋邨或私人屋苑的数量优势。

具体到两区的中心区范围，可以从其用地规划看出湾仔

区的休憩空间较为零碎，而沙田区的休憩用地占地较广，且

河畔绿地与其他类型绿地互为补充 [34]（图 1）。受访者中，

绝大部分（97%）的休憩用地常客都是前往居所步行范围之

内的休憩用地，只有 15% 的受访者前往工作场所或学校附

近的休憩用地。从用地规划来看，湾仔区北面滨水地区的几

处休憩空间周边没有居所，南面的休憩空间依山而设，对于

居民而言不易到达。沙田区的满意度高，也受惠于其绿地与

居住区紧密结合的用地布局。

3.2  湾仔和沙田中心区休憩用地情况
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湾仔中心区一共有 38 处小型休

憩空间，包括 11 个公园和花园、10 个游乐场、11 个休憩处

以及 6 个私人开发公众休憩空间。根据统计，公园、花园以

及游乐场的占地面积较为相似，基本在 300~5 000 m2 之间；

而休憩处均很小，最大的一处也仅有 35 m2。从休憩空间分

布图可以看出，休憩处主要分布在南面住宅较多的地区，北

面只有占地较大的公园或花园空间（图 2）。
沙田中心区有 12 处休憩空间，包括 2 个公园和花园、5

个游乐场以及 5 个休憩处。在空间分布上，除了沙角街沿

街有连续的小型休憩空间分布外，其余休憩空间零星分布

在城门河两岸，各休憩空间之间相距较远且面积基本大于

3 000 m2，个别休憩空间如源禾游乐场和曾大屋游乐场甚至

占据了完整街区（图 3）。

3.3  老年群体使用偏好分析
在香港，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使用各类休憩用地最多

的群体，他们最常前往小型游乐场和休憩处，以及公共屋苑

的休憩用地。从年轻人（16~29 岁）到长者（60 岁及以上），

使用这类小型休憩用地的频率逐渐增加，且长者的使用频率

是其他年龄群组的两倍以上 [3]。对湾仔和沙田中心区的调研

显示，老年群体对小型休憩用地有明显的使用和选择偏好。

活动时间方面，根据四个时间段的调研数据，早晨是老年群

体使用公共空间的高峰时段，四个时间段观察到的老年人数

量分别占全天老年人活动总量的 49%、18%、24% 和 20%。

休憩用地的选择上，老年活动主要聚集在少数几个小型

休憩空间内。在湾仔中心区，仅湾仔公园（C4）和修顿游乐

图 1  湾仔和沙田中心区用地规划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3] 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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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湾仔中心区小型休憩空间分布图

图 3  沙田中心区小型休憩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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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B5）两处的老年活动量就占全部 38 处休憩空间老年活

