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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人本规划思潮兴起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人地关系趋于复杂化并逐渐跨

越了传统的物质空间关系，个体感知与偏好在公园使用行为影响层面上的重要性逐渐彰显，而

基于地理位置的空间可达性无法反映可达性的全貌，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城市

公园绿地系统的规划与精细化管理亟须将居民的感知纳入参考体系。感知可达性将微观尺度的

个体感知与偏好纳入概念内涵与评估体系，是对空间可达性的重要补充，也是空间分析领域未

来的研究热点。但当前国内外感知可达性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仍然较少，尤其在国内存在较

大的研究空白。本文对感知可达性这一创新性概念和测度体系进行系统性述评，并阐释感知可

达性与传统空间可达性的差异性，以期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层面推动感知可达性的发展，从而

填补人本需求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在规划领域应用的空白，并为人本规划思潮下城市公园的规划

与精细化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Abstract: Accessibil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dicators used in urban park system planning, since 
the spread of services provided by parks largely depends on park usage, while park usa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rceptions of potential park users regarding accessibilit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uman-oriented planning agend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space tends to be more complex, which gradually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physical spatial relationship, 
and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perceptions and preferences in affecting park use behavior becomes 
more obvious. However, physical accessibility which is based on geographical locations fails to reflect the 
whole picture of accessibility, which limits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incorporates microscale perceptions and preferences into its conceptual and assessment system,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of physical accessibility. But current studie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are still very limited, especially in 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ssessment of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relevant studies in China and 
overseas countries, and expla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and traditional physical 
accessibility in the aspects of concept, measuremen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of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planning and refined management of urban parks with the prevalence of human-
oriented planning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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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本规划思潮下可达性测度的
新需求

可达性的概念在城市规划、风景园

林规划和交通规划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

应用，并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

影响 [1-3]。简单来说，可达性所测度的

是两点之间的邻近度，是从一点到达另

一点的可能性的高低 [4]。但与此同时，

可达性在面向不同应用领域的使用需求

时，其定义和测度方法都显示出了不同

程度的差异性。例如在城市规划领域，

可达性往往用于评估各类设施和相应功

能以及公共空间的布局状况、土地利用

邻近度、城镇发展水平等 [5] ；在风景园

林规划领域，可达性常用来评估公园绿

地布局的空间格局 [6] ；而在交通规划领

域，可达性多用于评估道路系统提供低

阻力水平交通的能力 [4]。

从测度视角来看，可达性包含客观

层面的空间可达性和主观层面的感知可

达性两类。空间可达性也被称为物理可达

性或基于地理位置的可达性，指特定服

务设施所在位置的空间分离程度，通常

用距离、时间、引力、累积机会等参数

进行测算。空间可达性的测度方法较为

完善，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 [1,3,7-9]。 

感知可达性则指个体基于对物质空间环

境的主观感受对某一空间点、区域或服

务的可达性的认知和评估 [10-12]，侧重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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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达性和便利性的满意程度 [11]。感知可达性的重要性体现在

于个体感知对行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个体受记忆、情感、

需求、意图等影响而产生主观感知和认知偏好，而感知和偏好

会作用于个体行为，公园使用行为实质上是物质空间环境和人

对该环境的感知共同作用的结果 [10,13]。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可移动性的增强，人

