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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f Walk Sc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Health: Jing’an District of Shanghai as a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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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步行性是城市步行友好程度的重要表征，也是健康城市规划

的重要内容。当前可步行性评价方法中，步行指数是研究和应用最为

广泛的方法之一。针对人体健康，本文探讨从环境和社会两个维度，

进一步优化步行指数的测评方法。在环境维度建议考虑空气污染与步

行活动的关系；在社会维度考虑人口对潜在步行出行的影响。本文提

出选择这两个维度的具体指标和数据类型，主要增加交通污染数据、

人口密度和年龄结构数据，建构纳入路径和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

选取上海市（原）静安区为研究对象，对其整体路网按路段进行评测，

比较纳入新要素后的测度结果与原有测度结果的不同。通过分析新要

素纳入的必要性和显著性，本文对道路的可步行性进行深入分析，为

提升步行活动和促进公共健康提供基础。

Abstract: Walkability presents the level of pedestrian-friendliness in a city, 
which is a significant aspect in healthy city planning. Walk score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indicators to measure walkability nowadays. With a 
consideration of human health, this paper explores a method to improve the 
measurement of walk score from both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spect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and population configuration 
on walkabil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This paper proposes adding traffic 
pollutio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s key variables 
in the calculation of walk score. Based on this revision of methodology, 
Jing’an District of Shanghai is chosen as the study site to measure walk 
score for its road system. The paper compares the results of the original 
and proposed calculation methods. Through discovering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walkability of streets in 
order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and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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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步行友好的城市建成环境有利于促进市民的体力活动，

减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从而促进公共健康。针对

建成环境步行友好水平的评价从 1990 年代已经开始，可步

行性（walkability）是用来描述步行友好水平的专有名词。欧

美各国根据其自身特点开发了针对步行友好水平的评价方法

与评价工具，作为改善步行环境的依据 [1]。步行指数（walk 

score）是当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步行性评价指标，其计算方法

已引入我国，基于我国城市相关数据有所应用，但其考虑要

素的广度和深度有待优化。

针对城市公共健康而言，建成环境通过步行友好促进体

力活动，例如步行通勤比例提升一倍，个人肥胖风险即可降

低 10%[2]。同时非常有必要考虑空气污染暴露和不安全性等问

题。欧洲相关研究表明 70% 的空气污染物和 40% 的温室气

体排放来源于机动车交通 [3]。基于旧金山湾区的研究发现儿

童哮喘和支气管炎的症状与高流量道路之间具有相关性 [4] ； 

针对加拿大安大略省居民的调查也发现，主要道路附近的居

民其呼吸系统患病死亡率与区域的空气环境指数息息相关 [5]。 

欧洲研究对比了骑行、私家车、公交、地铁四类出行方式发

现，骑行在交通量小的道路或在自行车专用道上，人体的污

染暴露度低；但如果在机动车较多的街道上，由于呼吸速率

随骑行运动相应加快，骑行者的污染物暴露剂量是同一路段

上小汽车乘客的 4~7 倍 [6]。与之近似，虽然步行比例提升可

以通过体力活动的增加促进公共健康水平，但也可能因为污

染暴露而带来负面影响。

同时，居住和就业人群的年龄结构对街道的可步行性存

在影响，需要特别针对老年人和儿童的出行进行设计优化。当

前关于步行指数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设施便捷性与交通空间

对于步行的支撑水平，较少考虑人群结构对可步行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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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在步行指数计算中考虑纳入步行活动的健康影响

因素，并探讨将周边居住人口与年龄结构纳入评价的计算方式，

从而拓展步行指数的内涵，更好地反映空间的可步行性。

1  可步行性及其既有评价方法演进

可步行性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末美国的交通研
究中，当时主要关注于步行相关的建成环境（居住和交通