动总数的 53%；菲林明道花园（C8）和喜汇街道层（D4-1）
的老年活动量也比较多，与 C4、B5 相加后占湾仔中心区全

部老年活动量的 72%。沙田中心区的情况较为类似，使用率

最高的石头公园（ST C1）和曾大屋游乐场（ST B1-3），老

年活动量占全部 12 处小型休憩空间老年活动量总数的 61%。

活动类型上，老年人在小型休憩空间中的室外活动基本

可归为三种类型。一是以锻炼身体为主，进行太极拳、健美

操等活动，这一类活动约占老年活动总量的 25%，主要在早

晨进行，地点包括如湾仔区的湾仔花园（C4）、菲林明道花

园（C8）和沙田区的石头公园（ST C1）等能提供较大活动

场地的空间。二是饭前或饭后的休闲、消磨活动，以聊天、

下棋等方式聚集，是老年活动的主要类型（70%），男性老

者居多，主要集中于湾仔区的湾仔花园、修顿游乐场和沙田

区的曾大屋游乐场。上述几处均提供了较多的座椅设施，适

合长者进行休闲活动。三是路过休憩用地但不停留的活动，

这一类型活动的占比最少（5%）。

4  小型休憩空间的综合评价

4.1  可达性度量
尽管香港的公共交通网络发达，但只有约 15% 的休憩用

地常客会选择乘车前往休憩用地，大部分常客都是前往居所

附近的空间，极少前往工作场所或学校附近的休憩空间。因此

在住宅区步行可达范围内设置休憩用地十分重要。100~300 m 

是老年人适宜的步行距离，且绿地实际可达性相对于空间分

布密度而言对老年人的活动出行影响更大。《香港规划标准

与准则》建议邻舍休憩用地应设置在步行可达的地点，最好

不超过 400 m 范围。如图 4 所示，以小型休憩用地的出入口

为起点，通过缓冲区分析法计算其绿化服务面积，可以看到

300~400 m 为半径的服务面积形成集群，覆盖较为全面。

图 5 采用邻近距离测算法，分别比较了基于道路中心线

网络（A）、3D 室外步行网络（B）、完整的 3D 室内 + 室外

步行网络（C）的小型休憩空间可达范围，可以发现采用不

同定义的步行网络，邻近度会有不同程度的低估或高估。

表 2 的比较结果显示，采用缓冲区分析法或使用道路中

心线网络测量小型休憩用地的步行邻近度是非常不准确的。传

统的缓冲区服务面积的测量对结果有很大程度的高估，与邻近

距离法相比（均使用 C 网络），湾仔区与沙田区的可达网络长

度分别被高估了35%与55%。而同样使用邻近距离法，以（A）

道路中心线为基础的测量对结果有明显低估，湾仔区与沙田区

的可达网络长度分别被低估了 45% 与 73%。只采用 3D 室外

步行网络（B）和完整的 3D 室内外步行网络结合（C）的测

量方式，其所覆盖的道路长度差距不大（约为 12%~16%），但

更精细的测试显示这小部分的道路是室外步行网络和常用室

内步行网络交汇的关键部分 [28]。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现有的

规划准则采用 400 m 定义步行可达距离，而老年群体的实际舒

适步行距离约为 300 m，从表 2 的数据可见，不论采用何种网

络测算，后者的可达网络长度都仅为前者的 80% 左右，现有

规划准则对老年人出行易达性的考虑有待加强。

4.2  步行流量潜力分布分析
图 6 展示的是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 400 m 可达范围内的

相对步行流量潜力。该模拟采用了简化的路线选择偏好方法，

以寻求最短且最直接的路线 [35-36]。图中红色的人行道路是最

短且最为直接的道路重叠次数最多的地方，因而也是拥有最

高“中介性”、步行流量潜力最佳的路径。

4.3  小型休憩空间的聚类分析
两个区所有小型休憩空间依面积大小和可达性高低等共

性特征可被归为 6 个类别（图 7）。第 1—3 类为可达性偏低

的休憩用地，包含了大部分空间（76%）。其中第 3 类的休

憩空间可达性（步行流量潜力）最低，第 2 类的休憩空间可

图 4  半径 0~100 m、100~200 m、200~300 m、300~400 m 的小型休憩空间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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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服务半径 0~100 m、100~200 m、200~300 m、300~400 m 的小型休憩步行可达范围：（A） 道路中心线网络，（B）完整的 3D 室外步行网络，
（C） 完整的 3D 室内外步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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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采用 sDNA，基于室内外三维步行网络，以 400 m 为分析半径的潜在步行流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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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道路中心线网络（A）、室外步行网络（B）、以及室内 +室外三维步行网络（C）测算的小型休憩空间可达网络长度

两区 步行距离（分析半径 ）/ m
采用邻近距离法测算的可达网络长度 / km 采用缓冲区分析法测算的可达网络长度 / km

基于（A）网络 基于（B）网络 基于（C）网络 基于（C）网络 

湾仔
400 47.2 71.7 85.5 129.4

300 37.9 63.4 73.8   95.6

沙田
400 22.8 73.7 83.5 115.9

300 18.7 57.4 64.2 101.2

达性较低但面积较大，第 1 类的休憩空间可达性较低且面积

较小。第 4—6 类为可达性较高的休憩空间，共 11 处，占总

数的 22%。其中第 4 类包括可达性最高的 3 处休憩空间，第

5 类包括可达性虽高但面积较小的 3 处休憩空间，第 6 类包

括可达性较高且面积较大的 5 处休憩空间。

比较上述小型休憩空间的规模、可达性、品质得分和

老年群体的使用情况，发现小型休憩空间的面积与品质得分

及老年群体的使用情况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面积越

大，越容易得到较高的品质得分，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图 8
中的 C4、B5、ST C1）。良好的空间可达性能促进居民步行出

图 7  小型休憩空间层次聚类分析（左为树形图，右为休憩空间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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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进行户外活动，为休憩空间带来较高的使用率（图 8 中

的 C8、D4-1、ST B1-3、B5、ST C1）。上一节提到的老年活动

主要聚集的 6 个小型休憩空间，有 5 个属于可达性较高的第

4—6 类；唯一属于第 2 类的湾仔公园（C4）尽管可达性略低，

但其较大的空间面积提供了多样化的休闲设施，也是长者青

睐的空间之一。第 2 类中的香港艺术中心西公园（C10），使

用面积大且品质评分较高，但使用者寥寥无几。这一方面是

因为该休憩空间周边 400 m 范围内没有居住功能用地，从此

处出发到达最近住宅 / 商业楼需步行跨越两座天桥，超出了

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范围；另一方面是因为该休憩处位于二层

平台，直接对外的四个出入口皆未设置无障碍通道。

另外，可达性最高的第 4—6 类休憩空间有着较好的可

见性，间接起到了空间品质的监督作用，因而品质得分普遍

较高，均在 3 分及以上。其中只有第 4 类的皇后大道东 / 汕

头街休憩处（A6）由于面积仅 92 m2，且位于人行道北侧狭

小的建筑夹缝间，除极少量座椅外没有设置其他设施，故品

质得分较低，亦未见有老年使用者。

5  启示

5.1  改进绿化指标体系 ：数量与公平性兼顾
城市居民能够方便且平等地享用城市绿地，是城市环境

可持续性的重要方面。综上可以看出，香港虽然有诸如“拓展

公共空间”（HKPSI）等非营利组织机构以可达性、环境和配

套设施、公共使用和社会性为标准对公共空间进行评价，但

仍具有局限性：其一，该评价仅针对私人开发公共休憩空间；

其二，并未有后续的改进或政策支持调研结果。香港也没有对

公共空间的可达性提出具体的设计导则，仍以“平方米／人”