地关系趋于复杂化，逐渐跨越了传统的物质空间关系，与此

同时人本主义规划思潮逐渐兴起，人的需求和感知逐渐成为

核心 [14-15]。个体的感知和偏好在公园使用行为影响层面上的

效应也逐渐彰显，传统的基于地理位置的空间可达性无法反

应可达性的全貌 [2,16]，同时也无法满足当前的理论和应用需

求，因而可达性评估的理论框架体系亟须进行内涵的拓展和

理论的延伸。过往的空间可达性研究大多仍是应用和数据驱

动的，关注不同类别可达性评估方法的实际应用，但未来可

达性研究领域的挑战在于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将新的议题纳

入研究范式，而感知可达性与传统空间可达性的比较则是未

来 10~20 年内可达性研究领域的重要挑战之一 [3]。在此背景

下，基于个体感知的可达性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越来越多

的学者认为应当将个体感知、体验和偏好纳入可达性的概念

内涵和评估体系中 [2,11,17]。此外，在以公园使用行为或体力

活动为研究话题时，更应重视对感知可达性的评估，因为公

园使用行为是物质空间环境和个体对该环境的感知共同作用

的结果 [10]。然而，当前国内外感知可达性领域的理论与实证

研究仍然较少，尤其是在国内存在较大的研究缺口 [18]。

因此，在当前感知可达性在城市规划和风景园林规划领

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相关研究却十分紧缺的背景下，亟须

对感知可达性的概念内涵、测度方法和实践应用进行系统性

述评，明确感知可达性与空间可达性的差异性，为人本规划

背景下的城市公园与绿地系统的规划和精细化管理提供理论

依据和实证参考，并探讨感知可达性在人本规划视角下未来

可能开展的研究方向。

2  感知可达性概念源起与发展历程

2.1  传统空间可达性概念与测度方法的局限性
早期的可达性概念源于古典区位论，从几何学的视角评

估空间网络中要素的布局效用 [19]。汉森（Hansen）在探索都

市区规划中道路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系时最早提出了可达性

的定义，认为可达性是空间交互关系发生的潜在可能性，包

括交互的难易程度和强度，而该定义隶属于客观层面的空间

可达性的范畴 [20]。具体来说，空间可达性所测度的是特定

服务设施所在位置的空间分离程度，即从出发地到达目的

地中的设施或服务的难易程度或特定地理空间区域内的机会

数目 [1,3,21]。可达性高意味着使用者更容易享有某种设施或服

务，同时可达性的实际水平也受使用者的能力和使用意愿的

影响 [20,22]。汉森所使用的可达性评估模型实质上是引力模型

（gravity potential model），即基于目的地吸引力水平和两地

之间空间距离的距离衰减效应对可达性进行测算。客观层面

的空间可达性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测度体系，

通常用距离、时间、引力、累积机会等参数进行测算，相关

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 [1,3,7-9]，但却缺乏对于地理空间内人这

一行为主体的考量。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和可移动性的

增强，个体的差异化感知与需求在个体行为影响层面上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客观层面的空间可达性分析无法满足当前的

测度需求 [2,16]。然而当前主观层面的感知可达性的评估仍然

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针对感知可达性的研究非常有限 [2-3,11,23]，

亟须开展相关研究。

2.2  人本可达性的发展与感知可达性的缺失
主观层面的感知可达性指个体基于对物质空间环境

的主观感受对某一空间点、区域或服务的可达性的认知和 

评估 [10-12]，关注个体对可达性水平的感知和满意程度，属

于人本可达性的范畴。人本可达性起源于哈格斯特朗

（Hägerstrand）1970 年所提出的关注个体行为可能性的区域科

学和时间地理学的概念，将出行空间和时间维度同时纳入了

评估体系 [24-25]。他认为区域科学所关注的除区位外也应包括人

类，应当关注人类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的生活品质，区域科学

的本质是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理应包含人类 [25]。

微观尺度下的个体周边的环境对其出行行为有很大影响，而以

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宏观尺度下的群体行为。因此，哈格斯特朗

认为我们应该关注如何探索基于个体状态的微观尺度因素和

基于群体的宏观尺度集合间的联系。简言之，基于时间地理学

的人本可达性所测度的是基于时空棱镜视角的个体参与不同

类型活动的自由度水平 [25]。人本可达性测度在科研领域获得

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实践领域的应用仍较少，主要原因是

个人出行日志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 [2]。此外，基于时间棱镜视

角的人本可达性忽视了个体对物质空间环境的感知和出行及

活动偏好，不足以完整体现人本可达性的概念内涵。因此，基

于个体感知和偏好的人本可达性评估研究仍然存在较大空缺，

尤其是国内的感知可达性相关研究非常有限 [2-3,11,18,26-27]。

2.3  感知可达性与空间可达性的差异性
感知可达性领域亟须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原因还在于空