设施）[7]。德国的研究者延斯·布克施（Jens Bucksch）和 

斯文·施耐德（Sven Schneider）将步行性的定义进行了拓展；

提出可步行性受建成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信息环境

等多方面影响，这些环境的客观结构与居民的主观评价共同

构成出行决定 [8]。因此从狭义来讲，可步行性反映了与步行

交通相关的物质建成空间的环境质量，仅体现步行交通与建

成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来说，步行性体现了各类环境

与行人的行为和体验之间的相互关系 [1]。总体而言，可步行

性是一种空间属性，强调物质空间环境对人的步行出行的引

导能力；其核心包含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空间邻近性，以

及这两点之间步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 [9]。因此，可步行性的

主要影响因素包含目的地类型和空间布局、出行距离、步行

环境三个方面；其中目的地类型和布局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

其次是出行距离，最后是步行环境 [8]。步行环境包括多种因

素，例如街道设计中的密度、尺度、界面设计、交叉口组织、

环境景观小品的布置等 [10]，也包含步行空间的开放性、可监

视性、安全性等 [11-12] ；地形、气候等也具有一定影响作用。

这些影响因素的明确为测评步行性提供了基础。

针对步行性的评测方法，国内外已经展开了较为广泛的

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以主观评测为主，基于使用者

的主体评价对地区步行环境水平进行综合评定，典型的方法

如邻里环境步行性测量表 （NEWS: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Walkability Scale）；另一类则通过分析步行相关影响因素，构

