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

行为量化分析视角下的公共服务设施
有效使用评估研究
□　李　颖，颜　婷，曾艺元，刘洁贞，周永杰

[ 摘　要 ] 从城市居民个体的行为需求入手，对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开展深入的使用评估，是存量规划时代城市转型发展的重
要工作之一。传统的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强调“自上而下”的标准化配套，关注设施在空间分布上的均等和公平，缺乏针对居
民生活需求的反馈，忽略真实生活场景中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组织，难以保障设施的有效使用。文章提出以居民出行活动
为切入点，通过量化城市居民行为来搭建设施有效使用的评估模型，探索主动式引导不同人群行为习惯的空间设计手法，实
现对现状设施空间分布的修正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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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System for Effective Us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Based on Quantified Behavior Analysis/
Li Ying, Yan Ting, Zeng Yiyuan, Liu Jiezhen, Zhou Yongjie
[Abstract]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evaluation based on individual needs is important in transitional period of urban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top-down configuration highlights spatial equity and evenness without considering residents’ practical needs in real life 
scenarios. It cannot ensure effective use of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The paper starts with outgoing activities of residents, quantifies 
their behavior, establishes evaluation model, explores spatial design approach that actively guides behaviors of different groups, and 
realizes corr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urr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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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了“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提出要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近几年全国各地积极推行“15 分钟社区
生活圈”建设，探索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各类设施及
公共空间的配置模式，国内外学者也在积极开展设施可
达性及均等化等研究，针对设施供给侧的价值观已经逐
渐转向“人本主义”。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开始进入下半场，城市建设已
经步入从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
型期，关注人的需求，开展针对城市居民需求侧的研究
成为提升设施空间配置有效性的重要方向。以城市居民

个体需求及行为特征为切入点，评估现状社区设施空
间供给的问题，作为未来提升设施使用效率及社区服
务品质的重点支撑，有利于推进设施空间配置与居民
实际生活需求的有效契合。

1公共服务设施有效使用的实现

1.1 设施有效使用秩序建立的必要性
公共服务设施 ( 以下简称“设施”) 配置一直是城

市规划工作的重点，传统配置方式依照“自上而下”
的配置指标和标准规范，关注空间、数量、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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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半径等指标 [1]，强调设施空间分
布上的均等和公平。显然，在不同的个
体需求特征、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下难
以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设施配置[2]。这种“从
指标到设施 ( 空间 )”的规划方式，关注
设施配置的客观性条件，保证设施布局
的标准化，但缺乏设施使用层面的主观
性指标，对其“有效性”的思考不足，
使得设施服务效能低的现实问题日渐凸
显。主要体现在：目前的规划对设施配
置按标准定量为主，缺乏灵活性，即缺
乏针对居民生活需求的反馈与调整，忽
略真实生活场景中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
组织，难以保障设施的有效使用。

设施的有效使用是由内在和外在的
服务能力共同决定的。内在服务能力即
设施的服务供给能力，由社会经济发展
水平、经费投入程度、设施建设程度等
客观因素决定，是设施有效使用的物质
基础和前提条件 [3]；内在服务能力受社
会文化因素、居民个体需求、特征差异
和意识习惯等主观因素影响。

有效使用评估主要建立在内在服务
能力上，评估结果并不只是强调有效与
否，而是重在体现设施服务如何更好地
匹配城市居民的出行秩序，通过判断不
同街区属性、量化街区居民需求及其发
展趋势来完善配置。随着中国城市发展
重点的转移，即从重视量变转向重视提
质，城市设施配置的优化更要求从居民
个体需求着手，开展深入的使用评估。
这种“自下而上”的评估体系，体现出
以人为本的城市营建理念，正是存量规
划时代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策略。

1.2 基于行为量化分析的设施有效
使用评估技术路线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设施使用的研
究，多杂糅于对设施的空间布局研究中，
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基于可达性
和公平性，重点探讨设施空间分布的影响
因素。杨钦宇等人通过构建引力模型，客
观评价设施的供给能力和布局公平性 [4]；
尹海伟等人采用需求指数分析上海居民