间可达性与感知可达性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2,10-11,16,28]，空

间可达性不一定会完全转换为使用者所感知到的可达性水

平 [2,11]，并且两者间的相关性不大甚至缺乏相关性 [10]，即

感知可达性的测度无法用空间可达性来替代。例如科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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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Kirtland et al.）[13] 发现在邻里（0.8 km 生活圈）和社区

（16 km 生活圈）尺度下受访者对环境的客观评估和主观感

知的一致性较低或中等，而造成两者间差异的原因为个体心

理、文化和日常行为习惯的不同。有学者认为空间可达性是

对过程的测度，与设施的空间布局密切相关；而感知可达性

是对结果的测度，与使用行为和满意度密切相关 [2,11]。

具体来说，空间可达性与感知可达性的差异性体现于空

间可达性难以反映可达性的真实状况和全貌，它所反映的主

要是宏观尺度交通系统的通达性，更关注系统整体的布局效

用，往往忽视了微观尺度的区位环境和社会维度 [11]，难以反

映个体感知、偏好和社交联结 [3]，从而影响其对社会福祉分

配的评估。感知可达性是对传统空间可达性的重要补充，感

知可达性测度的纳入将有助于完善可达性测度体系，对交通

系统以外的影响因素进行测度，从而提供更为全面的评估结

果 [2-3,11-12,29]。空间可达性与感知可达性在概念、测度方法、发

展与现状等层面的差异性总结见表 1。
此外，在实践应用与评估结果层面，感知可达性更接近

人的真实感受和认知，它的效应也更有可能投射在居民实际

的公园使用行为中。一些学者发现感知可达性对于行为的预

测比空间可达性更为显著 [10,30]，有助于对可达性进行更为完

整的评估。空间可达性的评估通常会纳入研究区范围内所有

目标设施，包括居民不知晓和不偏好使用的设施 [11]。例如

某居住区临近处有一个居民相对不偏好使用的公园，尽管

该公园的空间可达性水平很高，但由于受个体感知和偏好

的影响，高水平的空间可达性并没有转化为有效的公园服

务传达 [11]。空间可达性评估与实际情况之间的错位可能会造

成资源效益的浪费和政府干预的盲目，并进而影响当地居民

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品质。为了更清晰地阐释感知可达性与

空间可达性在实践案例应用和评估结果层面的差异性，笔者

基于过往研究成果中空间可达性与感知可达性在同一实际案

例中的应用 [31] 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分析，实践表明感知可达

性在公园使用需求与行为关联层面比空间可达性具有更强的

解释力，且导向了更为优化的模型拟合结果（表 2）。

2.4  感知可达性与满意度、幸福感等相关概念的差异性
感知可达性概念的核心内涵在于个体基于物质空间环

境的主观感受对某一空间点、区域或服务的可达性的认知和

评估，主观感受与评估是其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这个

层面来看感知可达性与满意度、幸福感等相关概念具有一定

程度上的相似性。城市规划领域的满意度研究大多集中于社

区满意度与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其中社区满意度指居民对

社区各个方面的总体感受与主观评价，是一个综合性、多层

次的指标体系，是人们微观感受的累积结果，受到土地利

用、社区形态、自然空间、居民感知和评价等主客观社区特

征的影响，对于优化社区规划与治理有指导性意义 [32-34] ；公

共服务设施满意度研究则关注居民对于社区内或周边各类公

共服务设施的类型、规模、服务质量、价格费用、交通便捷

度、环境等的综合主观满意程度 [35-36]。城市规划领域的幸福

感研究则关注物质空间与公共服务设施对于居民主观幸福感

（SWB: Subjective Well-Being）的影响，其逻辑导向更多是关

表 1  空间可达性与感知可达性的差异性

对比类别 空间可达性 感知可达性

概念 特定服务设施所在位置的空间分离程度，即从出发地到达目的地中

的设施或服务的难易程度或特定地理空间区域内的机会数目

个体基于对物质空间环境的主观感受对某一空间点、区域或服务的可

达性的认知和评估

测度方法 关注系统整体的布局效用和到达过程，通常用距离、时间、引力、

累积机会等参数进行测度

关注个体感知、使用行为和到达结果，通常基于主观感知进行测度