建模型进行客观的定量评测。定量类方法中步行指数是当前

影响最大的网络步行性评价系统 [1]，也是目前较为通用的国

际性量化测度方法，已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

新西兰等国家广泛应用 [9]。

成立于 2007 年的步行指数公司最早提出了步行指数计
算方法，并在其网站与移动设备端提供特定公寓周边可步行

性的评价，作为购房和租房选择的辅助参考 [13]。其步行指

数评价包括单点步行指数（walk score for each point）与面域

步行指数（walk score for city & neighborhood）两个层面。单

点步行指数评价是针对空间具体某个点位的评价，重点关注

其步行适宜范围内各类设施分布情况，并考虑出行距离、交

叉口密度、街区长度等步行环境的影响。通过设施的可达性

（accessibility）计算得到基础评分，采用距离和环境数据进

行评分修正，最终获得单点步行指数的得分。其评价的维

度更接近前文所指步行性的狭义定义，即空间环境对于步行

的支撑水平，从而预测该点发生步行出行的概率。面域步行

指数评价通常基于单点步行指数，以人口规模为依据进行加

权，进行由点到面评分的转化。其评价内容是区域的步行引

导能力与人口规模的匹配情况，以及区域内发生步行行为的

可能性情况。面域步行指数评价可能纳入广义的可步行性要

素，预测面上总体步行出行的模拟。步行指数的应用研究开

展广泛，例如步行指数与购物活动关系 [14-15]，步行指数与房

地产价值关系 [16]，步行指数与公共健康关系 [17]的相关性研究。

同时也有研究致力于对步行指数方法进行本地化，结合地方

生活习惯与文化差异考虑不同的设施需求，加强步行者主观

感受和需求分析 [18]。

现有对可步行性进行量化测度的研究基本以步行指数公

司的计算方法为基础。在步行指数的原始计算方法中，主要

测度内容是建成环境中不同类型设施的可达性和多样性；强

调服务设施便捷性对于出行的影响。随后大量实证研究增加

了环境对步行影响的考虑，针对城市空间特点的变量有所增

加。因此，当前步行指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优化设施服务便捷

程度评价方法和增补环境对步行影响的计算方法。例如，在

设施便捷程度评价中，有研究采用街道功能混合度，而不是

设施密度，对设施便捷性进行评价 [19]。在步行环境影响评价

中，有研究以步行路权形式、步行道宽度、过街道路宽度、

沿线机动车出入口个数、沿街空间积极程度作为五大主要影

响因素，量化分级纳入模型 [20] ；也有研究引入林荫率指标，

深化街道绿化环境对于步行指数的影响，或通过步行指数评

价结果与手机信令反映的实际人口密度进行比对，进一步检

验了评价模型的解释水平 [20]。

同时，在步行指数计算的空间单元方面，已有研究指出，

单点基础步行指数计算中“与设施空间距离”指标只能用

空间直线距离而非实际步行距离，而我国街坊偏大、居住

社区较为封闭往往导致较大的绕行情况，因此该指标计算

可能不准确 [9]。因此，部分研究以线性的街道为空间单元进

行评价，而不是面域评价 [19-20]。街道空间是步行发生的主要

场所，以街道线性空间作为步行指数计算单元存在研究基

础和合理性。

本研究认为，步行作为居民日常体力活动的主要活动类

型之一，受到个体的经济社会属性、环境质量和空间特征等

多种因素影响，衡量地区的可步行性不仅要关注空间要素特

征，还应将步行活动的环境质量和诱发本地居民进行步行活

动的潜力纳入可步行性评价中。基于健康城市理念，本研究

从减少居民步行的污染暴露和提高步行活动水平出发，选取

街道作为评价的空间单元，通过环境和社会两个维度优化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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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指数的测评方法。