作为规划标准，现有的人均 2.7 m2 公共空间中，仅有 1.6 m2 为

老年群体使用最多的小型休憩用地，其余均为中大型的公园，

在老年人密度最高的老城区，如港岛北部和油尖旺区，可达的

小型休憩用地人均面积更少。根据最新的规划，香港中环地区

将会建设更多的滨水公共空间，但这一片区主要为填海商业区，

与居住片区有一定距离，对老年群体的日常使用意义不大。未

来需要将绿地及其配套设施结合用地规划与人口密度分布，优

化城市绿地分布的均一度，提高绿地使用的公平性 [37-38]。

同样，内地城市的绿地评价也是以规划为导控，将绿地

率、人均绿地面积等作为核心指标。这些自上而下的指标虽

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控城市绿地的数量特征，但缺乏具体城市

绿地空间分布的把控，亦较少关注城市绿地服务功能的公平

性问题。2017 年住建部发布的新版《城市绿地标准》（CJJ/T 

85-2017）取消了旧标准中的带状公园和街旁绿地两个中类，

增加了游园这一中类，将其定义为“用地独立，规模较小或

形态多样，方便居民就近进入，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绿地”，

这一分类的加入或有助于构建易达的小型休憩用地体系。

5.2  结合高精度数据建设适老化公共空间体系
伴随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

阶段，中国的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随之而来的是老龄化相

关的疾病负担和养老模式的转变，亟须相应的政策干预和针

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予以回应 [39]。由于老年人日常

活动范围较小，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活动范围大约仅在 300 m

以内，增加既有住区老年群体易达范围内的小型休憩空间数量，

优化空间环境适老化性能，研究小型休憩空间如何与老年人日

常出行路线和社交活动联动，对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也

图 8  湾仔和沙田地区老年活动主要聚集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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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支持作用 [40]。基于中国本身的居住习惯和社会结构，

在沿用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也需响应大数据时代的新技

术环境 [41-42]。通过结合高精度的步行网络与新兴城市数据 [43]，

采用更为精确的可达性度量等方式，可以在规划层面将老龄人

口的实际路线或认知需求纳入重点考虑，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

配置，以使老年群体获得无障碍可达的休闲社交空间，从优质

的生活环境中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

5.3  增加街道之眼 ：可视即品质
简 · 雅各布斯在《美国的死与生》 [5] 中提出“街道之

眼”的概念，认为社会的安定和活力离不开自发形成的“街

道之眼”，它不仅是公共空间秩序的维护者，也为城市的社

会交际编织了一张信任的网络。雅各布斯指出，城市街道

中交叉口的高密度往往意味着良好的街道连接度，能促进

居民步行出行和进行户外活动，从而构成城市的安全监视

系统。

对于小型休憩空间而言，我们发现其可见性也能够影响

设计品质，可达性好、步行流量潜力大的街道促进步行活动，

为附近的休憩处提供“街道之眼”，为休憩空间的品质带来积

极的影响。公共空间不仅为邻里提供了社交空间增进彼此间

的感情，也为同样使用场地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带来安全感。

基于本文研究，我们认为将“街道之眼”从街道延伸至城市

各处的小型休憩空间能更有效率地维护城市公共空间的秩序

和品质。建设高品质的小型休憩空间，在吸引更多使用者的

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安全性和活力，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空

间的使用品质，使得公共空间得到不断的自我再生产以及效

益最大化。

6  结论

本文的研究主要关注老年群体前往次数最多的小型游乐

场、休憩处和公园，通过比较香港湾仔和沙田两区小型休憩

空间的分布可达性、流量潜力、品质及其使用，采用网络分

析、无监督机器学习分类等技术，探讨小型休憩空间的用地

面积、可达性对其设计品质以及长者使用情况的影响。中共

十八大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强调以人为本，建设

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对于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关注亦是体

现城市规划民主和更公正的重要表现，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

始关注相关课题，积极考虑推动构建老年友好型的公共空间

体系。在应对快速老龄化的公共设施缺乏、公共空间分布不

均等问题时，未来的公共空间规划应从供给模式向需求模式

转变，加强对开发密度、使用者的数量和分布、公共空间的

可达性与可见性等方面的考虑。当前的研究内容仍有进一步

拓展的空间。例如：在香港，长者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间还包

括公共屋苑和私人屋苑提供的休憩空间，未来的研究可将公

共屋苑休憩空间结合其可达性纳入考虑，从而助力于构建更

完善的适老化休憩用地体系。

注：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片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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