发展与现状 起源于 20 世纪中后期，发展历史较长，实证应用广泛，成果丰富 国外近 10 年来开始关注并开展实证研究，国内理论与实证应用仍处

于几乎空白的状况

表 2  空间可达性与感知可达性的实践应用对比

对比类别 空间可达性 感知可达性

案例背景 该研究分别基于空间可达性与感知可达性对城市居民的公园使用需求与行为进行模拟，以比较两者在实践应用与评估中的差异性特征

测度指标 基于道路网络的空间距离 基于李克特五级量表的个体程度感知

模型构建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园使用需求与行为模型，包含变量为：态度

（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基于空间可达性的知觉行

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公园使用需求、公园使用行为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公园使用需求与行为模型，包含变量为：态度

（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基于感知可达性的知觉行

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公园使用需求、公园使用行为

评估结果 感知可达性对于公园使用需求与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与总影响效应显著优于空间可达性，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而空间可达性对于公园使用需

求的直接影响效应表现为不显著。此外，纳入感知可达性后的模型卡方检验结果与模型拟合指数（χ2, χ2/df, p, GFI, AGFI, CFI and RMSEA）

均表现出了更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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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由合理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所带来的幸福感，是一种综合

体验而非直接的满意程度评估 [37-38]。

感知可达性与满意度、幸福感在主观数据收集层面有相

似性，但在评估范围和研究对象层面有较大的差异性。从评

估范围来看，感知可达性专注于评估空间邻近度、交通便捷

度等与可达性直接相关的要素，属于专项评估的范畴，当前

该领域的研究仍非常有限；而满意度与幸福感所涵盖的范畴

则更为广泛，因其概念的复合性而决定其评估需纳入多个层

面的要素，如社区主客观特征、公共服务设施特征等，属于

综合评估的范畴，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早，发轫于 1950 年

代 [32,39]。从研究对象来看，感知可达性的研究对象在具体研

究中为更方便地获取受访者的直观感知，往往限定为单一的

且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对象，如公园、体育设施、商店等；

而满意度与幸福感的研究对象则更为复合，是受访者对于社

区及周边环境主客观特征的综合评价与感知 [32,34,38]。

3  面向城市公园的感知可达性测度方法与影响因
素述评

3.1  感知可达性的测度方法
感知可达性的重要性逐渐被学术界所认可，但其测度方

法在近 10 年的发展仍然有限，如何使得感知可达性的测度更

接近真实情况成为近年来的研究难点 [2, 11]。莫里斯、邓布尔

和维根（Morris, Dumble & Wigan）于 1970 年代末提出了感知

可达性与空间可达性在概念内涵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性 [40]，但

感知可达性的具体测度方法发展缓慢，尤其是国内的相关研

究仍然非常稀缺 [18]。近年来，感知可达性的测度逐渐引起学

者的重视，通过问卷调查中的自我报告数据来获取人们对于

可达性水平的主观感受成为相对主流的测度方法 [11-12,17,31]。受

访者对于可达性水平的主观感受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对程

度高低的感受，一般用从低到高五等级的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或四级量表来获取 [16-17,28] ；二是对到达目的地时间或距