对公园的需求情况，在此基础上定量测
度了研究区公园布局的空间公平性程度，
以期优化公园配置 [5]；曾璇等人利用网
络点模式[6]分析餐饮店的空间分布特征，
证实其分布与公交站点 ( 而非居民点 ) 有
显著集聚关系，这对于线性设施空间分
布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顾鸣东等
人总结归纳了可达性影响因子，包括设
施属性、土地使用、交通、距离、住区
或人口和个体特征等 [7]。近几年，针对“步
行指数”[8] 的相关研究在国外流行起来，
利用步行距离衰减、交叉口密度等因素，
可以对街区的可步行性进行有效测度，
也逐渐被推广应用于设施的可达性分析
与空间布局优化中。第二类是基于均等
化，重点关注设施的空间均衡问题。罗
震东等人指出设施均等化的本质是服务
均等化 [9]，总结新时期快速城镇化路径
下要重点解决设施质量和距离均等问题。
第三类是基于使用体验，多采用问卷调
查与入户访谈形式，探究设施满意度并
分析其影响因素。曹阳等人构建设施评
价指标，从使用强度和服务质量两方面
展开 [10]，综合评估设施配置与使用情况。

总体而言，针对设施供给侧的价值
观已经转向“人本主义”，国内外学者
均注重宏观、中观、微观各个层面的研
究，研究方法丰富多样，注重问卷调查、
社会统计分析和模型构建等综合运用。
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供给侧的客观条件，
对于需求侧的研究偏弱，鲜有关于设施
使用有效性评价的研究，更少有学者研
究居民需求的有效表达机制。

不同群体在设施使用行为方面存在
差异，如青少年更喜欢能够开展积极活
动的公园，中老年人则倾向于自然环境
优越的公园 [11]；同时，不同群体使用设
施的模式也存在差异 [12]。

公共服务设施的有效使用，要求在
空间要素和非空间要素上均满足不同群
体的日常需求。为了更直观清晰地分析
设施使用的有效情况，本文以街区为分
析的空间尺度，以居民出行活动为切入
点，通过量化城市居民行为，搭建设施

有效使用的评估模型。配置满足居民更
多需求的设施，有助于提高设施使用频
率，进而保证设施的有效使用。这种设
施有效使用评价反馈在空间上主要表现
为规划设计者对设施空间分布的修正与
完善，本文探索主动式引导不同人群健
康行为习惯的空间设计手法，以期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

2基于行为量化分析的设施有效
使用评估模型构建

2.1 设施有效使用与居民行为的空间
关联

(1) 不同年龄群体在设施使用上的行
为特征。

以不同年龄群体的行为特征分析为
例，对于青少年来说，其社区活动的参
与度较高，以休闲游憩、教育培训等活
动为主，使用最多的设施为公共绿地、
小游园和教育培训机构。上班族在社区
活动的参与度较低，活动的开展主要结
合在必要出行的过程中，如下班途中买
菜或接送小孩等，周末则更倾向于社区
以外的出行。老年人也属于社区活动参
与度较高的一类人群，其社区活动主要
围绕买菜和社区文化活动展开，由于年
龄的原因，医疗保健类活动也是老年人
有别于其他人群的日常活动之一 [13]。

(2) 城市居民在设施使用上的特定行
为序列。

受个体行为需求及活动规律的影响，
不同居民个体对设施的使用及空间分布
序列的要求不同。要实现设施空间配置
的有效性，必须充分摸清不同群体特定
的行为活动序列和对设施使用的节奏。

按照杨·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对
活动类型的界定，本文将居民活动类型
分为必要性活动、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
活动 [14]，且每一种活动类型对于空间环
境要素 ( 设施、公共空间等 ) 的使用要求
不同。其中，必要性活动包含居民日常
工作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为活动，上
面提及的青少年教育培训、上班族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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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老年人买菜及医疗保健等活动均属
于必要性活动，较少受到外部环境影响；
而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均属于选择
性发生的行为，活动的发生与否依赖于
外部环境条件的好坏，依赖于他人的共
同参与，如老年人群的聊天交往和健身
休闲、青少年的休闲游憩等 ( 图 1)。