目前步行指数的可视化方法是在单点设施便利度得分基

础上，通过空间插值推算面域空间的步行指数得分。此方法

虽然能够较为完整、直观地显示城市不同地区可步行性差异，

但是插值方法的选择和检验存在较多限制，且不同国家地区

之间的空间要素分布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本研究采用

街道作为衡量可步行性的空间单元，一方面能够较为准确地

反映实际的空间移动轨迹；另一方面便于研究机动车交通带

来的步行环境污染暴露问题，并可对人口数据进行聚合计算，

从而实现在环境维度和社会维度两个方面的优化。其中，在

环境维度中，街道空间是步行活动发生的主要场所，也是交

通行动相对集聚并有人体暴露的区域。而街道中的机动车车

流量是影响街道空间步行环境品质的主要因素，因此本研究

通过获取开放地图的实时路况信息数据，估算街道机动车流

量，将交通污染物暴露水平纳入可步行性评价体系。在社会

维度中，考虑到居民的步行出行频率受到年龄等个人因素以

及居住地的居住密度等客观空间因素的影响，而老年人口更

是步行出行比例高且集中在住地附近。因此，为进一步评估

本地老年居民步行出行的分布，本研究采用上海市第六次人

口普查数据，将地区人口密度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影响纳入评

价体系。

2  实证研究 ：上海市静安区步行评价指数优化

为验证步行指数计算方法优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本研

究选取上海市原静安区（下称静安区）范围作为案例，开展

三步计算与分析：第一步采用通用的计算方法，得到静安区

各条街道的基本步行指数；第二步将道路交通污染分布按照

一定方法纳入计算，叠加得到受污染影响衰减的静安区街道

步行指数；第三步则纳入人口密度及其年龄结构特征，进一

步计算针对特定年龄对象的步行指数，最终得到考虑了交通

污染的特定年龄对象的步行指数。

2.1  街道步行指数计算
参照步行指数原有计算方法，本研究首先基于静安区兴

趣点（POI ：Point of Interest）数据进行设施分类，涵盖杂货

店、餐馆、公园、学校等类型，共计 1.8万条数据。研究随后

基本按照步行指数公司的指标，对各类设施赋予不同的权重，

并结合我国城市设施特点有所调整（表 1）。最后按照 400 m、

800 m、1 200 m、1 600 m、2 400 m的缓冲区范围，统计街道

周边 POI类型的权重总得分。同时，不同缓冲区圈层内的权

重乘以相应的衰减系数。为便于计算，本研究采用分段函数，

设定不同距离缓冲区衰减系数的方法：400 m 内设施服务无

衰减，400~800 m 衰减系数为 0.9，800~1 200 m 衰减系数为

0.55，1 200~1 600 m衰减系数为 0.25，1 600~2 400 m衰减系

数为 0.08，距离超过 2 400 m则认为超过设施服务范围 [20]。

根据相关研究的结论，道路交叉口与街区长度对于步行

影响明显，因此本次评价也纳入了步行指数中道路交叉口和

街区长度的衰减计算，其衰减率各分为六级（表 2）。当交

叉口密度大于 200个每平方英里并且街区长度小于 120 m时，

衰减系数为 0。交叉口密度统计范围为街道长度中点为中心

的 1 平方英里内交叉口个数，街区长度为街道本身长度。

通过设施便捷程度得分进行交叉口密度衰减、街区长度

衰减后，获得街道步行指数评分（图 1），计算公式为：

 walk=wi×（1-a交-a长） （1）

其中，wi 为路段步行指数，a交为交叉口衰减系数，a长

为街区长度衰减系数。

静安区街道的计算结果如图 1 所示，得分最高的路段

（98.7~100）主要集中在南京西路和北京西路；并且南北走

向的华山路、常德路、陕西北路、江宁路以及泰兴路等也在

与南京西路和北京西路交汇的路段得分最高。这充分表明，

南京西路至北京西路之间的地区是静安区功能混合度最高、

步行吸引力最强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南北高架和延安高

架沿线道路在途径商业区的部分路段也有较高的步行得分。

而得分较低的路段主要分布在静安区北侧的海防路、胶州路

和常德路北段，而这类路段周边地区主要为高档封闭式住宅

区。同时，一条道路的不同路段由于周围地区的功能分布差

异从而导致了步行指数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常德路。

此外，从步行指数的数值分布可发现，静安区各个路段

表 1  设施分类和权重

设施分类 权重 设施分类 权重 设施分类 权重

杂货店（含便利店）* 3 咖啡店 2 学校 1

餐馆、酒吧 3 银行 1 书店 1

商店 2 公园 1 娱乐场所 1

注：* 设施分类标准与权重赋值在其原有计算方法基础上进行部分调整，

提高便利店权重，取消茶馆等数量过少的设施。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walkscore.com调整绘制

表 2  道路交叉口与街区长度衰减系数

交叉口密度 /个 / 平方公里
（平方英里）

衰减率 / % 街区长度 / m 衰减率 / %

>77（200） 0 <120 0

58~77（150~200） 1 120~150 1

46~58（120~150） 2 120~150 2

35~46（90~120） 3 165~180 3

23~35（60~90） 4 180~195 4

<23（60） 5 >195 5

资料来源：walkscore.com\Walk Score 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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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指数得分整体差异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作为传统浦西

七区之一的静安区设施配套完善，道路密度高，基于设施便

捷性与道路支撑水平的传统步行指数区分度不高，因此有待

纳入其他要素进一步深化分析静安区各个路段之间的可步行

性差异，例如其交通污染水平。

2.2  交通污染水平计算及整合评价
交通污染情况的获取最准确与最直接的方法是对于路旁

污染程度进行采样与监测，但此方法工作量巨大且需要长时

间观测。既有研究已经证明交通污染物浓度与道路等级、车

流量以及与道路的距离均存在相关性 [21]，其中道路等级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车辆类型和车流量。针对北京与重庆的研究显