离的估计，若目的地为公园，则大多数受访者的答复是对步

行时间的估计 [12]，既往研究大多是从这两个层面对感知可达

性进行测度。近年来国内外文献中对于感知可达性的常用测

度方法梳理见表 3，可见其关注维度聚焦于个体程度感知、时

间感知和距离感知，且相关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维度进行测度，

感知可达性测度方法的复合性和体系性仍有待加强。

感知可达性的测度难以用客观指标进行描述，主要原因

在于客观指标无法反映使用者的主观感受，也无法纳入使用

者的出行背景的影响，如受气候或出行偏好所影响的出行方

式选择、出行者对目的地的知晓程度等、出行者的个体兴趣

等 [3,29]。此外，不同于空间可达性对到达过程的关注，感知可

达性更多是对结果的测度，与使用行为和满意度密切相关 [2,11]。

上述因素共同导向了感知可达性的测度方式与传统空间可达

性测度的差异化发展。

当前国内外感知可达性测度相关研究仍非常有限，本

文以城市公园为例，对感知可达性的测度在维度和要素层面

进行了剖析，并从七个亚维度入手对感知可达性进行具体测

度，构建了复合性的感知可达性测度框架体系（图 1），比

以往研究中所使用的基于单一维度自我报告数据的测度方法

表 3  近年来国内外文献中感知可达性的常用测度方法

关注维度 测度方法 相关研究

个体程度感知 量表法 法特曼（Lättman）[11] 使用自我报告感知可达性尺度（Self-reported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Scale）对公共交通

可达性的感知水平进行测度；

舍佩斯（Scheepers）[17] 使用李克特量表对商店、公共绿地、体育设施的感知可达性进行测度；

王、布朗和钟（Wang, Brown & Zhong）[12] 使用李克特量表对公园的感知可达性进行测度；

刘春济和高静 [18] 使用四级量表法对基于个体程度感知的滨水空间感知可达性进行测度

个体时间或距离

感知

量表法、时间感知值（单位：min、

h）或距离感知值（单位：m、km）

王、布朗和钟（Wang, Brown & Zhong）[12] 以分钟为单位对受访者到达公园的个体时间感知进行测度；

王、布朗和钟（Wang, Brown & Zhong）[12] 使用李克特量表对受访者到达公园的个体距离感知进行测度

图 1  面向城市公园的感知可达性测度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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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全面和体系化。该测度体系也适用于其他类别日常生活