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活动的发生往
往是伴随着必要性活动的开展进行的。
以老年人从家步行至肉菜市场这一必要
性活动为例，各类自发性活动和社会性
活动，如交流、休憩和健身等常常伴随
发生，构成老年人群“买菜”这一行为
特征下的特定行为序列。因此，对于老
年人群来说，应尽可能将与老年人出行
需求相关联的设施与买菜的路径相结合，
如沿出行路径布局公园、健身场所等设
施，或通过便捷的慢行通道强化与其他
自发性活动、社会性活动相关联的设施
联系，方便老年人群能够在一次步行出
行中完成多个活动，以提高这一系列设

施的有效使用。
而对于核心家庭，日常出行有着固

定的活动规律，肉菜市场作为上班族下
班后的采购场所，应考虑与下班接小孩、
搭乘公共交通等活动的衔接，以符合其
日常活动规律 ( 图 2)。同时，未来不同
人群行为序列的设定还应考虑上班族对
健康生活的需求与老年人居家养老模式
的影响。

(3) 各类特定行为序列的空间路径构
建。

在进行设施布局时，设施配置应与
居民的基本行为特征相匹配，并符合各
类特定行为序列的空间路径。基于不同
社区群体对设施使用习惯的特点，在保
障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均等化的基础上，
可以根据不同社区群体的行为特征和对
设施的使用节奏，合理设定居民使用设
施的空间活动路径，有效引导社区活动
的开展，实现设施布局与居民实际需求
的有效契合。各类特定行为序列的空间

路径设定需包含以下 3 个方面特质。
①空间路径的构建以步行可达性、

舒适性为前提。步行出行是居民日常社
区活动最基本的出行方式，便捷舒适的
步行路径是吸引居民开展各类特定行为
序列的前提条件。在出行中所面临的交
通暴露①、出行线路不畅、步行环境舒适
性低等问题，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居
民步行出行的意愿。

②空间路径的构建以必要性活动及
相关设施为目的。基于城市居民的主要
行为特征，结合各类人群对设施使用的
习惯，将买菜、上下班、医疗保健、购物、
上下学等最常见的必要性活动，筛选出
可围绕这些必要性活动开展所对应的设
施，包括肉菜市场、公交站点、小吃店、
地铁站点、便利店、超市、幼托、小学
和医院作为出行路径的目的点。

③空间路径的构建以自发性、社会
性活动及相关设施为依托。基于城市居
民的特定行为序列，针对不同群体活动
规律和对设施的使用节奏，将各类自发
性、社会性活动相关设施关联到同一步
行路径，方便不同群体能够在一次的步
行出行中完成多个活动 ( 表 1)。

2.2 城市居民行为量化评估因素的
选择

不同的居住群体在设施使用上具有
不同的特征，若仅基于服务半径和指标
对设施配置进行评估，往往会忽视特定
人群对设施的使用习惯，造成设施使用
上的不便，降低了设施的使用效率。

城市居民在每次使用各类设施的出
行中，受到出行路径沿线建成环境的影
响，包括出行路径的步行可达性和舒适
性、居民出行活动的多样性需求、交通
暴露及空气污染等负面因素，这些均会
影响城市居民的每一次出行活动及对设
施的使用效率。因此，本文通过对影响
城市居民日常出行行为的量化指标评估，
分析街区内每一条出行路径是否能满足
城市居民的出行需求和行为序列，实现
对城市居民日常每一次出行对设施有效

图 1  人的行为分类及行为序列示意图

老年人群主要行为序列模式 上班族主要行为序列模式 青少年主要行为序列模式

图 2  各类人群主要行为序列模式示意图

必要性活动 自发性活动 社会性活动

在不同程度上必须要参与的活动

不受客观环境影响

日常工作和生活事务上班、上学、
买菜、就医等

锻炼、散步、闲谈、观望、晒太
阳、围观

儿童游戏、交谈、互相打招呼等
各类公共活动

在时间、地点允许情况下，有
意愿参与

受客观环境影响，选择性参加

家 必要性活动共性活动组织序列
社会性活动

自发性活动

依赖于他人参与的活动

广场

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食堂

健身器
械场地

肉菜市场

肉菜市场

老年活动室

超市
便利店

水果店

水果店

阅览室
肉菜市场

培训机构 体育场

健身步道
广场

游园
公交

餐饮

娱乐

广场 游园

家 家 家

学医 菜 业 体

棋牌室
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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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评估。结合上文提到的各类特定
行为序列的空间路径特质，确定以下 3
个方面的评估因素。