示，道路密度、车流量与空气颗粒物浓度呈正相关 [21-22]。通

过对不同等级道路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分析，已有研究也指

出大型工程车辆使用、道路拥堵更易造成高污染的情况。同时，

交通污染物分布和到道路的距离显著相关。针对美国加州南

部的研究显示，交通相关污染物在距离高速路约 90 m 处有显

著减少的趋势 [23] ；荷兰代尔夫特市的相关研究显示，空气中

的交通污染物浓度在距离道路约 150 m处下降程度明显 [24]。

因此，本研究所考虑的道路交通污染来源主要包含两方

面：其一为本路段车流量，代表该路段上交通污染水平；其

二为高等级道路车流污染对周边地区的扩散影响。本研究选

取上海市核心区内早晚高峰出行时段的道路交通状况，从而

基本排除大型工程车辆、运输车辆的影响。同时研究以道路

等级为基础，结合道路饱和度进行车流量估算与污染评价，

并纳入高等级道路对周边特定缓冲区的扩散污染。

在具体计算方法中，路段车流量通过道路理论通行能力

叠合道路饱和度得到。其中，道路理论通行能力（C）的主

要影响因素包括车道数、车速、交叉口折减及车道宽度折减

等；道路饱和度（S）是指车道实际交通量与车道通行能力

的比值，反映了路段交通服务水平。本研究所采用的道路饱

和度数据是通过获取连续一周内静安区早晚高峰时间（早上

8 点和晚上 6 点两个时间点）的百度路况拥堵程度进行赋值

推算，并除以天数（7 天）进行均值计算，得到每条道路的

饱和度（图 2）。在此基础上，可计算各路段预测车流量情

况 T（图 3），计算公式为：

 T=C×S （2）

 C=Σn

i=1Ci （3）

 Ci=C0×β条×β交×β车道 （4）

其中路段预测车流量（T）是指高峰状态下预估该路段

的车流量水平，由路段通行能力（C）与路段饱和度（S）
乘积得到。路段通行能力（C）指该路段在单位时间内所有

图 1  静安区街道基础步行指数得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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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静安区道路早晚高峰平均饱和度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上海交通出行网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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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静安区道路车流量估算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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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通过的车辆数的总计，利用路段各个车道的通行能力

（Ci）叠加进行计算。车道通行能力（C0）指单车道的通行

能力，利用理论通行能力进行车道折减（β条）、交叉口折减

（β交）、车道宽度（β车道）折减后获得。道路饱和度（S）取

值标准按照饱和度水平常用范围中位数选取。

同时考虑交通污染的扩散影响，本研究针对快速路和主

干路，按照既有研究经验所提出的 150 m、90 m 的环境影

响范围，对位于该范围内的路段进行污染情况的叠加计算。

例如华山路与快速路延安西路交叉，因此华山路与延安西路

沿线 100 m 缓冲区范围的交汇路段需要增加这一部分污染影

响；其步行指数将低于华山路其他路段（图 4）。
根据已有研究，道路的交通状况对步行出行概率具有显

著影响，OR（优势比）约为 1.5，即暴露在安全交通环境的

居民步行出行概率是暴露在不安全步行出行概率的 1.5倍 [25]。

因此，若以道路交通对步行出行的总影响为 1 计算，道路交

通状况对步行出行概率解释力为 0.6，对未发生出行概率解

释力为 0.4。因为本部分关注道路污染对出行的影响，所以

选定其对可步行性的影响系数为 0.4。沿用步行环境对于基

础步行指数修正的思路，本研究利用衰减系数的方法来整合

污染情况对于步行指数的修正。根据路段的污染情况划分为

10 个等间隔的衰减等级，赋予 0~0.4 等间隔分级的影响系

数；即标化后交通污染水平最低的路段其步行指数的衰减率

为 0.04，标化后交通污染水平最高路段的步行指数衰减率为

0.4。叠加交通污染水平的街道步行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walkp=walk×（1-a污） （5）