设施的感知可达性测度。感知可达性的测度维度包含到达方

式、便利度和满意度，分别对应交通、空间位置和个体等三

大要素，其中交通和空间位置要素是传统空间可达性测度通

常纳入考量的因素，感知可达性则将个体要素也纳入了测度

体系。此外，感知可达性也将个体感知和行为习惯融入了交

通要素和空间位置要素的测度。具体来说，交通要素是指公

园使用者为到达公园所需要使用的交通系统，一般包含道路

网络与交通工具，其中道路网路与交通工具提供路径与方式

供给，公园使用者是道路网络与交通工具的需求来源，在供

需作用下最终体现为到达方式与路径共同作用于公园的感知

可达性水平 [41-43]；空间位置要素是指居民个人居住地与目的地

的空间位置以及两地之间的通达性，其中目的地为居住地提

供公园供给，居住地是使用者对公园的需求来源 [7]，在供需

作用下最终体现为休闲机会与距离共同作用于感知可达性水

平；个体要素是指与个体状况相关的要素，一般包括收入、性

别、年龄、教育水平、机动车拥有状况等，而这些因素通过

作用于居民个体的感知、使用需求与能力对公园可达性水平

产生影响 [12,44]。同时，感知可达性的水平对于各个要素也有反

馈效应，即对于居民来说公园的感知可达性水平可能会影响 

其交通工具和路径选择、居住地选择、是否拥车等。在亚维度

层面，以常用到达方式和到达方式可能性对交通要素进行测度；

以时间或距离、可步行性、到达目的地的难易程度对空间位置

要素进行测度；以到达方式满意度和距离满意度对个体要素进

行测度。此外，如表 4 所示，本文以城市公园对目的地对感知

可达性测度的要素、维度、亚维度、问题表述和量值进行了阐释，

为未来实证研究的发展提供方法借鉴，其中对各个亚维度内主

观感知的测度采用心理测度尺度中的李克特量表，程度从“1=

非常不同意”到“5= 非常同意”依次递增。

3.2  感知可达性测度的潜在影响因素
感知可达性的测度主要基于人的主观感受，因而往往受

到个体兴趣、偏好、健康、收入、对目的地的知晓程度等

因素的影响 [11,44]。例如王、布朗和钟 [12] 研究发现受访者自

身的健康状况对感知可达性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低收入群

体所感知到的公园可达性水平显著低于高收入群体。但同时

感知可达性也受物质空间环境的影响，如路网覆盖度、空间

邻近度、天气情况、步行环境质量、安全性、出行方式选择

等 [10,17,45]，例如步行路径的吸引力对于感知可达性水平有积

极影响作用 [3]，而安全性较低的街道对于感知可达性的水平

有负面作用 [2]，又如家与公园的空间邻近度以及交通时间对

于感知可达性也有显著影响 [12]。人们对于目的地和设施的知

晓和熟悉程度也对感知可达性有一定的影响 [3]，原因在于个

体对于相对陌生的地点的感知是不够准确的。此外，个体的

过往行为与出行方式也与感知可达性有关联，如经常步行去

公园的人往往感知到的可达性水平也较高 [12]。此外，受访者

的步行行为对感知可达性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也有一定的影

响作用，如经常步行的居民对邻里环境的熟悉程度更高，其

对环境的感知也更为接近真实状况 [10,46] ；又如有规律锻炼习

惯的居民对公共休闲服务设施的感知与实际状况的一致性比

无规律锻炼习惯者更高 [13]。

感知可达性与人的感知和偏好密切相关，而不同社会

经济与文化背景下群体的感知可达性往往呈现出异质化特

征 [28]。例如琼斯、希尔斯顿和库姆斯（Jones, Hillsdon & 

Coombes）[47] 研究发现相对贫困的街区在公园绿地资源方面

尽管享有较高的空间可达性，但居民的感知可达性水平普遍

偏低，同时使用公园的频率也较低。又如低收入群体的公园

使用行为受公园安全性、出行方式、出行费用、自身健康状

况等因素的限制更大 [48]。除了社会经济因素，布拉什、切诺

表 4  面向城市公园的感知可达性测度要素、维度及量值

要素 维度 亚维度 问题表述 量值

交通要素 到达方式 常用到达方式 我通常以 X 方式到达我常去的公园 1 步行；2 自行车；3 公共交通；4 私家

车；5 其他

到达方式的可能性 如果 X 是我唯一可用的到达方式，我愿意继续以这种方式到达公园 � 1 � 2 � 3 � 4 � 5a

空间位置要素 便利度 时间（距离） 我以 X 方式到达我常去的公园需要的时间为 � 1 � 2 � 3 � 4 � 5b

我步行到达我常去的公园需要的时间为 � 1 � 2 � 3 � 4 � 5b

可步行性 我认为步行到达我常去的公园是便利的、舒适的 � 1 � 2 � 3 � 4 � 5a

难易程度 我认为以 X 方式到达我常去的公园很容易，且能量与精力耗费较小 � 1 � 2 � 3 � 4 � 5a

个体要素 满意度 到达方式满意度 我对以 X 方式到达我常去的公园感到满意 � 1 � 2 � 3 � 4 � 5a

我对步行到达我常去的公园感到满意 � 1 � 2 � 3 � 4 � 5a

距离满意度 我对我家和我常去的公园之间的距离感到满意 � 1 � 2 � 3 � 4 � 5a

注： a. 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中立）；4（同意）；5（非常同意）；
  b. 1（0-5 分钟）；2（5-10 分钟）；3（10-15 分钟）；4（15-20 分钟）；5（20 分钟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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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思和巴曼（Brush, Chenoweth & Barman）[49] 在研究中发现