(1)空间路径的步行距离接受度评估。
空间路径的出行距离是决定居民出

行舒适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步行范围
内满足多种行为需求是吸引居民步行的
重要因素，日常的设施出行距离越长，
人们的出行意愿越低。适宜步行的空间
尺度指人们乐意行走的距离，在这个距
离内的步行不会疲惫，也不会感觉到厌
烦。根据国内已有对社区居民适宜步行
距离阈值的研究成果，通过步行的累计使
用率来反映步行距离接受程度 [15]( 图 3)。

     公式 (1)

其中，U 为步行的累计使用率；L 为
步行距离。

(2) 空间路径的步行适宜度评估。
参考步行指数的评估模型 [16] 中影响

该指数的设施分类及权重，本文以一次
出行为评价对象。评估因子除考虑必要
性活动相关设施对步行环境的正面影响
外，还需考虑机动车交通暴露带来的空
气污染、出行安全等负面因素的影响，
分支路、次干道、主干道和快速路四级，
按交通暴露的影响程度，步行适宜度以
10％的幅度依次衰减。

(3) 空间路径的设施叠合度评估。
空间路径上配置满足居民更多需求

的设施有助于提高设施使用频率，进而
保证设施的有效使用，因此本文提出以
空间路径的设施叠合度作为反映设施有
效使用的指标之一。以从家到肉菜市场
的一次出行为例，如果在适宜的步行空
间尺度内，能够同步开展其他如接送小
孩、体育锻炼等两类活动，则记这条出
行路径的设施叠合度为 2。

2.3 城市居民行为量化评估模型的
构建

(1) 数据的选择。
数据的输入包括路网数据、POI 数

据和土地使用数据。其中，路网数据除

用于生成出行路径外，还区分了道路等
级，用以评估机动车交通暴露的影响。
POI 数据用于提取出行路径评估中的各类
设施，由于 POI 数据反映了地块出入口
信息、公交站点等土地使用中未能体现
的信息，该数据也同时与土地使用数据
相结合，用以筛选必要性活动的起止点
及各类自发性、社会性活动相关设施点。

(2) 必要性活动的起止点筛选。

选取居住地块的出入口作为起始点，
以开展必要性活动的地点为终止点，必
要性活动筛选了上学、上班、候车、就医、
买菜、购物等日常工作和生活最常见的
活动类型，生成所有可能的必要性活动
出行路径网络。

(3) 分项评估及叠加运算。
对每个必要性活动出行路径的步行

距离接受度、步行适宜度、设施叠合度

序
号

必要性活动 可同步开展的其他活动

活动类型 路径建立 涉及设施 活动类型 涉及设施

1 买菜 家—肉菜市场、超市 肉菜市场、超
市

娱乐消遣、驻足交谈、
体育锻炼、接送小孩

公 园、 广 场、 体 育
场地、幼托、小学

2 上下班 家—( 公交站点 )—单位 公交站点、地
铁站点

购置生活用品、接送
小孩

幼托、小学、便利店、
超市

3 医疗保健 家—社区医疗设施、社
区养老设施

医院 娱乐消遣、驻足交谈、
体育锻炼

公 园、 广 场、 体 育
场地

4 购物 家—( 公交站点 )—单位 便利店、超市 娱乐消遣、驻足交谈、
体育锻炼、接送小孩

幼托、小学

5 运动 家—运动场馆 体育场、体育
馆

娱乐消遣、餐饮 餐 饮 店、 公 园、 广
场

6 上下学 家—( 公交站点 )—学校
( 尽量避免交通暴露 )

幼托、中小学 娱乐消遣、体育锻炼 公 园、 广 场、 体 育
场地

表 1  空间路径及关联性设施点选择目录

图 3  累计使用率与距离衰变函数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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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数据输入内容示意图

研究范围

道路网

基础数据准备

POI 土地使用



70

图 5  研究范围设施有效使用综合评价示意图 图 6  研究范围有效使用综合评价指数柱形图

(3) 计算指标：分别计算每条路径的
步行距离接受度、空间路径的步行适宜
度、设施叠合度。

(4) 指标整合：运用上文确定的多指
标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各条路径的实施
有效使用指数。