其中，walk 为基于设施便利度的步行指数得分，walkp

为叠加上污染的步行指数，a污为路网污染衰减系数。

结果如图 5 所示，当考虑到机动车数量导致的步行环境

污染时，静安区各路段得分与仅考虑设施便利性的步行指数

出现较大差异。可步行性得分最高的路段主要分布在愚园东

路、南阳路、安远路、余姚路、奉贤路等，这类道路的道路

等级大多为支路，车流量较少，并且远离机动车拥堵度较高

的南北高架和延安高架。而得分衰减最明显的路段主要分布

在南北高架和延安高架沿线道路、华山路、南京西路和北京

西路等，并且高架路对沿线路段和与其交汇的路段具有明显

的衰减效应。此类道路虽然拥有较高的设施便利度得分，但

由于路段车流量较多，且靠近城市高架，导致空气污染较高，

从而影响了步行环境品质。

2.3  基于人口出行水平计算及整合评价
为了进一步探索步行指数的优化，考虑周边居住区居民

年龄结构对步行环境的要求，研究建议将人口密度和特定人

群比例纳入计算，从而表征街道周边区域特定人群步行活动

的可能强度和需求。本研究以老年人为例，因为老年人出行

目的倾向于生活型而非通勤型，出行方式更加偏向步行 [26] ；

老年人出行目的及出行习惯决定其活动空间更多集中在住地

周边；同时对于步行环境更为敏感，因此需要给予更多的关

注及倾向性的服务配套。

研究纳入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静安区各路

段两侧居委会人口密度与静安区平均人口密度的比值，计算

路段步行服务需求水平。通过人口密度和 60 岁以上老年人
口占比这两个指标计算老年人口出行需求。

计算公式为：

 E=（Mi/M）×Rj （6）

 walkPE=walkP×E （7）

其中，E 为居委会内老年人口出行潜力，Mi 为路段周围

居委会的人口密度，M 为静安区整体范围人口密度，Rj 为路

图 4  静安区道路交通污染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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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静安区各路段叠加交通污染的步行指数得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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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周围居委会 60 岁以上老人比例。walkPE 为叠加污染衰减的

老年人步行指数。

根据人口密度与老年人比例加权后，获得研究范围内整

合交通污染与针对老年人口的步行指数（图 6）。根据具体

结果可知，经过加权后，得分较高的路段主要分布在武定西

路与胶州路北段、延安中路与乌鲁木齐北路。这说明区内居

住的老年人口，在这些区域具有更高的步行需求，应考虑对

这些路段进行适老化的专门设计。

3  结论与讨论

可步行性是城市步行友好程度的重要表征，也是健康城

市规划的重要内容。步行指数是可步行性评价中应用最为广

泛的方法之一；而街道是步行相对集聚并且人体的污染暴露

程度较高的区域。因此本研究选取上海市静安区各条街道作

为分析空间单元。针对人体健康，研究从环境和社会两个维

度进行步行指数的优化计算。在环境维度，以机动车交通作

为高密度城区主要的污染来源，结合道路等级和道路交通饱

和度计算污染度，纳入步行指数。在社会维度，纳入居住人

口密度和特定人群比例，明确各个路段特定人群的步行潜力

情况。基于上海市静安区街道步行指数的三步计算，得到各

个街道路段针对特定年龄人群的步行指数，能够更加全面反

映街道的可步行能力和特定年龄人群步行需求的分布。比较

纳入新要素后的测度结果与原有测度结果的不同，明确了纳

入的必要性和显著性。空气污染的纳入使步行指数不仅仅是

评价设施步行可达的便利性、支撑步行的物质空间的友好程

度，并且能够反应步行活动的健康影响情况。居民密度和老

年人口比例的纳入可以体现出哪些街道具有较大的老年人口

步行需求，并可针对该人群的步行需求分析结果开展相应的

街道设计优化。这是针对不同特征人群的步行指数评价的尝

试，为根据具体对象需要、进行不同特征人群的步行指数分

析提供了方法基础。

因此研究对步行指数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优化。在步行指

数计算中纳入交通污染、居民密度和年龄结构的优化方法，

可结合使用也可以根据需要单独使用，用以评价地区步行环

境与步行需求的不同特征，从而为街道设计提供了依据。

步行是重要的体力活动，街道可步行性的提升将显著促

进人们的体力活动。街道空间的可步行性设计是健康城市的

重要方面，不仅需要考虑功能目的地的设置，以及路径过程

中的人体污染暴露，也需要根据空间使用者开展具有针对

性的设计优化。步行指数计算方法中纳入污染和人口结构，

将有利于全面评估路段的可步行性，提出更加精准的设计

要求或改造目标。本研究测算了交通污染水平，对于其主

要影响因素车流量进行了计算，此方法适用于大范围评测。

进一步的精准评价可安置仪器，开展污染水平的直接测量，

也可通过统计车流量和车型情况来计算。同时，基于人口密

度及年龄结构的步行指数计算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能

够体现不同的出行目的，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纳入就业人

口的数据，也可对城市街道可步行性进行人群细分，从而

进行有针对性的街道设计，提升街道的可步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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