不同教育与文化背景的人群对景观类型有不同的偏好。此外，

年龄与个体感知和需求的分异特征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如老

年女性对公园的感知和使用受安全、陪伴和健康的影响较大
[50]，而青少年群体对于公园使用的需求和偏好与其他年龄段

的群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 [51]。在性别因素层面，有一

项近期的研究表明在公园空间可达性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女

性参与体力活动的可能性更高 [52]。以上研究表明具有不同社

会经济、文化、年龄、性别的群体对于可达性的感知有出现

差异化特征的倾向，而国内外尤其是国内目前还没有对感知

可达性的群体分异特征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这也是未来感知

可达性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之一。

感知可达性的测度主要涵盖交通、空间位置和个体要素，

感知可达性的影响因素也同样归属于这三个要素范畴，但其

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影响因素如健康

水平和收入虽然不适用于直接测度感知可达性水平，但对其

仍具有潜在影响。感知可达性测度的潜在影响因素与测度要

素的对应关系见表 5。在未来研究中可尝试将潜在影响因素

纳入测度要素，以丰富完善现有的测度方法体系，并提升感

知可达性的测度精度，使其更接近真实情况。

3.3  感知可达性测度的优势与内生性问题探讨
感知可达性测度的核心优势在于对人的感知和偏好进行

捕捉与测度，感知与偏好的测度则大多基于自我报告数据，

而这是其他基于物质空间的测度方法所无法获取的 [30-31,53]。

但与此同时，自我报告数据的误差与偏差也成为感知可达性

测度内生性问题的来源。个体行为与状态自我报告数据的准

确性与可信度是健康与心理学领域研究有效性的根基，自我

报告数据的准确性在个体感知、记忆存储、问卷问题理解程

度、事实回忆、回答方式与内容判断等层面均面临不同程度

的挑战 [53-54]。例如：在受访者从记忆中提取行为发生频率相

关数据时，对于小时、周、月、年等时间间隔的划分往往会

出现化整误差，将具体时间间隔记忆为最接近的周数，并且

记忆与标志性事件的联系比具体日期更为紧密。性别对于自

我报告数据的准确性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女性对于日期

和时间间隔的记忆更为准确 [53]。此外，受访者对于不同类型

问题的保留程度不同，会出现社会期望偏差。例如对于较为

敏感或负面的话题，受访者倾向于选择积极的回答并隐藏部

分细节，以展示积极面或取悦研究者；而对于正面的话题，

受访者则可能夸大回答的程度 [53,55]。

提升自我报告数据的准确性是近年来相关领域学者关

注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受访者所提供的自我报告数据可能

会有某些偏差，但仍然包含大量真实信息，并且可以通过

使用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水平较高的心理建构体对偏差进

行控制 [56]。自我报告数据准确性与可信度的提升将为改进

感知可达性测度方法奠定基础，并提升感知可达性的准确

性与有效性。

4  总结与启示

4.1  从宏观尺度的物质空间集合效应到微观尺度的个体

感知
传统的空间可达性关注宏观尺度下的集合效应，其测度

主要基于物质空间分析而未纳入个体因素的影响，因而无法

满足日趋复杂的人地关系背景下的可达性评估。感知可达性

概念的提出与发展实质上实现了从宏观尺度到微观尺度的研

究视角转换，从关注物质空间集合效应转向关注个体感知和

需求，而个体感知与需求是未来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重点，

也是人本规划的核心关注点。具体来说，微观尺度下的基于

个体感知的可达性性测度将有助于规划师和管理者了解使用

者的主观感知和需求，为在供需平衡的视角下改善公园绿地

的空间布局提供实证依据，为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和偏好以减

少社会隔离现象的发生和促进社会融合奠定基础，从而提升

公园的感知可达性和社会公平性水平。此外，感知可达性的

测度和提升对于公共服务设施品质的提升也具有积极意义，

有助于为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更为便捷安

全的交通出行环境。

表 5  感知可达性测度的潜在影响因素与测度要素的对应关系

要素 影响因素 相关研究

交通要素 路网覆盖度、步行环境

质量、安全性、出行方

式选择等

步行路径的吸引力对于感知可达性有积极作用 [3] ；

安全性较低的街道对于感知可达性有消极作用 [2] ；

经常步行去公园的人感知到的可达性水平更高 [12]

空间位置要素 空间邻近度 空间邻近度以及交通时间对于感知可达性有显著影响 [12]