(5) 数据可视化：通过 Gephi 平台将
所得到的各条出行路径评估汇总的网络
进行可视化处理，直观展示研究范围内
各片区设施的有效使用评估结果。

3.3 评估结论
不同片区由于建设时序、产业分布

和区位特点的差异，在不同的区域内出
现了不同的设施布局模式和不同的人群
出行特征，这些不同带来的设施使用上
的差异，通过可视化之后的社区划分，
主要识别出了 4 个社区，包括江泰路地
铁站周边居住片区、东晓南路沿线居住
片区、新滘西路沿线沙溪村片区、工业
大道沿线居住片区。图 5 中点与点之间
的连线代表一个出行路径，线的粗细代
表该路径所对应设施有效使用指数高
低。对于整个片区可以通过所有出行路
径的平均有效使用指数进行综合评判
( 图 5，图 6)。

(1) 南泰路沿线片区。
该片区设施有效使用指数评价较高

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泰路地铁站周边，
围绕地铁站放射出的中心南街等生活性
道路在串联周边社区的同时为人们提供
了多样化的活动选择。该片区评价较差
的区域主要位于西侧的福南新街小区、
珠江医院家属区周边，主要原因是这一片
区的出行选择的路径较少且受到交通暴露
的影响，同时缺乏足够的设施配套 ( 图 7)。

(2) 新滘西路沿线片区。
该片区设施有效使用指数评价较好

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畔里大街和新滘西
路之间，围绕西畔里大街形成了贯穿整
个片区的生活性道路，但沙溪村北侧靠
近沙园工业区、滨江工业园等产业用地
区评价较差，主要原因是城中村蔓延式
的建设导致与工业仓储用地犬牙交错，两

分别进行计算，得到三类指标的数值。
为了便于对评价对象做整体上的评判，
运用标准离差法对三项指标进行赋权并
汇总计算，最终得到对一次必要性活动
出行路径的综合指标。

3广州市街区设施有效使用的实证
评估

本文选取广州市海珠区中部南石
头和凤阳两个街道为研究对象，基于
ArcGIS 和 Gephi 平台，通过上文构建
的设施有效使用评估模型，围绕居民的
必要性活动出行对该片区设施的有效使
用进行客观评价，并对评价较差的区域
提出设施布局的优化策略，促进设施的
有效使用。

3.1 案例地区简述
本次研究范围东起东晓南路，西临

工业大道中，北接南泰路，南至新滘西
路。研究范围内以居住功能为主，已形
成较为稳定的社区环境，包含有城中村、
单位大院和新建小区等多种居住形态，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 案例地区评估
(1) 基础数据准备。本文采用较易获

取的道路网数据、POI 数据和土地使用数
据作为数据输入。

(2) 建立出行网络。选择所有居住地
块的出入口作为起始点，以及上文确定
的各类设施及主要经营性地块 ( 反映主要
的通勤目的地 ) 作为终点，生成出行网络，
其中每条边代表一条出行路径 (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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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南泰路沿线片区设施有效使用指数评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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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形成了大量消极的街道空间，仅能
满足基本的通行需求，难以诱发多样的自
发性和社会性活动 ( 图 8)。

(3) 东晓南路沿线片区。
该片区位于东晓南路和马岗顶工业

区之间，其设施有效使用指数评价较好
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泰沙路沿线，主要原
因是居住片区与工业园之间的泰沙路集
聚了大量的生活性设施，一方面避开了
交通性干道的影响，另一方面与通勤出
行紧密结合，为就近工作的居民提供了
使用上的便利。该片区评价相对较差的
区域位于片区西北部，主要原因是出行
选择主要集中在江泰路，而江泰路沿线
业态以汽配为主，难以满足居民多样化
的生活需求 ( 图 9)。

(4) 工业大道沿线片区。
该片区属于多个封闭或半封闭小区

聚集的区域，由于小区尺度不大，整个
片区形成了多个 2　hm2 左右的组团，较
为均衡。该片区居民无论是上学、上班、
买菜还是就医，基本都通过片区内部的江
燕南路向外疏解，而江燕南路本身也成为
承载居民日常活动的生活场所 ( 图 10)。

3.4 促进设施有效使用的布局策略
建议

基于上述对广州市海珠区部分社区
的实证评估及各社区在设施有效使用上
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1) 基于必要性活动组织步行网络，
主动引导居民健康积极出行。