个体要素 个体兴趣、偏好、健康、

收入、对目的地的知晓

程度、过往行为、年龄、

文化背景等

受访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对感知可达性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低收入群体所感知到的公园可达性水平显著低于高收入群体 [12]；

相对贫困的街区在公园绿地资源方面尽管享有较高的空间可达性，但居民的感知可达性水平普遍偏低 [47] ；

有规律锻炼习惯的居民对公共休闲服务设施的感知与实际状况的一致性更高 [13] ；

老年女性对公园的感知和使用受安全、陪伴和健康的影响较大 [50]



102  2021 Vol.36, No.5

城乡研究 

4.2  城市公园社会性意义的凸显与精细化管理的人本

需求
城市公园绿地作为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其服务功能类

型日益多样化，早已突破了最初的生态服务功能、生产服务

功能和审美功能，逐渐成为社会文化服务的重要来源，以空

间营造的形式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健身、交流与教育的场所，

公园的社会性意义日益凸显。但在公园的社会服务功能传达

的过程中，使用者群体中逐渐产生了公园可达性和使用需求

的社会群体性差异，对于规划师和管理者来说，让尽可能多

的人享有城市公园所提供的服务功能是公园绿地规划的重要

目的之一，如何通过公园布局规划和政策引导来实现公园服

务功能的公平化传达成为近年来的研究难点和需求热点。传

统的空间可达性评估结果无法从使用者的需求和感知视角出

发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而微观尺度下的个体感知逐渐引起

城市规划师和管理者的重视，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政策需求。

在规划政策对于个体感知测度需求的指引下，感知可达

性理论及其测度方法具有较高水平的应用潜力与实践价值。

从城市规划与管理者视角来看，感知可达性的引入为城市公

园绿地的规划与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参

考。具体来说，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首先应明确可达

性规划的目标，如果将目标设定为单一的提升空间可达性，

则最终可能会提升交通系统的可移动性，却未必能够最大化

满足人们的需求。感知可达性的应用则可为在供需平衡的视

角下改善公园绿地的空间布局提供建议，从而提升公园的感

知可达性和社会公平性水平。与此同时，政策的制定需要以

稳健的、可计量的感知可达性评估结果为依据，本文中所提

出的感知可达性多维度定量化测度方法则可为之提供实证参

考，实现从理论与技术到应用的渗透。此外，感知可达性的

评估结果也将有助于政府和规划部门精准识别道路便利度、

美观度和安全性等有待提升的重点区域，为公园品质提升工

作提供具体化的、因地制宜的实证性建议。从居民视角来看，

感知可达性测度的应用将为切实提升居民实际体验中的公园

可达性水平提供引擎和动力，从而促进居民主动型体力活动

的发生并提升公园使用状况。感知可达性的测度与提升对于

公共服务设施品质的提升也有积极意义，尤其是为老年人、

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了更为便捷安全的交通环境。

此外，感知可达性的测度与提升也有助于提升使用者的主观

幸福感和生活品质，并通过最大化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和偏好

以减少社会隔离现象的发生，进一步促进社会融合。

最后，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城市双修”（即生态修

复和城市修补）和社区生活圈规划的背景下，城市公园绿地

系统的规划与精细化管理亟须将居民的感知纳入参考体系，

通过对人的感知和行为模式研究重构城市服务体系和支撑体

系，从而填补人本需求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在规划领域应用的

空白，并提升公园作为重要公共服务设施的社会承载力。在

城市公园绿地规划与管理的政策干预层面，对公园可达性进

行涵盖感知可达性的更为全面的评估具有很高的必要性，因

为片面化的评估结果与实际情况之间的错位可能会造成资源

效益的浪费和政府干预的盲目，并进而影响当地居民的主观

幸福感和生活品质。因此，面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和实

践管理层面强烈的政策需求，感知可达性由于能够反映人们

的切实感知和需求并为使用行为机制的解析提供基础数据，

而具有广阔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前景。

注：本文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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