必要性活动作为居民日常工作和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行为活动，承载这些活
动的步行路径必然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
区域。因此，在同样的服务半径下，选
取必要性活动出行路径来优化步行网络
可有效降低设施使用的时间成本，同时
有助于主动引导居民形成健康积极的出
行习惯。

针对燕子岗体育场周边和南部沿工
业大道一侧居住片区由于步行网络密度
较低导致设施使用不够便利的问题，规

图 9  东晓南路沿线片区设施有效使用指数评估示意图

图 10  工业大道沿线片区设施有效使用指数评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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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新滘西路沿线片区设施有效使用指数评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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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上一般有两种解决途径，一是通过加
密路网提高设施可达性，二是通过增加
设施密度来提高设施使用的便利性。考
虑到现有社区封闭管理的模式和已形成
的建成环境，通过加密路网来解决这一
问题的现实性和经济性均较差，规划建
议应选取其中与必要性活动关联紧密的
路径来强化设施布局，重点考虑与江泰
路地铁站、肉菜市场等设施步行联系路
径的组织完善，形成基于必要性活动组
织的步行网络架构。

(2)基于人群使用习惯优化设施布局，
形成覆盖不同群体日常出行的空间序列。

日常出行的空间序列应充分考虑社
区不同人群的出行特点，针对现有设施
分布情况，合理组织一条或多条适应不
同人群出行序列的步行路径，通过散点
布局模式完善路径沿线的设施配套，配
套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设施和交通方式，
形成便捷、有趣的步行回家模式。例如，
在买菜的路径上设置公园、广场等设施，
满足老年人娱乐消遣、驻足交谈的需求；
在放学的路径上设置体育活动场地，为
青少年提供健康活动的场所等。

针对部分出行空间距离较近，且在
设施有效使用上评估结果较差的片区进
行重点提升。在南泰路沿线片区，需重
点改善周边社区至地铁站点路径的空间
环境品质，除已形成了中心南街等生活
性道路外，还应通过完善江泰路、南泰
路等道路沿线的设施配置，提升该片区
至地铁站点步行网络沿线设施使用的便
利程度。在新滘西沿线片区内，针对马
岗顶北街等连接沙溪村和工业区的重要
道路，其作为步行通勤使用率较高的道
路，需要补充方便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的
商业设施；而燕岗街作为串联多所学校
的生活性道路，需要针对学生的活动特点
提供有一定私密性、非正式的交往场所。

(3) 基于自发性、社会性活动开展的
场所特点，建设高品质、人性化的空间
场所。

自发性、社会性活动的开展依赖于
外部环境条件的好坏，也依赖于他人的

共同参与。而开放连续、功能复合的街
道界面有助于提升步行体验，诱发自发
性、社会性活动。在缺少设施、受机动
车影响的街道上行走会给人带来不安全
感和压迫感，从而降低人们步行出行的
欲望。有效的做法包括强化城市道路两
侧的公共空间设计，设置休闲角、街头
活动港，提供以生活型服务功能为主的
道路交叉口等；开放沿街围墙，增加街
道设施密度，提升街道功能的混合性和
包容性；采用“一棵树空间”“口袋公园”“边
角空间”等模式，因地制宜地布局体育
设施、休憩设施等，增加吸引人驻留的
空间场所，促进人群交流。

针对实例研究中的评估结果，筛选
步行体验较差的生活性道路进行重点提
升。建议对燕子岗路、凤岗路和泉塘路
等道路沿线通过开放沿街围墙、增加凹
凸变化的空间场所来柔化街道界面，并
增加生活所需的相应设施配套，形成高
品质、人性化的空间场所，诱导自发性、
社会性活动的开展。

4结语

基于行为量化模拟分析的设施有效
使用评估，将设施的实际使用与人的出
行习惯紧密结合，相比仅仅通过服务半
径和规模对设施服务水平的评判方法，
更加真实地反映了设施使用的有效性，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规划思路。本次研究
无论是对既有社区的改造提升还是规划
方案的检验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
在涉及大范围的社区进行评估时，有助
于快速建立对整个片区的量化认知，降
低全面铺开调研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 注　释 ]

①交通暴露是指行人出行受到机动交通的不
良影响，包括安全、尾气和噪声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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